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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南曹乡杨园村东头，有多家无名制砖厂，

生产过程中扬尘、噪音严重污染，没有环评手续，影响

居民生活。

一、基本情况：

郑州创洁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位于郑州市管

城回族区南曹乡南曹村杨园 001号，企业法人代表：马

纯刚，经营范围：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技术开发；土石

方 工 程 等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0104MA45U89Q4D。

该项目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

州市加强建筑垃圾管理促进资源化利用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郑政办〔2017〕18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郑州市工程弃土消纳场建设方案的通知》

（郑政办〔2018〕108号）的要求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加强城市建筑垃圾管理促进资源化利用的意见》（豫

政〔2015〕39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管城回族区按照

“实现就地处理、就地就近回用”的原则建设投入使用，

主要从事建筑垃圾消纳和再利用，有效解决管城回族

区城中村改造和合村并城项目中产生的建筑垃圾。

随着南曹乡合村并城等项目相继启动，2015年，李

马庄征迁300余户，杨园村、南曹新村征迁400余户，建

筑面积共计 384961.91 平方米，后庄村征迁 300余户，

建 筑 面 积 397040.48 平 方 米 ，端 和 路 征 迁 面 积

108015.62平方米，产生了大量的建筑垃圾。由于这几

个村位置偏僻交通不便造成建筑垃圾外运困难，此情

况下由南曹乡政府提出申请，在区政府的同意下，在

开元盛世项目已征收建设用地范围，且近几年没有项

目进驻的地块内建设了临时建筑垃圾消纳场——郑

州市创洁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用于解决存留的建

筑垃圾。

该消纳场从建厂以来共收纳建筑垃圾 89万立方

米，已消纳：72万立方米，现存量：17万立方米。做到征

迁建筑垃圾产生地堆放点一次性运输，一次堆集，集中

防尘和资源化处理，最大限度减少运输过程中的扬尘

污染。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1年 4月 9日，自接到交办问题后，郑州市管城

回族区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安排管城回族区城管局工

作人员柴爽、师恩华，郑州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队管城

执法大队岳玉国、张建潮、李路，南曹街道办事处王明

东、燕富军、吴新建赶赴现场查看。

经现场调查，该公司为建筑垃圾消纳场（郑州创洁

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目前处于接受行政处罚的整

改阶段，现场检查时该单位处于停产状态。建筑垃圾

堆体已全部覆盖到位，堆体已安装喷淋。车间安装雾

森系统、除尘罩、高喷、雾炮等降尘设备，车间已密闭。

厂区道路已硬化、配有洒水车，围墙有喷淋，各种设施

均能正常使用，厂区大门安装自动化冲洗设施及车辆

识别道闸系统。该公司有破碎生产线2条、环保免烧砖

自动化生产线 7条、再生轻质混凝土生产线 2条和水稳

生产线 1 条，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噪声污染、粉尘污

染。对此问题，该公司专门委托环评公司编制了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意见，并按专家意见要求配备了完

备齐全的防尘措施设备，对生产车间进行了密闭，有效

减少了噪声、粉尘污染。

关于交办案件“有多家无名制砖厂，生产过程中扬

尘、噪音污染严重”的问题，该公司破粉碎及制砖线配

套建设有脉冲布袋除尘器，并配套洒水抑尘雾炮、洒水

车及喷淋措施；关于噪音问题，该公司附近有南曹新庄

村、杨园村、李马庄村，距离最近的是新庄村，距离 500

米（这三村均已征迁完毕）。距离杨园村临时安置房直

线距离 1000 米，距离李马庄村临时安置房直线距离

1600米。初步判断，该项目不存在噪音扰民情况。

关于交办案件“无环评手续”的问题，前期由于场

地限制等因素，造成环评办理工作滞后。为确保该项

目发挥更好的作用，管城生态环境分局在以上手续未

办理之前，重点做了三项工作：一是要求该企业聘请环

评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编制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表，制定污染防治措施，并要求该项目按照环评

