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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10.曹店西地大面积土地挖沙取土撂
荒。

11.花庄 1000多棵枣树被毁，法院判令
移栽后又全部死亡。

12.王张村金鹭驼鸟园占用基本农田。

13.薛集村南公路西边违法占用基本农
田盖养鸡场。

14.岳庄原村主任吴俊昌和镇党委书记
安广涛相互勾结，在后刘庄村违法占用基
本农田建别墅，至今没有拆除。

15.贾庄村原村主任贾少增和镇党委书
记安广涛利益勾结，在村里建仓库出租炒
卖沙子。

16.大吴庄社区和小学至今没有任何手
续却投入使用。

荥阳市建设路与友谊路交叉口向西
500米路北，双龙水洗牛仔裤厂，无手续无
证经营。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黄河桥村
成功驾校南、江山路东、黄四组北、黄河湿
地东，黄五组处，200 余亩基本农田，2016
年 3月起被黄河文化公园租赁，至今无法耕
种。其中，100亩由原黄河桥村书记黄革卫
操办，其余 50亩倾倒建筑垃圾并且被污水
污染，破坏黄河湿地以及黄七组村民饮用
的地下水。举报人要求彻查并追责处理。

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程庄村，原村长
沈新立在基本农田上建仓库和厂房，现任
村长兼书记程天增占用基本农田建商混
站、奶牛场；村委会的领导让人在基本农田
上倾倒建筑垃圾，以此获利；村里把村集体
土地出租给他人建仓库、厂房。

行政区域

新郑市

荥阳市

惠济区

惠济区

污染类型

其他污染、
土壤、
大气

其他污染

土壤

土壤

调查核实情况

群众反映的“曹店”应为薛店镇“草店”村，该村位于薛店镇西
南，村西地位于薛店镇解放北路西侧。经现场走访查看，草店村
西地确于 2018年出现挖沙取土情况，已当场制止并要求草店村
委会督促村民复耕复种。收到该问题后，经现场核查，该处未再
发现挖沙取土及土地撂荒情况。

群众反映的问题为 2014年薛店镇因好想你（花庄）社区、小
学建设需要，对社区选址区域内已征收土地上 1870棵枣树进行
移栽，移栽开始后，部分不明真相群众进行阻挡，并有媒体大量报
道，施工方不敢再继续施工，已移栽的枣树因施工方停止施工，疏
于管理导致死亡。

经核查，出现枣树死亡后，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
基金会对新郑市薛店镇花庄村民委员会、新郑市薛店镇人民政
府、新郑市林业局、新郑市旅游和文物局、新郑市教育体育局发起
环境公益诉讼。2016年至 2018年，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
判决，薛店镇履行全部判决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下发案件结案通知书（〔2018〕豫 01执 1347
号），案件执行完毕。

收到问题后，新郑市组织工作人员实地核查，经查，该公司位
于北环路北、王张村东南角，已完成立项和环评手续，项目总占地
约 156亩，其中，约 130亩为基本农田、约 26亩为一般耕地。经
现场查看，附属设施位于一般农用地上，基本农田上种植的为枣
林，未破坏耕种条件。

经实地核查，该养鸡场位于薛店镇常刘村八组，租用人为刘
志彦，占用11.3亩土地，土地性质为一般耕地，未占用基本农田。

4月 15日上午，经薛店镇村镇规划建设办公室、新郑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实地核查，附属用房所在地为设施农用
地，未占用基本农田。

收到问题后，薛店镇工作人员立即进行现场调查：该仓库原
用于货物仓储，后租于他人，现场存在有沙子，因不符合薛店镇规
划，现已拆除取缔。

2021年 4月 17日，新郑市组织工作人员现场核实查看相关
资料，大吴庄社区前期办理手续有《关于新郑市薛店镇大吴庄棚
户区改造项目可研批复的请示》、《关于新郑市薛店镇大吴庄棚户
区改造项目立项请示的批复》（新发改农新〔2016〕05号）、《薛店
镇关于对大吴庄社区项目工程招标的请示》、《薛店镇关于对大吴
庄社区工程招标的请示》、《新郑市薛店镇大吴庄棚户区改造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还有部分手续未办理，反映情况部分
属实。

大吴庄小学提供有环评手续、《关于迁建薛店镇大吴庄小学
的请示》、《关于 2013年在薛店镇区新建大吴庄完全小学的请示
文件》。该项目还有部分手续未办理，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2020年 4月 15日，荥阳市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核
实。

经查，荥阳市润泽水洗有限公司有发改部门备案，办理有
营业执照，有环评手续。环评手续为 2015年获批的环境影响报
告表批复（荥环建〔2015〕041号），明确废水项目清洗过程中不
添加任何洗涤用品，产生的清洗、脱水废水及地面清洗水、生活
污水经管网排入市政管网，进入第一污水处理厂，生产工艺为
服装—收集—分类—洗涤—脱水—烘干—出厂。在对其检查
时，发现该企业工艺中增加染色工序，且擅自建设一套污水处置
设施处理染色废水，生产工艺及污染防治设施发生变更，存在批
建不符问题。

调查结论：经核实，荥阳市润泽水洗有限公司办理有营业执
照，有发改部门备案，有环保审批手续，但其生产工艺发生变更，
原有手续按照环评审批要求必须重新办理。有手续但不符合现
状。

问题 1：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黄河桥村成功驾校南、
江山路东、黄四组北、黄河湿地东，黄五组处，200余亩基本农田，
2016年 3月起被黄河文化公园租赁，至今无法耕种。其中，100
亩由原黄河桥村书记黄革卫操办，其余 50亩倾倒建筑垃圾并且
被污水污染。

