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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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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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1.新郑福华钢铁
有限公司；位于新郑
市新村镇开元路；

2.郑州永通特钢
有限公司，位于巩义
市西村镇堤东村；

这两家企业在无
法在全国排污许可证
信息公开平台上查到
排污许可证信息，无
法查看相关的超低排
放信息。

郑州市金水区博
颂路与索凌路东50米
庙李综合市场，没有
市场部门备案，无手
续，非法经营。市场
占 用 绿 地 ，属 于 违
建。市场无证经营，
无食品许可，垃圾乱
倒乱堆。经常敲锣打
鼓，干扰居民生活。

郑州市金水区北
三环信息路东侧有个
工地，还未开工建设，
里 面 有 驾 校 和 汽 修
厂，生活污水横流，垃
圾多。

107 国道新郑跨
渠 桥 东 南 150 米 地
方，有一臭水坑，气味
难闻，与南水北调大
渠相通，多次反映没
人管。

1、郑州市金水区
北三环40号院内部有
建筑垃圾大量堆积，
之前清理过，但是不
彻底。

2、郑州市金水区
北三环40号商都网大
楼北面装有近百台大
型空调，24小时运转，
噪音超标扰民，希望
整改。

举报管城区十八
里河镇刘东村，河南
绿达建材有限责任公
司，噪声大，特别是车
辆噪声，废水废渣随
意排放，粉尘大。

中铁建工集团郑
州 南 站 混 凝 土 拌 合
站，该站属于外包，外
包人勾结环保人员及
政府官员，有检查就
不干，没检查就干；废
水、废渣随意排放，不
符合国家标准；粉尘
大，严重超标；门口常
年积水；噪声大，特别
是车辆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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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信息公开平台（http://permit.mee.gov.cn/）查询到：河南福华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许可证编号91410184715649815B001P，生产经营场所地址为新郑市
新村镇开元路，2017年 10月 26日，首次申领排污许可证；2020年，排污许可证延续，有效
期至 2025年 10月 25日。排污许可证副本中载明了有组织排放，承诺更加严格排放浓度
限值相关信息。该企业于2017年 8月 28日在新郑市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变更企业
名称，原“新郑福华钢铁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河南福华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经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巩义分局调查，郑州永通特钢有限公司在全国排污许可证信息
公 开 平 台（http：//permit.mee.gov.cn/）可 查 询 到 排 污 许 可 证 信 息 ：许 可 证 编 号
91410181268086503M001P，生产经营场所地址为巩义市西村镇堤东，2017 年 10月 31
日，首次申领排污许可证；2018年 3月 29日，变更自行监测频次等信息；2020年 10月 31
日，排污许可证延续，有效期至2025年 10月 30日。该企业目前为停产状态。

金水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
（一）“郑州市金水区博颂路与索凌路东 50米庙李综合市场，没有市场部门备案，无手

续，非法经营”问题调查情况
经核查，该市场有市场监管部门办理的营业执照。该问题不属实。
（二）“市场占用绿地，属于违建”问题调查情况
该建筑物占用的土地性质为集体用地，非绿地，但无规划手续，属于违建。该问题部分

属实。
（三）“市场无证经营，无食品许可”问题调查情况
经核查，庙李综合市场现共有各类摊位43余户，主要经营蔬菜、水果、粮油、水产品、肉

类等农副产品，执法人员现场逐户检查，该市场商户均办理有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
该问题不属实。

（四）“垃圾乱倒乱堆”问题调查情况
经核查，市场内有保洁员每天打扫卫生，垃圾日产日清。该问题不属实。
（五）“经常敲锣打鼓，干扰居民生活”问题调查情况
经走访市场内商户和附近居民得知，该市场没有经常敲锣打鼓的店铺，系前期生鲜超

市开业当天有请敲锣队，目前锣鼓队已撤离。该问题部分属实。

2021年 4月 28日，金水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情况如下：
（一）“郑州市金水区北三环信息路东侧有个工地，还未开工建设”问题调查情况
经查，该处为一处闲置空地而非工地，地面已硬化，由陈寨村进行日常管理，该问题不

属实。
（二）“里面有驾校和汽修厂”问题调查情况
现场调查发现，确实存在两所驾校和汽修厂。
1.郑州市祥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法定代表人冯晓珂，正在运行。2.郑州市金水区