专家意见进行整改，整改到位后允许实施作业。二是

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发现问题盯住整改，依法处罚到

位。针对其违反扬尘防治不到位相关违法行为，管城

回族区环保局于2019年 9月对该企业下达了行政处罚

决定书（管环罚决字〔2019〕第 015号）。三是加快环评

手续办理进度。目前，该项目已经完成了项目立项备

案、土地规划手续办理，初步完成了环评报告编制工作

并召开了专家预审评审会，待环评报告定稿和行政处

罚完成后依法依规进入审批程序。

综上所述，该问题部分属实（噪音和扬尘污染不属

实，无环评手续属实）。

三、处理及整改情况：

郑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管城执法大队

2021年 2月 3日对该公司违法行为下达了《郑州市生态

环境局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郑环责改字

〔2021〕101号），已经立案调查。

四、问责情况：无

五、办结情况：正在办理

【七】
郑州市新密市

受理编号：D2HA202104070006

反映情况：郑州市新密市米村镇拐峪村 1 组馒头嘴

下面的山谷里填满了大量的化学垃圾；朱家庵村宋石

窑村南河、东河偷埋了大量的化学垃圾和生活垃圾；这

些垃圾来自新密市垃圾处理厂，从去年 11 月份开始，多

次向相关部门举报未果。朱家庵村 6 组柏林碳素厂，夜

间燃烧废旧轮胎。慎党矿山机械厂，用环境不达标的

高炉炼铁。

污染类型：土壤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一）郑州市新密市米村镇拐峪村 1组馒头嘴下面

的山谷里填满了大量的化学垃圾。该村 1组山岭与南

侧荒草地中间原来有一条荒沟，荒沟部分已被土方填

平，填平面积约 600 平方米（长 30 米、宽 20 米、深 10

米）。

（二）新密市米村镇朱家庵村宋石窑村南河、东河

属于历史遗留村级生活垃圾填埋场，占地面积 1500平

方米，该填埋场2017年已经废弃，停止使用。

（三）朱家庵村6组柏林碳素厂，全称为郑州柏林炭

化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新密市米村镇朱家庵村，该公司

回收利用废旧轮胎项目于2014年 5月经郑州市环保局

审批（郑环固审﹝2014﹞2号），年设计生产炭黑 13500

吨，燃料油 12000吨。主要原料为：废旧轮胎；主要生

产设备：裂解炉6台；生产工艺为：废旧轮胎—切片—热

解—分离—加工—成品，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裂解燃

烧尾气采用“烟气急冷+袋式收尘+碱洗塔+除雾器+电

捕焦油器+活性炭吸附”组合工艺处理后废气经 30米

高排气筒排放。

（四）慎党矿山机械厂，全称为新密市米村镇慎党

矿山机械配件加工厂，位于新密市米村镇朱家庵村，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83MA41LEQ97H，该厂有 2 台

0.5吨无磁轭铝壳中频感应炉。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1年 4月 8日，新密市组织工作人员对交办问题

进行现场调查。

（一）郑州市新密市米村镇拐峪村 1组馒头嘴下面

的山谷里填满了大量的化学垃圾。新密市自 2020 年

11月 15日至 12月中旬连续接到同类举报 11次，进行

了现场调查并开挖 3次，挖出废塑料杂物垃圾，未见有

化学垃圾，与举报情况不相符。

2021年 1月 13日，新密市委托河南省诚建检验检

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填埋物取样检测，2021年 1月

26日，河南省诚建检验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米村镇拐峪村倾倒项目勘查检验结论》，认定该填埋

的废弃物为废塑料杂物垃圾。

（二）新密市米村镇朱家庵村宋石窑小组南河、东

河属于朱家庵村历史遗留垃圾填埋场。因举报，自

2020年 11月起，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已组织多

次调查，且委托有资质单位开展监测工作。经对新密

垃圾处理厂进行调查，该厂未向朱家庵村宋石窑村倾

倒任何垃圾。

（三）郑州柏林炭化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属于长

期停产企业，厂区各类生产设备无人看管，现场未见有

生产原料废旧轮胎，通过走访周边居民，未发现焚烧废

旧轮胎情况。

（四）新密市米村镇慎党矿山机械配件加工厂，处

于停产状态，现有 2 台 0.5 吨无磁轭铝壳中频感应电

炉，属于《产业结构指导目录 2019》淘汰类第十项 23

小项≥0.25吨无磁轭铝壳中频感应电炉。

综上所述，该群众举报案件部分属实。

三、处理及整改情况：

（一）2021 年 4 月 11 日，米村镇政府制定处置方

案，按照处置技术规范将填埋的废料杂物垃圾转运至

新密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

（二）朱家庵村宋石窑村南河、东河属于历史遗留

村级生活垃圾填埋场。历史遗留的垃圾填埋场，2021

年 3月 16日由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委托河南乾坤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对填埋场垃圾进行取样检测。经检测，其

