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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1. 新 密 市 米 村
镇 拐 峪 村 ，大 隗 镇
垃 圾 处 理 厂 随 意 填
埋 化 学 工 业 固 废 垃
圾 在 馒 头 嘴 山 谷
里 ，对 之 前 的 编 号
X2HA20210417005
7 处理结果不认可。
在米村镇朱家庵村建
的郑州柏林碳素厂，
属于严重污染企业，
焚烧废旧轮胎。3.新
密市下庄河红绿灯向
西 50米路北，下庄河
河道上游严重污染，
河水发绿发臭。4.米
村镇朱家庵村杨树洼
1 组 2 组 3 组与郑少
高速沿线没有安装隔
音措施，噪音扰民。
5.米村镇贾寨，朱家
庵村，拐峪村基本农
田 被 乡 镇 府 非 法 流
转，进行非粮化非农
化，基本农田荒漠化
严重。6.环保局渎职
不作为，对群众的举
报视而不见，希望查
处环境污染事件。

1.郑州市新密市
生活垃圾处理厂位于
来集镇马沟村，建成
以来大多没有覆盖，
尘土飞扬、夏天臭气
熏天，周围居民夏天
不敢开窗户，群众十
分气愤。

2.郑州市新密市
新华路办事处战鼓山
修复项目，渣土车运
输尘土飞扬，没有降
尘设施，黄土也不覆
盖。

黑恶势力“郑州
人文物业公司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在服务
的小区内违法搭建露
天垃圾场，且多次违
法纵火焚烧垃圾，严
重 破 坏 人 类 自 然 环
境；郑州市管城回族
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物业科副科长吴慕华
等人欺上瞒下，虚报
事实；和辖区人民警
察，故意纵容纵火，做
黑恶物业“保护伞”、
涉嫌严重玩忽职守、
渎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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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问题一：关于群众反映“新密市米村镇拐峪村，大隗镇垃圾处理厂随意填埋化学工业固废垃圾
在馒头嘴山谷里，对之前的编号X2HA202104170057处理结果不认可”问题

经联合调查组现场调查，2021年 1月 13日，为妥善处置解决群众信访投诉，由米村镇政府牵
头，组织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执法人员、米村镇拐峪村民代表、信访投诉人等，由郑州市生态
环境局委托河南省诚建检验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场对填埋物取样检测。

2021年 1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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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判断该掩埋废弃物为废塑料杂物垃圾。

2021年 3月 15日，由郑州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固化大队牵头，组织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
局、米村镇政府、信访投诉人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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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再
次现场取样检测，检测结果显示不属于危险废物。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二：关于群众反映“在米村镇朱家庵村建的郑州柏林碳素厂，属于严重污染企业，焚烧废旧

轮胎”的问题
经现场调查，该公司已于2019年 2月份停产至今，厂区内生产设备现处于闲置状态，现场未见

有废旧轮胎等生产原料，未发现存在生产迹象。
经调查，该反映问题不属实。
问题三：反映“新密市下庄河红绿灯向西50米路北，下庄河河道上游严重污染，河水发绿发臭”

的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河段河道积水为新密市牛店镇张湾社区污水处理站点处理后废水及积存雨

水。牛店镇张湾社区污水处理站点主要承担该社区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工作，依据新密市城市管理
局提供的检测数据表明，该站点出水水质达到国家规定排放标准。经初步分析，造成此河段水质异
味的原因是河道内长期未清淤，水流不畅，长期积存所致。

经调查，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四：关于群众反映“米村镇朱家庵村杨树洼 1组 2组 3组与郑少高速沿线没有安装隔音措

施，噪音扰民”的问题
经现场调查，郑少高速朱家庵段南侧高速沿线已设置隔音墙约300米，现场存在交通噪音。
经调查，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五：关于群众反映“米村镇贾寨，朱家庵村，拐峪村基本农田被乡镇府非法流转，进行非粮

化非农化，基本农田荒漠化严重”的问题
1.关于米村镇贾寨村土地流转情况。经调查，2018年 4月 28日，米村镇人民政府与贾寨村村民

委员会签订租地协议，米村镇人民政府占用该村8、9、10、14组土地45.5亩，用于道路两侧绿化；
2019年 5月 9日，米村镇人民政府与贾寨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租地协议，占用该村耕地66.59亩，

用于道路两侧绿化美化；
2019年 6月 2日，米村镇人民政府与贾寨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租地协议，占用该村 8、9、10、14、

15、16村民组耕地252.74亩、林地34.71亩、荒地36.12亩，用于道路两侧绿化美化。
以上3宗共计租地435.66亩，均用于米村镇区域道路两侧绿化美化，米村镇人民政府按照协议

约定向贾寨村村民委员会支付租金、耕作费、赔青款。
2020年 6月 15日，贾寨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占地块农户签订租地协议，村委会按照协议约定向

