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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举报荥阳市贾峪镇周垌
村的郑州三联报废汽车回收
拆解有限公司，在报废车拆
解过程中不遵守危险废物相
关规定，严重违规操作：

1.处置现场混乱；
2.肆意操作拆解；
3.产生的危险废物登记

不实；
4.随意堆存危险废物；
5.随意出售废蓄电池，

废机油，废尾气净化剂，废制
冷剂等。

合作路鑫苑都市领地小
区 4 号楼南角篮球场，夜间
居民打篮球噪音扰民严重。

郑州市惠济区花园路口
与英才街交叉口正弘豫园 F
区项目工地（建设单位：湖南
正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近两年，英才街上疾驰而过
的重型车辆噪声和对面工地
违规施工的噪声吵得夜不能
寐，各个执法部门对此敷衍
了事。

荥阳贾峪镇与二七区马
寨镇接壤的公明路上，向西
进入贾峪镇管理的路面垃圾
遍地，长期无人打扫，夏天蚊
蝇乱飞；向西南方面进入环
城东路，垃圾随意倾倒在马
路上，多少天无人管，污水横
流、臭气熏天；碧桂园二期门
前道路长期无人打扫，大门
对面有一堆垃圾及土丘，尘
土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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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21年 4月 28日，荥阳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举报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
经现场调查，郑州三联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处于停产状态，经询问负责人得知，

自 4月 7日停产，按照《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 56条）要求进行升级改造，
完成后重新向河南省商务主管部门申请资质认定。经查看该企业“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
应用服务”的录入情况，能够将每一批次拆解车辆相关信息录入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网，
录入后打印《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该公司营业执照、河南省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资格
认 定 书（豫 车 回 企 证 书 第 0001 号）、再 生 资 源 回 收 经 营 者 备 案 登 记 证 明（编 号 ：
4101820219）均在正常使用期内。

（一）针对问题1和 2“处置现场混乱、肆意操作拆解”。
经现场核查，车间内存放有待拆解的大型、中型、小型报废车辆。拆解车间已经升级改

造完成，卫生整洁、物品摆放规范。拆解车间有荥阳市商务局、荥阳市交通运输局安装的实
时监控，对拆解流水作业进行全过程监督。公司负责人称，在前期升级改造期间，厂区现场
物品堆放有点混乱，现已按照升级改造要求整改到位。该两项问题部分属实。

（二）针对问题3和4“产生的危险废物登记不实、随意堆存危险废物”。
经现场核查，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所有拆解下来的危险废物暂存放于设置规范的危

废间。按照危废间建设的要求，设置有各项规章制度、标识标牌。每个危废间内设有危废
登记产废台账详细记录登记情况，经核查危废台账产生数量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数量一
致。该两项问题不属实。

（三）针对问题5“随意出售废蓄电池，废机油，废尾气净化剂，废制冷剂”。
1.废蓄电池：该企业于 2020年 11月 10日和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废铅蓄

电池定向处置协议》，协议期限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合同编号：YGGF-ZZYFZS-
2020-），于 2021年 4月 10日通过危险废物物联网转移 20吨，目前危废间暂存量为1.8吨，
与台账登记一致。

2.废机油：该企业于2020年 6月 22日与河南骏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危险废物（废
矿物油）委托收集合同书》，有效期至 2021年 6月 21日止（合同编号：202006137），于 2021
年 4月 10日通过危险废物物联网转移0.54吨、0.18吨，目前危废间暂存量为0吨，与台账登
记一致。

3.废尾气净化剂：该企业于 2020年 11月 4日和浙江金泰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报
废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处置协议》，有效期至2021年 12月 31日（协议编号：G-20201104-
3），于2020年 5月 27日通过危险废物物联网转移3.584吨，目前危废间暂存量2.45吨，与台
账登记一致。

4.废制冷剂：该企业废制冷剂产生量小，另外，制冷剂不属于危险废物，生产中产生的制
冷剂收集并存放于指定车间内。

综上所述，该举报部分属实。
其中：1.处置现场混乱属实；2.肆意操作拆解；3.产生的危险废物登记不实；4.随意堆

存危险废物；5.随意出售废蓄电池，废机油，废尾气净化剂，废制冷剂等问题不属实。

接到该举报问题后，二七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
经调查，为丰富小区生活，满足居民锻炼身体需要，小区物业公司于2005年在热力站房

前空地上建设了一个约300平方米的半幅篮球场。球场南侧为都市领地小区居民楼，距离球
场约5米；球场西侧墙外为鑫苑国际城市花园小区，距离球场约15米。物业公司在篮球场张
贴有开放时间的温馨提示“夏季：早 9：00~12：00，晚 3：00~8：30；冬季：早 9：00~12：00，晚
2：00~8：30”。4月 27日 20时 30分至 22时 30分，五里堡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到篮球场进
行盯守，未见到在此时间段有到球场打篮球的情况。经向小区物业了解，平时确实有居民
在球场打球锻炼身体，20时 30分之后偶尔有打篮球的现象，以节假日居多。夜间打篮球产
生的噪音影响到了附近居民的正常休息。

问题1：英才街上疾驰而过的重型车辆噪声问题
4月 28日晚，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第五大队夜巡中队工作人员在花园路与英才街交

叉口和项目施工附近路段进行现场巡查。英才街设有机动车道，没有相关限行限高规定。
经查，4月 28日晚，正弘豫园（F区）项目工地未进行施工作业。该路段有少量大型货车