中一个样品（编号：WT2021060-G03）点位具有浸出

毒性和毒性超标。2021年 4月 11日，朱家庵村委会委

托河南中环信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废物进行处

置，并于当天已完成转移。

（三）郑州柏林炭化科技有限公司，夜间燃烧废旧

轮胎。经走访当地周边群众，未发现有焚烧废旧轮胎

情况。

（四）新密市米村镇慎党矿山机械配件加工厂存有

国家淘汰类 0.5吨无磁轭铝壳中频感应电炉，已拆除到

位。

四、问责情况：无

五、办结状态：正在办理

【八】
郑州市中牟县

受理编号：D2HA202104070011

反映情况：郑州市中牟县官渡镇郑汴路北侧、陇海

铁路西侧，中牟县欣诚仓储有限公司：1.生产过程中产

生大量粉尘；2.该企业没有环评手续；3.消防不达标，存

在安全隐患；4.厂房内有很多小作坊，废水未经处理直

接排放；5.生产过程中噪声扰民。

污染类型：大气、噪音、其他污染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中牟县欣诚仓储有限公司位于官渡镇冉庄村西，

属中牟县。法人：李聪，占地面积 28591 平方米，总投

资 500万元整，主要从事仓储服务，于 2017年 10月 18

日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1年 4月 9日、10日，中牟县组织工作人员到现

场进行核实查办。4月 11日，省、市核查组对该企业存

在问题进行核查。

经查，该仓储公司内共有 12家企业，其中，从事木

材加工的7家，主要设备有雕刻机3台、电锯24台、打孔

机 5台等；农药和涂料销售的 2家；农产品分拣的 1家；

纸箱切割的 1家；机械加工的 1家。针对群众举报问

题，核查组逐一进行核准，具体情况如下：

（一）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粉尘

因部分木材加工车间粉尘收集设备简化，造成生

产过程中粉尘收集不完全，产生大量粉尘。

（二）该企业没有环评手续

根据现场核实情况，7家木材加工企业对照《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木材加

工 201（有电镀工艺的；使用溶剂型涂料或年用非溶剂

型低VOC含量涂料10吨以上的；含木片烘干、水煮、染

色等工艺的需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要求，木材加工不纳

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

1家紫薯分拣及储存企业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农副食品加工业13及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59要求，紫薯分拣及储存不纳入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

1家纸箱切割企业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

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纸制品制造 223（有涂布、浸

渍、印刷、粘胶工艺的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要求，纸箱切

割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

1家广告牌加工企业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金属制品业 33仅切割、焊

接、组装的，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

2家销售（农药、涂料）企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未作规定，不纳入建设项

目环境评价管理。

（三）消防不达标，存在安全隐患

经消防部门现场核查，发现该仓储存在超大空间

未做防火分隔，电气线路私拉乱扯敷设不符合规定，大

面积使用泡沫板房，部分消火栓损坏，灭火器过期，生

产住宿经营“三合一”现象。

（四）厂房内有很多小作坊，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

放

在现场检查中，发现 12家单位中只有从事紫薯分

拣单位在生产过程中用水，经沉淀池沉淀后水循环使

用，生活污水经过沉淀池处理后排入城市管网，未发现

有废水直排现象。

（五）生产过程中噪声扰民

该公司东邻陇海铁路，南邻220省道，西邻田地，北

邻田地，未发现噪声扰民现象。

综上所述，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三、处理及整改情况：

针对问题1，中牟县已督促该公司联系第三方公司

对所有木材加工车间的粉尘收集处理设备进行升级改

造，4月 30日前改造完毕。同时，中牟县对该企业加大

帮扶力度，指导企业整改，避免再有类似情况发生。

针对问题 3，根据河南省公安厅《关于铁路民航系

统消防监督职责范围的意见》（豫公通〔2013〕224号）

规定，中牟县拟将该仓储公司检查情况函告郑州市铁

路公安局消防监管机构，由郑州市铁路公安局消防监

管机构做好隐患问题跟踪督改工作。同时，中牟县消

防部门成立专班，跟踪指导帮扶，指导该公司落实安全

主题责任。

四、问责情况：无

五、办结状态：正在办理

【九】
郑州航空港区

受理编号：D2HA202104070013

反映情况：港城 793 公寓，违法占用土地，五证不

全，破坏环境，后期开发商不交房。

污染类型：其他污染、土壤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港城 793公寓位于郑州航空港实验区郑港办事处

大寨路与凌风街交叉口。2011年，在省、市重点项目富

士康人力进驻计划非常紧迫的特殊背景下，该公寓项

目由郑州富士康建设指挥部采取“政府引导、企业参

与”的市场化运作模式，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定郑州富

港置业有限公司承建，房屋性质为公共租赁住房。该

项目取得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

其他证件未办理和完善。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1年 4月 8日，航空港区工作人员至现场进行核

实核办。经查，港城793公寓取得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其他证件未办理和完善，故举报