农户支付租金、耕作费，租地协议中未约定租地期限、用途。现场调查时，被占用土地主要用于种植
马鞭草、百日草、鼠尾草、硫化菊等。

2.关于米村镇朱家庵村土地流转情况。经调查，2018年 10月 14日—16日，米村镇朱家庵村通
过“四议两公开”程序，确定将本村土地流转给郑州金纳置业有限公司，用于金纳云水谣项目建设；

2018年 10月 17日，朱家庵村与郑州金纳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土地承包与流转合同》，双方约定
将朱家庵村第2、3、4、5、6、7、8村民组范围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及流转给郑州金纳置业有限公
司，承包、流转的土地包括可耕地、荒地、荒山和荒沟、林业、水面等，从事符合国家规定的生产经营
活动，合同约定不得擅自改变承包、流转土地用途，不得使其荒芜。

截至目前，郑州金纳置业有限公司实际流转了朱家庵村 5、7、8村民组的耕地共计 783.53亩。
流转土地农户在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复印件上书写“同意委托村委会流转土地”字样，签字按指
印，并在《朱家庵村农户流转土地情况表》上签字按指印，同意土地流转及流转的面积。

现场调查时，郑州金纳置业有限公司流转的土地中，一部分仍保持流转前原状，多为种植核桃、
桐树、杨树及其他杂果；一部分种植油菜、小麦、蔬菜；一部分为荒地。

3.关于米村镇拐峪村土地流转情况。经调查，2018年 10月 15日，米村镇拐峪村村民委员会召
开会议，按照“四议两公开”程序启动土地流转；

2018年 10月 17日，米村镇拐峪村村民委员会与郑州金纳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土地承包与流转
合同，双方约定将米村镇拐峪村第 1、2、3、4、5、6村民组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及流转给郑州金纳置
业有限公司，从事符合国家规定的生产经营活动，合同约定不得擅自改变承包、流转土地用途，不得
使其荒芜。郑州金纳置业有限公司实际流转拐峪村共计1105.09亩，流转土地农户在其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书复印件上书写“同意委托村委会流转土地”字样，签字按指印，并在《拐峪村农户流转土地
情况表》上签字按指印，同意土地流转及流转的面积。

现场调查时，郑州金纳置业有限公司流转的土地一部分仍保持流转前的原状，多为种植核桃、
桐树；一部分种植油葵、油菜、小麦、绿化树苗；一部分为荒地。

经调查，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六：反映“环保局渎职不作为，对群众的举报视而不见，希望查处环境污染事件”的问题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 2020年 11月 15日至 12月中旬期间多次接到该问题同类举报。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自2020年 11月 17日起，先后对米村镇拐峪村1组组长、米村镇拐峪村
主管环保工作副支书、米村镇朱家庵村支部书记、朱家庵村主任依法进行了调查询问。

2021年 1月 13日，为妥善处置解群众信访投诉，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执法人员、米村镇
政府工作人员、米村镇拐峪村民代表、信访投诉人等现场监督，由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委托河南省诚
建检验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场对填埋物取样检测。

2021年 3月 15日，郑州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固化大队、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米村镇政
府、信访投诉人等现场监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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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取样检
测。

关于举报“郑州柏林碳素厂污染”问题，经郑州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执法人员通过现场检查、查
阅用电记录、走访周边群众等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开展调查，并及时报送调查情况。

经调查，该反映问题不属实。

问题1：2021年 4月 28日，新密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调查。
经调查，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自建成投入运营以来，严格依照国家行业标准，对进场的

生活垃圾按照推平、压实、消毒除臭、黄土覆盖、防尘网覆盖的顺序依次实行分单元分区作业；对已
经不再进行填埋作业的区域实行膜覆盖，确保生活垃圾的无害化、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在扬尘污
染防治方面，每天对场区和作业区进行洒水降尘，防止扬尘产生。

异味产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生活垃圾大部分属于湿垃圾，具有易发酵的特点，因此
在收集、转运的过程中，会产生异味；二是生活垃圾进场倾倒后，无害化处理前，需要对垃圾进行摊
铺、推平、压实作业，垃圾自身腐烂变质的气味会自然释放；三是目前生活垃圾堆体已高出地面，按
照无害化处理标准进行作业，有少许异味的扩散，但没有达到臭气熏天的程度。

经调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2：2021年 4月 28日，新密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调查。
现场检查时，该项目存在部分黄土裸露，未发现土方运输。经调查，该项目在运土过程中存在

个别车辆密闭不严、抛洒现象。目前项目主要工作为植树绿化，对场内生态环境进行修复。项目现
场配备有 3台雾炮装置和 2台洒水车保障施工全过程湿法作业，并安排 2名专职人员定时洒水降
尘，保持道路干净整洁。

经调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一、“黑恶势力‘郑州人文物业公司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在服务的小区内违法搭建露天垃
圾场，且多次违法纵火焚烧垃圾，严重破坏人类自然环境”。

