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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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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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郑州市郑东新区
如意西路与德润路交
叉口，地铁 6 号线、8
号线，小营站施工工
地，灯光太亮，影响居
民休息。

新密市桥沟村有
一家郑州君玉晟商贸
有限公司，生产期间粉
尘污染严重，拉货车辆
沿路抛洒物料，道路积
尘严重。

郑州市管城回族
区 1、郑路 175 号郑州
市教育局实验教学装
备管理中心，在院内最
西部平房上面，安装巨
型中央空调外机，噪音
扰民，多处平房为违规
建筑，投诉人要求将外
机、平房拆除，远离居
民区。2、新郑路 175
号 1 号楼楼顶有人在
此养殖鸽子，鸽子已被
拉走，但棚子还在，投
诉人要求将棚子拆除。

新密市超化镇境
内双洎河河道沿岸随
意倾倒生活垃圾和建
筑垃圾。

新密市苟堂镇张
寨村王寨沟组，有一条
小十字路，路口盖有一
个铁皮房，用于生产水
泥。该处土地系一名
社员的责任田，现租给
他人建厂。举报人称
责任田不允许建房盖
厂，且水泥厂污染环
境。

新密市西大街下
庄神村和煤矿院内有
一家沙石料场，露天堆
放煤矸石、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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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针对案件反映问题，郑东新区管委会组织工作人员当晚赶赴现场进行调查。
经查，冠景君悦湖居民小区东侧 260米为一个作业基坑，该作业基坑坑道长 200米、

宽25米、深30米。
该地铁项目为了保证晚上基坑基础施工，在南北朝向坑道地面两侧，每间隔 20米设

置 1台距地面 3米高的白炽灯，白炽灯每台功率 2千瓦，共设置了 10台，符合夜间施工照
明标准。但部分灯光光线散射到楼体，居民夜晚休息会受到影响，举报人所反映“灯光太
亮，影响居民休息”情况属实。

新密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交办相关问题逐一进行调查。
问题一：新密市桥沟村有一家郑州君玉晟商贸有限公司，生产期间粉尘污染严重。
现场调查时发现，该公司生产原料及生产设备已落实密闭措施，配套安装的脉冲袋

式除尘器、雾森系统等污染防治设施均能够正常运行。生产车间内有两台铲车正在进行
原料转运作业，转运作业过程中存在部分粉尘经车间窗户直接无组织排入环境现象。

该反映问题属实。
问题二：拉货车辆沿路抛洒物料，道路积尘严重。
经现场调查，由于部分货物运输车辆苫盖措施落实不到位，且道路清扫不及时，路面

存在积尘现象。
该反映问题属实。

2021年 4月 27日，管城回族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进行现场调查处理。
问题一：“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郑路 175号郑州市教育局实验教学装备管理中心，在院

内最西部平房上面，安装巨型中央空调外机，噪音扰民。”
经现场核查，该空调为夏季和冬季使用，当前尚未使用，并且在空调主机外围 3面有

降噪隔音板。
管城回族区城市管理局执法中队已于2021年 4月 27日联系第三方对空调开机后的

噪音进行再次检测；检测结果符合居民区噪音排放标准，噪音扰民问题不属实。
问题二：“多处平房为违规建筑，投诉人要求将外机、平房拆除，远离居民区。”
经现场核查，郑州市教育局实验教学装备管理中心后院东、西、北三侧有平房14间共

计400平方米，该建筑为1983年 5月建成，当时政策无需办理相关手续，相关资料因年代
久远现已无法查证，为教育局固定资产，非违规建筑。

违规建筑投诉不属实。
问题三：“新郑路 175号 1号楼楼顶有人在此养殖鸽子，鸽子已被拉走，但棚子还在，

投诉人要求将棚子拆除。”
经现场核查，鸽子棚仍然存在，情况属实。

2021年 4月 27日，新密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沿双洎河逐段进行了现场调查。经调
查：双洎河龙潭村南岸河堤发现倾倒废石渣子等杂物。

2021年 4月 27日，新密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对郑州禾之润农
业专业合作社进行了现场调查。

（一）该处土地系一名社员的责任田，现租给他人建厂。举报人称责任田不允许建房
盖厂问题

经查阅相关资料：郑州禾之润农业专业合作社占用张寨村王寨沟组土地约1.2亩，该
地块属于村集体所有（地类：设施农用地），不属于责任田；2003年，张寨村委将该地块地
上附着物和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本村王寨沟组村民王树乐，王树乐在旧址上改造建成一养
殖场。2018年，王树乐和本村其他村民共同注册成立了郑州禾之润农业专业合作社，将
养殖场改造成库房，用于育苗、育种、农机储存、农产品储存等。

