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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郑州市惠济区新城
办事处常庄村，24号晚上
发现大量渣土车（建筑垃
圾、生活垃圾）倾倒本村。
（据说是村领导组织的倾
倒，有监控可以调查）。

登封市嵩基集团及
其实际控制人屈松基的
多项环保问题。

1.嵩基集团将登封
市徐庄乡郑庄村环保没
有达标的老水泥厂（登封
市第二水泥厂）改名为登
封市嵩基新材料公司，违
法建设安装大型石子生
产线（内部称为二线），在
不允许开采的矿山上以
复耕造林的名义大肆盗
取山石，破坏林地。

2.屈松基将登封市
徐庄乡郑庄村集体企业
石子厂强行划给堂弟屈
建杰进行违法经营，利用
关系违法扩大开采面积，
违法占地，无任何手续，
污水直接排入开采坑，渗
入地下或者流入下游，污
染登封市饮用水源地白
沙水库。

3.登封市嵩基水泥
有限公司虽然有合格手
续，但是厂院内有私建的
大型石子生产线及配套
存料库（内部称三线），此
生产线无手续，披着生产
水泥的外衣实际生产石
子，多次违反重污染天气
管控。

4.登封市嵩基建材
有限公司位于徐庄镇普
堂村，验收合格后在厂院
内私自建设大型石子混
合砂生产线（内部称五
线），超标准开采徐庄乡
人字里沟村的矿山，村民
房屋和耕地被严重破坏。

郑州市登封市大冶
镇新兴沟村 11 组，养猪
场，无手续，粪便直排，
22 号曾举报，畜牧局检
查时只让在上面加了层
土，应付检查。村长让老
板把这些粪便抽到煤窑
里面的坑里，直接向村民
说应付了事。气味比以
前还大。

郑州市荥阳市广武
镇小李庄村，（泗河）美术
学校，占用村民集体土
地，无任何手续，污水从
污水管道直接流入村庄，
气味难闻。

郑州市金水区兴达
路办事处黄岗庙村，每天
都有大量建筑垃圾、生活
垃圾堆放在鱼塘、村里，
脏乱差，村民无法生活。

郑州市中原区陇海
路与西四环汇泉西悦城，
业主对网上公示不满意，
需要加隔音板；环评早期
做的，希望现在从新做环
评。同样的问题东区恒
大悦龙花园在网上公示
就加了隔音板，业主觉得
一样的问题不一样的处
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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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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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查，涉及位置为常庄村征迁地块，原址遗留建筑垃圾已覆盖，对该村周边进行巡查，未发

现渣土车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现象，经询问，该村村民24日当晚未见大量渣土车，该村领导
当晚未组织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该村周边监控因征迁已停用。

2021年 4月 27日，登封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举报问题进行现场调查。
（一）关于反映“嵩基集团将登封市徐庄乡郑庄村环保没有达标的老水泥厂（登封市第二水

泥厂）改名为登封市嵩基新材料公司，违法建设安装大型石子生产线（内部称为二线），在不允
许开采的矿山上以复耕造林的名义大肆盗取山石，破坏林地”的情况

登封市嵩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嵩基集团在原登封市第二水泥厂关停后利用废弃厂
房，于 2018年 10月通过登封市发改委立项，2019年 6月登封市环保局现场评估后建设的。该
项目于2019年 8月竣工经专家现场验收，网上公示环境保护措施合格。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未发现厂区内有大型石子生产线。该企业生产原料为
外购，企业无矿山，也不涉及矿山开采业务。因此，不存在以复耕造林名义大肆盗取山石、破坏
林地行为。该举报中以登封市第二水泥厂改建属实，其他举报不属实。

（二）关于反映“屈松基将登封市徐庄乡郑庄村集体企业石子厂强行划给堂弟屈建杰进行
违法经营，利用关系违法扩大开采面积，违法占地，无任何手续，污水直接排入开采坑，渗入地
下或者流入下游，污染登封市饮用水源地白沙水库”的情况

登封市徐庄乡郑庄村石料总厂，原属于郑庄村集体企业，于 2006年 6月注册成立投入运
行，正常生产期间在其原采矿证范围内进行开采，截至2017年 8月最终形成一采坑。2019年 8
月经屈建杰与登封市徐庄镇郑庄村村委协议收购，办理有临时用地手续，全程屈松基未参与此
事。企业现处停产整改状态。此范围原属登封市嵩基集团的矿山开采范围，登封市嵩基建材
有限公司根据上级要求，依据登封市嵩基建材有限公司编制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土地复
垦与地质环境保护治理方案》，进行矿山综合治理提标。按照“宜林则林、宜水则水”的原则，利
用原采矿坑建造人工湖。该老采坑距离白沙湖水源地约 5公里，人工湖内水源以雨水为主，未
发现有流入下游的情况。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登封分局委托河南宏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采坑
内水质进行了抽样检测，结果显示能够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三类标准。