“非法占用土地，破坏环境”问题不属实，“五证不全”问

题属实。

目前，该公寓已建设完工，由于建设单位郑州富港

置业有限公司经济支撑能力有限，项目资金短缺，自

2013年起，便以投资、经营收益转让、内部认购的名义

在多地市私下对外宣传，并与投资人签订认购协议、返

租协议、项目投资协议，以公租房为标的物进行非法融

资活动，前期尚能勉强按照协议返还租金或付息给投

资人，后期随资金再次短缺，陆续停止返还租金或付

息。2019年，省、市开展化解问题楼盘专项行动以来，

航空港区问题楼盘化解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多次研判

该问题楼盘化解措施，并明确企业自救。2020年 7月

16日，航空港实验区人民法院在执行郑州富港置业有

限公司与债权人建安科技、张某军、韦某峰等23起案件

中，最终裁定对其进行破产清算。因目前正处于破产

清算阶段，故“开发商不交房”问题属实。

综上所述，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三、处理及整改情况：

2020 年，港城 793 公寓进入破产拍卖程序，2020

年 8月 7日，航空港实验区人民法院下达《河南省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决定书》（〔2020〕豫

0192破 3号）》，指定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担任郑州富

港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目前，债权申报登记工作已

基本完成，破产清算工作仍在进行中。

四、问责情况：鉴于该问题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楼

盘，前期各相关部门均能采取措施积极处理，且目前已

进行人民法院破产清算，故对相关部门不予追究责任。

五、办结状态：正在办理

【十】
郑州市中原区

受理编号：D2HA202104070015

反映情况：工人路和建设路交叉口往东 300 米路

南，楼房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非机动车道上雨

水收集口，污染环境。

污染类型：水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交办问题位于郑州市中原区工人路和建设路交叉

口往东 300米路南，宝视达眼镜店门口非机动车道边，

属中原区棉纺路街道办事处。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1年 4月 8日，中原区组织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

核实。经查，宝视达眼镜店门口非机动车道边雨水井

内，有一排水口正在排水，水质清澈无异味，现场与市

人防办、市城管局对接核实后确认，该排水口为市人防

工程排水点。

该人防工程是河南省委、省政府于 1974年批准并

建设的重点工程，位于建设路沿线地下，近年来，由于

地下水位上升，工程内部多处渗水，为消除工程内部积

水隐患，市人防办在工程风井处设置自动排水点，当水

位超过警戒线时，自动将内部积水抽排至市政雨水管

道，避免发生险情。

综上所述，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三、处理及整改情况：

现场对该排水口进行水样提取，交由第三方检测

公司进行检测。目前，已经出具初步检测结果“PH：

7.84、氨 氮 ：0.082mg/L、总 氮 ：22.6mg/L、总 磷 ：

0.011mg/L、总悬浮物：＜5mg/L、COD：＜4mg/L”，正

式检测报告预计 4月 15日出具。下一步，郑州市将持

续加强排查，整治偷排、漏排污水等环境违法行为，深

入推进水污染防治工作。

四、问责情况：无

五、办结状态：已办结

【十一】
郑州市金水区

受理编号：D2HA202104070014

反映情况：二十一世纪社区湖左岸小区水沟污染。

污染类型：水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二十一世纪社区湖左岸小区水沟又名为美墅寨

河，位于金水区国基路花园路交叉口向东 300米路南，

全长约200米，宽约 3米，主要功能为小区内降雨泄洪，

属于郑州新世纪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管理。该水渠

为小区内景观水渠，兼顾小区内排水系统。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1年 4月 8日，金水区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

核实查办。经查，美墅寨河西南角河面栽种的莲藕没

有发新芽，小区物业对莲藕枯枝没有及时清理，同时，

美墅寨河东南处河面漂浮有花絮及柳絮，河底存在污

泥，水体黑臭，沿线未发现排污口。

该举报问题属实。

三、处理及整改情况：

金水区国基路街道办事处责令郑州新世纪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制定详细的整改方案，对该水渠进行整理。

1.全面开展水渠抽排，将水渠内污水全部抽干。

2.全面清理河底淤泥及沟内莲藕、枯枝、垃圾等

杂物。

3.清淤后对水渠底部铺设新土，进行绿化。

4.全面进行宣传，对住户公告告知，树立提醒牌，禁

止向河内倾倒垃圾杂物、排放废水。

5.建立长效监管机制。责令物业公司每天安排专

人负责，坚持日巡查、周清理，后续每年均进行至少2次

的清理，确保水渠环境优美。

截止到4月 12日，整改正在进行中，预计于4月 25

日前完成全部整改，达到环境优美的状态。

四、问责情况：无

五、办结状态：正在办理

（上接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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