该问题不属实。
（二）用于生产水泥，且水泥厂污染环境问题
经调查，2019年 12月，王树乐将建成的库房转租李金涛用于加工干混砂浆。安装有

2台混料机，厂房内堆放有水泥、石英砂及成品。该加工点生产工艺：水泥、石英砂—混合
搅拌—成品。检查时，该加工点处于停运状态，对厂房周边进行排查，未发现有环境污染
现象。

该问题部分属实。

2021年 4月 27日，新密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交办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
经调查：神和煤矿院内存放约有 15000吨煤矸石，其东南角堆存约有 2000吨沙子，

均已覆盖，但部分抑尘网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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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核实后，郑东新区管委会制定以下措施：
（一）立即要求施工单位在不影响施工

安全的前提下关闭照明灯；
（二）督促施工单位把全部照明灯移到

作业基坑内，减少灯光直射居民楼问题，目
前已全部移装到位；

（三）要求施工单位文明施工，积极与群
众沟通，取得群众理解。

（一）新密市已责令该公司加强管理，对
生产车间严格落实密闭措施，确保配套安装
的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各项污染物达标
排放；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已对该公
司生产时部分粉尘直接排入环境违法行为
依法立案调查。

（二）新密市已责令该公司加强运输车
辆管理，严格落实运输车辆苫盖措施，减少
物料抛洒；建立完善道路清扫洒水降尘管理
制度，维护周边居民良好生态生活环境。

（一）管城回族区城市管理局执法中队
协调郑州市教育局实验教学装备管理中心
将空调提前开启，并邀请第三方专业检测公
司对此处进行空调开机后的噪音检测。经
检测报告显示：该建筑物 6层 1号楼 1单元 2
楼东户噪声检测第一点位（开窗）检测数值
为 55dB（A），第一点位（关窗）检测数值为
45dB（A），第二点位 1单元 4楼西户（开窗）
检测数值为48dB（A），第二点位（关窗）检测
数值为44dB（A），第三点位 2单元 2楼走廊
（开窗）检测数值为 49dB（A），第三点位（关
窗）检测数值为 48dB（A），1 号楼 1 单元 2
楼东户噪声检测第一点位白天（开窗）检测
数值为 54dB（A），第一点位（关窗）检测数
值为 46dB（A），第二点位 1 单元 4 楼西户
（开窗）检测数值为 50dB（A），第二点位（关
窗）检测数值为 48dB（A），根据《社会生活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二类声环境功能区噪
音排放昼间（6：00~22：00）不超过 60dB，
夜间（22：00~6：00）不超过 50dB，检测结果
不超标。

为了进一步提高降噪效果，管城回族区
城市管理局执法中队、陇海马路街道办事处
要求郑州市教育局实验教学装备管理中心
对此处再设置一层隔音降噪设施，同时对空
调外机进行保养从而减少噪音。

（二）关于投诉中描述的“新郑路 175号
1号楼楼顶有人在此养殖鸽子，鸽子已被拉
走，但棚子还在，投诉人要求将棚子拆除”问
题，管城回族区城市管理局执法中队已对当
事人下达自行拆除通知书，要求其限期自行
拆除，现已拆除完毕。

1.超化镇政府已组织人员对龙潭村南岸
河堤倾倒废石渣子等杂物进行清理，截至
2021年 4月 28日，已清理整治到位。

2.新密市水利局将进一步加大双洎河管
护力度，严格落实《新密市河库巡护员管理
办法》《关于对河（库）巡护员进行绩效考核
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加强巡护队伍建设，履
行好河库管护职责，及时清理整治河库管理
范围内的垃圾、漂浮物、枯枝、动物尸体等污
染物，保持河道环境干净整洁。

1.责令当事人立即对库房内的 2台混沙
搅拌机设备和堆放的袋装水泥及袋装石英
砂进行清除；对库房存在的积尘进行清扫和
保洁。现已清除和保洁完毕。

2.相关部门加强监管，严防在该库房内
进行非农设施作业。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西大街办
事处要求下庄河村对存放的煤矸石和沙子
进行了加密覆盖，并加强日常监管，避免出
现扬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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