锦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法定代表人宁小延，正在运行。3.郑州顺和汽车维修服务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长征，2018年 5月 9日营业，经营范围为汽车维修服务及汽车救援服
务，处于停业状态。厂内设有一个喷漆房和独立危险废物暂存间，提供有废气检测报告（近
半年）、危险废物处置合同和近期的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三家企业均合法合规，手续完备。
（三）“生活污水横流，垃圾多”问题调查情况
三家企业内部卫生状况良好，该场地外部墙边发现一条小水沟，内有少量污水和垃圾，

该问题部分属实。

4月 28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群众举报问题进行现场调查。经查：
该举报件中反映的位置为 107国道东侧南水北调渠两侧泄洪道，南水北调渠北侧约

300平方米，南侧约400平方米。
（一）关于“臭水坑”问题。
“臭水坑”是107国道东侧南水北调渠两侧泄洪道内积存的生活污水，为新郑市新村镇

梨园村吴陈沟倒虹吸下穿排水渠，因原生活污水管网堵塞，造成万邓路两侧生活污水、107
国道市政管网生活污水及 107国道雨水无法及时排入市政管网，形成回灌，造成了在南水
北调渠南侧排水渠中积存，水体呈黑色。该举报问题属实。

（二）关于“气味难闻”问题。
经现场调查，南水北调渠北侧无明显异味，南侧感观能闻到气味，经郑州市生态环境局

新郑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检测判定为黑臭水体。该举报问题属实。
（三）关于“与南水北调大渠相通”问题。
经新郑市南水北调办公室调查，吴陈沟倒虹吸作为南水北调总干渠河渠交叉建筑物，为

防止发生渗透，倒虹吸管身采用抗渗混凝土，同时，管身段分缝处均设有两道止水，因此，有以
上措施保证，基本不会存在渗透。且在管身段设置有渗压计，渗压计与计算机监控系统相连，
一旦渗透破坏发生，会及时报警提醒。该举报问题不属实。

（四）关于“多次反映没人管”问题。
经新郑市新村镇政府调查，未收到过反映该问题类似的电话或信件。该举报问题不属实。

2021年 4月 28日，金水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情况如下：
（一）“北三环40号院内部有建筑垃圾大量堆积，之前清理过，但是不彻底”问题调查情况
现场核查小区内部分位置存在少数垃圾堆积，小区门外东侧存在一处约3立方米的建

筑垃圾及杂物，已用防尘网覆盖。该问题属实。
（二）“北三环40号商都网大楼北面装有近百台大型空调，24小时运转，噪音超标扰民”

问题调查情况
现场核查发现，郑州市金水区北三环 40号商都网大楼北面安装有近百台大型制冷设

备室外机，正在运转中，存在噪音。该问题属实。

2021年 4月 28日，管城回族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交办问题进行现场调查。经现场
调查：该企业为 2020年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评级绩效引领性企业。现场核查时该公
司正在生产作业，未发现随意排放的现象，污染物防治设施均正常运行。场区建有清扫保
洁制度，场区周边为征迁区，无居民居住。

问题1.“噪声大，特别是车辆噪声。”经现场调查，该公司主要生产设备全部采用低噪声
设备，并采用减振降噪措施。该公司内有国五国六商混运输车 20台，用于日常的生产运
输，偶尔外调其他站点的国五国六车辆。在车辆的日常运输中存有车辆噪音的情况。

问题 2.“废水废渣随意排放。”经现场调查，该公司内产生的废水（日常生活洗漱、运输
车辆冲洗、搅拌机及混凝土清洗），经砂石分离系统处理后，循环利用，用于混凝土生产。未
发现有随意排放现象。

问题 3.“粉尘大。”经现场调查，该公司主机楼、物料仓、上料皮带长廊已全封闭。主机
楼配套安装有脉冲袋式除尘器，料仓上料口也加装脉冲袋式除尘器，与两台搅拌机除尘器
相连。搅拌机启动，除尘器自动开启，形成闭环式除尘。料仓安装有自动监测雾森系统。

2021年 4月 28日，航空港区管委会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针对举报“该
站属于外包”问题，经调查，该拌合站由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8年 3月建成并投
入使用，共有 4条 180型混凝土生产线，专用于郑州高铁南站ZNSG-1标段郑州高铁南站
站场两侧桥桥梁及桩基等工程建设 。2019年 7月，主体工程完工后，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
公司将东侧两条生产线租赁给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由于剩余线路验收工作未开启，为
保证铁路验收工作顺利完成，将剩余西侧两条混凝土生产线保留。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于2019年 9月承建郑州高铁南站ZNZFS-1标段站房项目，开始运营该拌合站东侧两条生
产线。故举报该问题属实。