该企业正常生产期间不产生生产废水，未发现有污水外排情况。
（三）关于反映“登封市嵩基水泥有限公司虽然有合格手续，但是厂院内有私建的大型石子

生产线及配套存料库（内部称三线），此生产线无手续，披着生产水泥的外衣实际生产石子，多
次违反重污染天气管控”的情况

经查，登封市嵩基水泥有限公司从事水泥生产和销售业务。交办件中所述“三线”全称为
登封市嵩基建材第三石料厂，主要产品为石子。该厂于 2016年 9月编制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
告并进行环保设施升级改造后，由登封市环境保护局关于登封市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
整改环保备案第三批公示，文号为登环字〔2016〕67号。

2017年 8月至今，该厂处于长期停产状态。无违反重污染天气管控现象。
（四）关于反映“登封市嵩基建材有限公司位于徐庄镇普堂村，验收合格后在厂院内私自建

设大型石子混合砂生产线（内部称五线），超标准开采徐庄乡人字里沟村的矿山，村民房屋和耕
地被严重破坏”的情况

登封市嵩基建材有限公司位于徐庄镇郑庄村，该企业内部有 3条生产线，主要从事建筑石
料加工销售。经现场核查，企业不存在混合砂生产线（即所谓的内部称五线）。2015年天瑞新
登郑州水泥有限公司取得了人字沟矿山的开采权，进行矿山开采。采矿期2015年 11月 2日—
2038年 7月 2日。该矿山于2019年至今处于停工状态。

天瑞新登郑州水泥有限公司开采出的石料主要提供登封市嵩基水泥有限公司作为原料使
用。登封市嵩基水泥有限公司为了企业的发展需要，矿山开采前期，登封市嵩基水泥有限公司
已与周边可能造成影响的居民签订搬迁补偿协议。协议签订后当地群众全部搬迁至安置小区
居住，矿山正常开采期间严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进行施工作业，不存在超标准开采情况，开采
区不涉及耕地，矿山距离最近居民在1公里以上。

经走访群众，人字沟正常生产期间未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不存在超标准开采和
破坏村民房屋和耕地情况。该问题不属实。

2021年 4月 27日，登封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进行现场调查。
（一）关于反映“郑州市登封市大冶镇新兴沟村11组，养猪场，无手续，粪便直排，22号曾举

报”的情况
该养猪场办理有营业执照，属于非规模散养户。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

录》，属于环评豁免类。无手续问题不属实。22日举报后，经调查，粪便直排问题确实存在，当
时已要求该经营人进行了整改。目前已整改。

（二）关于反映“畜牧局检查时只让在上面加了层土，应付检查”的情况
针对粪便清理与整改情况：4月 23日，登封市大冶镇政府和新兴沟村委已及时组织钩机 1

台、运输车 3台，对该养殖场现存的粪污进行清理，清理面积 500平方米。同时，该养殖场与登
封市隆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消纳协议，并将清理出的粪污无偿提供给该公司果园作为农
家肥使用。登封市隆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支付了机械清理、运输费用。粪污清理完毕后，用黄
土覆盖。最后登封市大冶镇政府组织大冶镇畜牧服务站 2名专业防疫员对现场和养殖场区进
行全面消杀。因此举报的“畜牧局检查时只让在上面加了层土，应付检查”的情况不属实。

（三）关于反映“村长让老板把这些粪便抽到煤窑里面的坑里，直接向村民说应付了事”问题
2021年 4月 23日，登封市隆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按照签订的合同将蓄粪池中的粪污浇灌

在果园内当作肥料使用。
经询问该村支部书记、村委主任董志超得知，没有出现村长让老板把粪污抽到煤矿坑里，

也没有向村民说“应付了事”的事情。该举报不属实。
（三）关于反映“气味比以前还大”问题
前期举报后，已彻底将粪便进行了清理，并消毒，且用黄土进行了覆盖，现场未闻到异常的

气味。经现场走访该养殖场附近有人居住的农户（董文宣、吴丰祥、董冠军、董子力、董玉辉、董
国锡），均对整改落实情况表示满意，未出现气味比整改前还大的情况。该举报不属实。