2021年 4月 15日，惠济区组织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到现场进
行核实查办，情况如下：

经查，2016年 3月 7日，黄河文化公园（原郑州市黄河风景名
胜区管理委员会）与黄河桥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租赁合同
书》，租赁黄河桥村500亩（含交办问题涉及地块200亩和原黄河
桥村书记黄革卫操办的100亩）。根据《2020年基本农田保护条
例》规定，可对基本农田进行承包经营。目前，该地块已进行平
整，准备耕种。交办问题涉及 50亩倾倒建筑垃圾的问题，实为
2016年之前倾倒的部分土方和少量建筑垃圾，面积约40亩。交
办问题涉及污水污染问题，实为地块西侧有一蒸发池，为江山路
道路拓宽工程修建的雨水蒸发池，用于收集江山路沿线雨水，在
汛期降雨量剧增的情况下，原有江山路污水处理站日处理能力为
1000吨，不能满足大雨情况下的污水处理，有污水外溢流入该
处。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惠济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渗坑底
泥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底泥中挥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有
机物均为未检出，重金属因子部分检出，对照建设用地土壤环境
质量标准中的一类筛选值和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筛选值标准，均
未超出标准要求，不会造成污染。该交办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 2：破坏黄河湿地以及黄七组村民饮用的地下水。举报
人要求彻查并追责处理。

2021年 4月 15日，惠济区组织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到现场进
行核实查办，情况如下：

郑州市水利局委托国家城市供水水质检测网郑州监测站每
年监测2次，根据国家城市供水水质检测网郑州监测站2021年 3
月 12日提供的水质检测报告显示，此区域地下水未被污染，不会
破坏黄河湿地。该交办问题不属实。

问题：1.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程庄村，原村长沈新立在基本
农田上建仓库和厂房，现任村长兼书记程天增占用基本农田建商
混站、奶牛场。

经查，“仓库和厂房”建设时间为2009年之前，为村庄建设用
地，不占基本农田；“奶牛场”建设于 2009年之前，为设施农业用
地，不占基本农田，因惠济区属于禁止养殖区，现已闲置；“商混
站”为村庄建设用地和一般耕地，不占基本农田，该企业涉及拆除
的处罚事项，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惠济分局已于 2018年 7
月 6日对郑州市惠济区程庄兴隆预制构件厂下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惠国土资罚决字〔2018〕第 55号），已申请法院强制拆除。法
院已裁定古荥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目前已拆除完毕。

综上所述，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2村委会的领导让人在基本农田上倾倒建筑垃圾，以

此获利。
经查，2021年 4月 15日，惠济区城市管理局组织人员到现场

进行了调查，与古荥镇政府工作人员对接了解情况，并通过现场
询问及走访村民，未发现有在基本农田倾倒建筑垃圾现象。

综上所述，该举报问题不属实。
问题：3.村里把村集体土地出租给他人建仓库、厂房。
经古荥镇人民政府调查，村民有在自己宅基地上建设仓库行

为，该村没有违法建设仓库、厂房现象。
综上所述，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是否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新郑市薛店镇将强化日
常监督检查，防止出现盗采
沙土情况；加强日常宣传，鼓
励群众耕种，避免土地撂荒。

薛店镇已按照法院判决
全部履行到位，河南省郑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下发案件结案通
知 书（〔2018〕豫 01 执 1347
号）。

2021 年 4月 16 日，新郑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
《责 令 停 止 违 法 行 为 通 知
书》，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
为，进行整改。

该养鸡场土地性质为一
般耕地，未占用基本农田，已
督促该养鸡场依法依规办理
养殖备案手续。

无

薛店镇将加强对已征迁
村庄用地的日常监督，防止
反弹和类似情况发生。

新郑市已督促开发主体
依规加快补办后续手续。

一是责令荥阳市润泽水
洗有限公司立即停止违法行
为。

二是要求荥阳市润泽水
洗有限公司立即拆除与环评
不符的多余设备，在未办理
相关环保手续前禁止回复生
产。

问题 1处理及整改情况：
对 于 倾 倒 建 筑 垃 圾 问 题 ，
2018 年，中央第一环境保护
督察组“回头看”期间，惠济
区已组织人力物力对建筑垃
圾进行清理，已恢复土地耕
种功能。目前，已对交办问
题涉及地块进行平整，准备
耕种。对于雨水蒸发池问
题，已架设抽水泵，将蒸发池
内积水抽排至市政管网。同
时，惠济区住建局在蒸发池
旁新建一座泵站，将雨水收
集后提灌至新铺设的雨水管
网 内 ，新 铺 设 雨 水 管 网 约
3500米，正在施工，预计四月
底完工，投入使用后将彻底
解决雨水蒸发池问题。目
前，在日处理 4000吨污水处
理站的基础上，新设四台（共
2000吨）临时污水处理设备，
以备降雨期间完全满足污水
处理需求。

下一步，惠济区督促相
关部门加强雨水管网治理，
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工
作。

问题 2处理及整改情况：
无。

问题 1处理及整改情况：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惠
济分局将加大对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区的巡查力度，坚决
遏制和打击乱占永久基本农
田行为。

问题 2处理及整改情况：
惠济区城市管理局将加大非
法倾倒、偷倒建筑垃圾违法
行为排查整治力度，深入推
进环境污染防治工作。

问题 3处理及整改情况：
古荥镇人民政府将加大排查
辖区非法建设厂房、仓库违
法行为力度，深入推进环境
污染防治工作。

是否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