管城回族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投诉内容进行现场调查。经核查，该处小区车棚旁有一临时
彩板钢架结构围墙，内有未分类垃圾堆积，该处垃圾多为枯树枝及各类废旧家具，但未发现现场及
附近地面植被及围栏有垃圾焚烧遗留下的任何痕迹。该堆放点所处北侧围墙外侧为陇海铁路线，
因铁道两侧树木林立，为防止树木枝杈侵入铁路线内造成安全隐患，小区物业会定期组织人员对铁
路沿线树木进行修剪，修剪下树枝就近集中沿围墙堆放，但因小区物业清运不及时，致使该处成为
露天垃圾堆放处。

“在服务的小区内违法搭建露天垃圾场”该举报问题属实，“且多次违法纵火焚烧垃圾，严重破
坏人类自然环境”该举报问题不属实。综上所述，部分属实。

问题二、“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物业科副科长吴慕华等人欺上瞒下，虚报事实；
和辖区人民警察，故意纵容纵火，做黑恶物业‘保护伞’、涉嫌严重玩忽职守、渎职等”。

经调查，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物业科副科长吴慕华无违法、违纪，该举报问题
不属实。

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和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纪委对负责锦艺新时代小区的社区民警魏天
长、物业公司负责人代春风、业主代表尹省建和赵建军分别进行询问。经调查，社区民警魏天长没
有充当“保护伞”、不涉嫌玩忽职守、渎职的情况，郑州人文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不存在焚烧垃圾
和涉黑涉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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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问题 1 处理和整改情况：2021 年 4 月 11
日，新密市米村镇政府按照处置技术规范对填
埋的主要废塑料杂物垃圾转运至新密市城市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对剩余的杂物垃圾启动
清理工作，清理后落实覆土绿化、栽植树木措
施；针对该区域填埋垃圾的行为人，新密市成立
了由新密市生态环境部门、新密市公安部门组
成的联合调查组，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理。

问题 2处理和整改情况：调查组要求生态
环境部门和辖区人民政府加强巡查监管，依法
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问题 3处理和整改情况：新密市政府已要
求水务部门会同属地乡镇将此河段清淤任务纳
入河道整治计划。

问题 4处理和整改情况：由于该路段由郑
州路桥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独立运营管理，
新密市无管理权限。为此，新密市交运部门已
将有关情况上报郑州市交运部门，由其协调郑
州路桥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现场调查后按照
有关规定审定。

问题5处理和整改情况：
1.关于米村镇贾寨村处理情况。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有关规定，米村
镇政府与米村镇贾寨村签订的租地协议与农村
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定义不符，不属于农村承包
地经营权流转管理范畴，由米村镇政府与贾寨
村委会协商，依照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农业时节
开展农作物种植。

2.关于米村镇朱家庵村与拐峪村处理情
况。米村镇朱家庵村、米村镇拐峪村的土地流
转事项，其程序基本符合国家有关土地流转的
政策法规精神，但存在有关材料（文书）不规范、
不齐全现象，流转的土地存在非粮化、暂时闲置
现象。已要求土地流转双方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规定，完善相关文书资料，及时上报土地流转情
况，并按照国家、省、郑州市有关防止耕地“非粮
化”相关工作要求，督促郑州金纳置业有限公司
制定农业生产经营计划，按照农业时节开展农
作物种植，确保土地合理利用，坚决防止土地浪
费。

问题 6处理和整改情况：已要求郑州市生
态环境局新密分局依据有关环保法律法规，继
续做好群众反映问题后续处置工作；进一步加
大现场环境监察力度，消除环境污染隐患；进一
步加强环保法律法规宣传，营造浓厚环境保护
氛围。

问题 1处理和调查情况：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场已符合封场条件，目前正在进行封场前
的各项准备工作，预计在 2021 年 12月底完成
封场工作。新密市城市管理局要求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场严格按照作业规范，精心作业，最大
限度缩短垃圾摊铺、推平、压实、黄土覆盖的作
业时间，减少异味的产生。同时，加强场区卫生
管理和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增加洒水、生物消
杀、除臭工作频次，确保进场道路无积尘，最大
程度减少异味扩散。

问题 2处理和调查情况：新密市城市管理
局、住建局、新华路办事处要求施工方立即对场
内裸露的黄土进行覆盖，同时，做好施工期湿法
作业及洒水降尘工作，减少扬尘污染。

下一步，新密市城市管理局、新华路办事处
将做好项目监管工作，严格落实各项扬尘治理
措施，消除环境隐患，切实维护周边居民群众的
良好生活环境。

管城回族区已对露天垃圾场内垃圾进行清
理，并对围栏进行拆除，已于 2021年 4月 28日
23时垃圾场围栏拆除完毕并对露天垃圾场清理
完毕。管城回族区已通知物业公司在此停放一
辆垃圾清运车，用于垃圾存放日产日消。

是否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第二十一批群众举报件边督边改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