（一）针对“郑州市荥阳市广武镇小李庄村，（泗河）美术学校，占用村民集体土地，无任何手
续”问题。

经调查，（泗河）美术学校实为郑州四禾美术学校，取得有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教民
141010030000500号），地址：郑州市惠济区江山路与黄河大堤交叉口向东 2000米路北，与现
在办校地址不符。2014年 1月，郑州大众汽车中等专业学校通过划拨形式获得位于广武镇冯
庄村的教育用地 93062.87 平方米，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荥国用〔2014〕第
0018号）。2019年 8月郑州四禾美术学校与郑州大众汽车中等专业学校联合办学，现有教职
工和学生 1800人，校舍和土地产权归郑州大众汽车中等专业学校，学校用地手续合法。举报
反映该问题部分属实。

（二）针对“污水从污水管道直接流入村庄，气味难闻”问题。
经调查，该校所产生污水主要为生活污水，2019年 6月，该校铺设污水管网 160米连接至

广古路上的广武镇区污水管网，生活污水进入广武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放，不存在污水从污
水管网直接流入村庄现象。举报反映该问题不属实。

综上所述，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占用村民集体土地，污水从污水管道直接流入村庄，气
味难闻”不属实。郑州大众汽车中等专业学校取得有国有土地使用证，也有办学许可证，郑州
四禾美术学校与郑州大众汽车中等专业学校属联合办学。但郑州四禾美术学校实际办学地址
与办学许可证中办学地址不符，此部分属实。

2021年 4月 27日，金水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
“每天都有大量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堆放在鱼塘、村里，脏乱差，村民无法生活”问题核查情

况：
对黄岗庙村庄内部及周边300米范围内进行了巡查，黄岗庙村自启动郑州市美丽乡村精品

村建设以来，村内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每日清除，未发现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堆放现象。仅在
黄岗庙与中牟交界处荒地内发现一处垃圾点位，约 80平方米。走访周边群众了解为不法人员
夜间偷倒装修垃圾。

2021年 4月 9日，收到第二批编号D2HA202104080048问题后，中原区政府组织工作人
员到现场进行核查。经查，汇泉西悦城项目南侧与郑西高铁的最近距离约为110米，该段高铁
两侧无隔音装置，列车通过时存在噪音。4月 11日，中原区政府函请市铁路局制定相关降噪措
施，解决高铁噪音扰民问题。4月 13日，市铁路局复函说明该铁路专线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按照
环评及批复要求落实，铁路规划、建设、验收手续完备，运营依法合规。中原区对该区域绿化进
行整体提升，美化小区周边环境，增加高铁与小区之间的绿植密度，降低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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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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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惠济区城管局、惠济区新城街道办事处将加大
巡查力度，持续关注，如发现渣土倾倒现象将及时
处理，发现裸露地块及时覆盖。

下一步，登封市相关职能部门将联合各乡（镇）
办加大对登封市企业的监管和巡查力度，发现违法
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从严从重处理。

登封市将加强对登封市所有畜禽养殖场（户）
的监管，开展畜禽污染问题排查整治工作，督促养
殖场（户）履行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对养殖场（户）开
展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指导和服务，切实搞好养殖
场（户）场区内外环境卫生，对养殖活动中存在的污
染问题立行立改，推动登封市养殖业高质量绿色发
展。

无

金水区采取以下整改措施：
1.连夜对该处建筑装修垃圾进行清理。
2.对清理过后的空地播撒草籽，进行绿化。
3.强化夜间排查力度，严格规范村干部值班制

度，发现违法行为报警处置，立行立改。
4.紧密结合城乡结合部综合改造，以美丽乡村

建设为契机，加强对黄岗庙村内外全方位排查，加
大整治力度及频次，安排人员值班，防止偷倒垃圾，
做好美丽乡村品质提升。

4月 26日上午，中原区相关负责人员专程赴市
铁路局进行对接，协调降噪措施事宜，目前正在等
待市铁路局答复，中原区将持续积极加强沟通。4
月 21日至 24日，柳湖街道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
汇泉西悦城 5号院、6号院房屋内和 7号院 1栋西
侧，共选取 6个点位进行噪声检测，检测报告显示
符 合 标 准（根 据《声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GB3096-
2008》，该小区执行声环境功能区 4b类，环境噪声
限值：昼间70、夜间60），后续将对其他噪声敏感点
持续进行检测。4月 26日，柳湖街道召集业主代
表、社区人员、物业人员、项目建设方召开群众恳谈
会，组建由街道、社区、业主、物业及项目方共同参
与的工作专班，及时征求汇总群众意见，建立日通
报机制，向居民反馈工作进展情况，促进问题妥善
解决。4月 27、28、29日，工作专班连续组织部分
业主代表实地查看其他高铁附近区域降噪措施情
况，进一步商讨征求降噪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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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上接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