针对举报“外包人勾结环保人员及政府官员，有检查就不干，没检查就干”问题，经调
查，该拌合站属郑州高铁南站专配设施，有生态环境部批复环评，生产混凝土不对外销售，
根据南站施工进度进行正常生产，南站属一类民生工程，不存在有检查就不干，没检查就干
的问题。故举报该问题不属实。

针对“废水、废渣随意排放，不符合国家标准；门口常年积水”问题，经调查，该拌合站建
有车辆冲洗装置、砂石分离系统，搅拌楼和料仓全密闭，搅拌楼装有脉冲式除尘器，料仓内
装有喷淋设施，配备洒水车、扫地车。其生产过程中废水由管道进入三级沉淀池沉淀后回
收利用，车辆清洗废水废渣由砂石分离机分离后，废渣（石子沙子）回收生产利用，废水进入
三级沉淀池沉淀后回收利用。未发现有门口积水问题。故举报该问题不属实。

针对“粉尘大，严重超标；噪声大，特别是车辆噪音”问题，由环境监测站委托有资质的
第三方检测公司郑州谱尼测试技术有限公司对该公司废气和噪声两项污染因子进行检测，
报告均显示厂界无组织废气中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4915-2013）表 3限值要求，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要求。故举报该问题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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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无

金水区政府组织人员第一时间进行整改。
（一）针对“市场占用绿地，属于违建”问题处

理情况
1.2019年 5月，金水区执法局接市民举报后，

指派东风路执法中队对该在建违法建设行为进行
调查，下达了《暂停施工通知书》，要求其办理相关
手续并停止施工。6月 10日，下达《停止建设通知
书》，6 月 14 日，下达《自行拆除通知书》，6 月 20
日，张贴拆除公告，要求东风路街道办事处对该违
建进行拆除。

2.庙李综合市场在原农贸市场基础上，按市政
府要求，根据《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金水区集贸市场管理巩固提升工作方案
（2018—2020 年）的通知》，由东风路街道办事处
上报了相关审批手续《郑州市农贸市场建设和提
升改造申请表》，2019年，对该市场进行了提升高
标准升级改造，改造后管理较为规范，惠及周边约
12万居民。通过走访进入市场的居民，了解到该
市场确实给当地居民带来生活上的便利。考虑到
实际情况，金水区相关部门督促该市场自 4月 30
日起 90天内，完善相关手续，如 90天内没有完善
相关手续，将进行拆除。庙李综合市场审批手续
正在办理中。

（二）针对“经常敲锣打鼓，干扰居民生活”问
题处理情况

要求市场管理人员加强监管，禁止商户使用
高音喇叭、敲锣打鼓等方式推广宣传，杜绝噪音扰
民现象。

针对该问题，金水区制定以下整改措施：
1.要求办事处连夜对小水沟内污水及垃圾进

行清理，并对场区卫生进行打扫。
2.要求办事处加派人员加强巡查，避免问题再

次发生。
截至5月 1日，群众反映问题已完成整改。

新村镇政府聘请郑州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
授与专家现场勘察，将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最优
治理方案，并采取污水管网整治与水体治理同步
进行的方式，标本兼治，于 2021年 12月 31日前，
将该处黑臭水体彻底整治到位。

针对该问题，金水区制定以下整改措施：
（一）“垃圾堆积”问题处理情况
1.要求小区物业公司清理小区门外东侧建筑

垃圾以及院内残留的垃圾和杂物。
2.要求小区物业加强日常监管，做到生活垃圾

日产日清。
（二）“噪音扰民”问题处理情况
4月28日下午，丰庆路执法中队执法人员与郑

州德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到达现场，
征求居住在临近商都网办公楼的小区居民同意后，
在其家中现场做噪音检测，检测报告显示噪音检测
值为45分贝，小于标准限值55分贝，不超标。

截至5月 1日，已完成整改。

一是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管城分局、十八里河
办事处已委托河南瑞安特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对该
公司粉尘、噪音两项内容进行检测。根据检测报
告显示，该公司无组织废气排放检测结果低于
0.5mg/m3 的标准限值；噪音检测结果低于昼间
60dB（A）、夜间50dB（A）的标准限值。

二是该公司于 2021 年初对周边道路进行维
修，确保周边道路平整，有效降低车辆行驶噪音。

三是加强对该公司的日常管理，强化车辆日
常保养检修工作，从根源上减少噪音。

下一步，航空港区将加强辖区内工业企业排
查力度，针对自查和群众投诉问题，立行立改、全
面整改，坚决改彻底、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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