在此通行。4月 29日凌晨，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第五大队在花园路与英才街交叉口共处
罚重型货车13辆，劝导重型货车26辆。

经核查，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第五大队宣教部门前期已对英才街沿线工业企业和工
地运输车辆进行过宣传教育培训工作。

该交办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2：工地违规施工的噪声吵得夜不能寐问题
2021年 4月 27日，惠济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情况如下：
4月 27日 14时 30分左右，惠济区城管局迎宾路执法中队对正弘豫园（F区）项目进行

了现场检查，检查时该项目正常施工。4月 27日夜间，惠济区城管局执法人员再次对该项
目进行了现场检查，该项目未施工，无法进行噪声检测，现场未发现违反扬尘管控规定违规
施工现象。

经核实，正弘豫园（F区）项目在今年三月中旬至四月中下旬进行了 6次夜间混凝土浇
筑施工。因混凝土方量较大需要连续浇筑，该项目相继提供了 3月 15日 22：00~3月 18日
6：00、3月 21日 22：00~3月 24日 6：00、3月 28日 22：00~4月 1日 6：00、4月 7日 22：00~4
月 10日 6：00、4月 15日 22：00~4月 18日 6：00、4月 22日 22：00~4月 25日 6：00的夜间施
工证明。

该交办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3：各个执法部门对此敷衍了事
针对施工方夜间噪音扰民的问题，惠济区城管局多次进行了查处，并依法进行处理。
1.2020年 3月 17日对当时该项目的施工方——郑州鼎豪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送达

了处以罚款壹仟元的当场处罚决定书，文书号为：（惠城管）当罚字〔2020〕1508号，该公司
于2020年 3月 25日将罚款缴纳到位。

2.2020年 7月 16日对当时该项目的施工方——湖南正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送达了行
政处罚决定书，文书号为：（惠城管）罚决字〔2020〕第 06-0088号，对该公司作出了处以罚
款壹仟伍佰元的行政处罚，该公司于2020年 7月 21日将罚款缴纳到位。

3.2021年 4月 9日对当时该项目的施工方——湖南正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送达了行政
处罚决定书，文书号：（惠济城综）罚决字〔2021〕第 2136020号，对该公司作出了处以罚款壹
仟伍佰元的行政处罚，该公司于4月 16日将罚款缴纳到位。

本路段为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第五大队管辖，该大队昼夜多次在此执法，维护交通
秩序，同时，宣教部门前期已对英才街沿线工业企业和工地运输车辆进行过宣传教育培训
工作。对该路段违法违规的重型车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查处。

综上所述，各个执法部门对此敷衍了事情况不属实。

4月 27日，荥阳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举报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
经调查，荥阳市贾峪镇与二七区马寨镇接壤的公明路，位于贾峪村周垌村，由于过境货

车较多，车辆行驶过程有抛洒现象，会造成清扫不及时等情况，但没有发现有蚊蝇乱飞现
象。

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荥阳市贾峪镇环城路连接有贾峪村洞林寺村、鹿村、周垌村、郭岗村、北沟村等村道，调

查发现，周边有个别居民把装修垃圾、破旧家具丢弃在环城路人行道，此外，由于环城路车
流量大，存在车辆抛洒现象。同时，由于重型货车较多，造成窨井处管道被压坏，导致窨井
污水外翻形成道路积水。

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荥阳市贾峪镇碧桂园二期位于贾峪村洞林寺村，门前道路属于郑州碧桂园公司商业开

发配套道路，碧桂园对配套道路保洁清扫不够及时，会有零星垃圾存在，道路附近存在一小
堆土，大风天气容易起尘。

举报问题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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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要求郑州三联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
公司在未通过验收，取得新的《河南省报废
汽车回收拆解企业资格认定书》前，不得从
事报废汽车拆解相关工作。

二七区采取以下整改措施：
一是督促物业公司加强管理，引导居

民在球场开放规定的时间段到球场打球锻
炼；

二是加强日夜间巡查，发现不文明行
为，及时劝阻，确保噪音扰民问题不再发
生。

问题1处理和整改情况：
下一步，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第五

大队将持续安排夜间警力在花园路与英才
街周边巡逻，对该路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对违法违规的重型车辆进行处理；加强对
英才街沿线工业企业和工地运输车辆排
查，提升对行驶在该路段运输车辆的道路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质量。

问题2处理和整改情况：
惠济区城管局和惠济区迎宾路街道办

事处已要求该项目施工单位如有夜间施工
需求必须提前办理夜间施工证。2020年至
今，惠济区城管局迎宾路执法中队已对该
项目夜间施工噪音扰民进行3次处罚，且已
针对该项目建立日常巡查机制。

目前，惠济区城管局已联系具有检测
资质且在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备案的第三方
检测公司进行噪音检测，如检测发现该项
目施工噪音超标，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
其进行处理。

问题3处理和整改情况：
下一步，惠济区城管局、惠济区住建局

和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第五大队等执法
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对该项目和项目所在路
段的管理，加大执法巡查频次，发现噪声污
染的违法行为，严肃处理，确保周围群众有
一个美好舒适的生活环境。

1.加强对交界处道路巡查，加大道路清
扫力度，保持交界处道路清洁。

2.对道路积水进行清理，窨井处管道已
经修复完成；对周边加强巡查，严厉查处随
意倾倒垃圾行为。

3.要求郑州碧桂园公司加强对商业住
宅小区门前道路管理，加大门口道路清扫
保洁力度，对门前土堆及时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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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第二十批群众举报件边督边改情况

（上接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