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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
大隗镇村有数十家造纸厂，
半夜偷倒废弃纸浆，有几个
深沟均是这种恶臭污泥，臭
味极大，苍蝇乱飞，臭泥会
被定期掩埋。

郑州市登封市宣化镇
佛垌村，科达耐火材料有限
公司，离居民区太近，气味
难闻、噪音严重，污染环境。

举报人认为：巩义市政
府欺上瞒下不作为，在社会
公示中说烧石灰污染空气
的只有一家企业，还常年停
产。公示内容不属实。

举报人称：
1.西村、涉村、夹津口、

小关等几个乡镇辖区内烧
石灰的厂，都没有手续，都
有保护伞；

2.西村镇三、四百家生
产管道阀门的企业，每一家
的产品都有表面喷涂，举报
人怀疑这些企业无环评，偷
喷油漆，都没有污染防治设
施，都勾结执法人员；

3.巩义市使用转窑生产
铝酸钙粉的工厂，举报人怀
疑，所有此类工厂都在偷偷
烧煤。

郑州市荥阳市汜水镇
东河南村 7组，刘三旺家里
养的狗、羊，买卖、配种，气
味难闻。

1.郑州市中原区煤机路
与工农路交叉口东北角停
车场地面没有硬化，刮大风
起扬尘污染空气。

2.丁字口西边是个厂，
里面生产磨料磨具之类的
东西，产生的气味刺鼻，影
响周边住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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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问题一：群众反映“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大隗镇村有数十家造纸厂”问题
2021年 4月 28日，新密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进行现场调查。经调查：新密市大隗镇

现有 20家造纸公司，该 20家造纸公司于 2016年 11月被新密市人民政府列入完善备案
类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进行了清理整改，并由新密市环境保护局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
目清理整改编制建设项目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由郑州市环境保护局进行了环保备
案；备案文号：（郑环文〔2016〕183号）；主要生产特种纸、白板纸、瓦楞纸、箱板纸、果袋纸
等，目前，造纸企业正常生产，其中：郑州天瑞祥纸业有限公司、新密市三明纸业有限公司
委托郑州市昶隆纸业有限公司处理造纸废水，郑州市亿鑫裕隆造纸厂、河南省新密市锦
江实业有限公司委托河南省新密市华强纸业有限公司处理造纸废水，郑州青屏纸业有限
公司委托新密市天园纸业有限公司处理造纸废水；其余造纸公司水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
行，生产工艺为沉淀—起伏—生化—二沉—外排，造纸企业在进行碎浆生产时会产生废
塑料，污水处理厂进行水处理时产生污泥，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废水经专用管网输送至
大隗镇造纸群工业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处理过程中会产生污泥（该污泥为一般固废），
处理达标的废水经人工湿地最终排入双洎河。造纸企业产生的废塑料、污泥经收集后输
送至新密市大隗镇桃园村污泥填埋场。现场调查时，该填埋场已覆土并种植农作物。

该反映问题属实。
问题二：群众反映“半夜偷倒废弃纸浆”问题
2021年 4月 28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会同大隗镇政府进行现场调查。
经调查：新密市大隗镇造纸企业主要生产工艺为：原料—制浆—操造—复卷—成品；

生产原材料是废纸；纸浆为造纸公司原材料，是制浆过程中不可或缺产品，造纸企业在生
产过程中对废纸浆统一进行收集、制浆，回收利用；经查，未发现半夜偷倒废弃纸浆现象。

该反映问题不属实。
问题三：群众反映“有几个深沟均是这种恶臭污泥、臭味极大，苍蝇乱飞，臭泥会被定

期掩埋”问题
经调查：新密市大隗镇桃园村填埋场属于大隗镇桃园村，新密市大隗镇桃园村原始

地块为多处荒沟；2014年 8月，该填埋场开始正式运营，期间，有生活垃圾、造纸污泥混合
倾倒于该填埋场，2015年 12月，该填埋场停止使用，2017年 11月，大隗镇人民政府组织
人员对该填埋场完成复耕。现场未发现有恶臭污泥、臭味极大，苍蝇乱飞现象。为了规
范造纸企业固体废物管理和处置，新密市大隗镇造纸企业分别与新密市国强节能环保墙
体材料厂、河南宝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新密市庆佳墙体材料有限公司、郑州市裕康实业
有限公司黏土矿等四家处置单位签订了污泥处置协议，定期对造纸污泥进行委托处置。
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2021年 4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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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登封市宣化镇佛垌村，科达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离居民区太

近”的问题
经调查，登封市宣化镇佛垌村科达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位于登封市宣化镇佛垌村七

组。目测距离最近的住户约150米，符合安全防护距离。
该问题属实。
（二）关于反映“气味难闻”的问题
经现场调查，在该公司周围无明显气味。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登封分局于4月 29日已

委托第三方公司进行检测（预计5月 9日出具检测报告），下一步，将根据检测结果依法进
行处理。

（三）关于反映“噪音严重”的问题
经调查，该项目主要噪声源为混料机、雷蒙磨、切磨机等设备，采取基础减振、传动润

滑、隔声消声等降噪措施。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登封分局于 4月 29日已委托第三方公司进行检测（预计 5月 9日

出具检测报告），下一步，将根据检测结果依法进行处理。
（四）关于反映“污染环境”的问题
经调查，该公司有一座40米隧道窑和一座35米推板隧道窑。主要燃料为天然气，在正

常生产期间，隧道窑产生废气。主要污染因子为烟尘、SO2、NOx，其中，40米隧道窑生产的轻
型砖需添加聚苯乙烯，因此会有非甲烷总烃排放。经查阅环评报告，隧道窑和推板隧道窑污
染物排放浓度可以满足《河南省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1066-2015）的要
求。经查阅该公司2019年和2020年检测报告，各项污染物均达标排放。

该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 1：2021年 4月 29日，巩义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群众反映的石灰生产企业进
行集中检查，具体情况如下：

巩义市旺威熟铝石厂，地址：巩义市西村镇圣水村，2016 年办理现状环境影响评
估 报 告 ，备 案 编 号 ：巩 环 备 公 告〔2016〕5 号（序 号 66），排 污 许 可 证 登 记 编 号 ：
92410181MA42F27H7H001Y。现场检查时未生产，正在进行湿电除尘改造。

巩义市祥羽建筑材料厂，地址：巩义市夹津口镇丁沟村，环评手续审批编号：巩环建表
〔2018〕11号，2020年4月自主验收。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410181MA44J8H44E001P。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因市场原因未生产。

巩义市小关大山怀村金山石料厂，地址：巩义市小关镇，办理有环境影响报告表，审
批编号：郑环建表〔2010〕173号。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石灰加工项目已拆除废弃多
年，现场荒草丛生，无生产迹象。

鉴于以上情况，群众举报反映的“西村、涉村、夹津口、小关等几个乡镇辖区内烧石灰
的厂，都没有手续，都有保护伞”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 2：2021年 4月 29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巩义分局对西村镇管道配件制造企业
进行检查，共检查企业30家，未发现偷喷油漆、不正常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问题。检查过
程中发现巩义市新华丰管道设备有限公司、河南省源昊管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等 2家企
业存在喷漆工段（喷漆房）未完全密闭环境违法行为，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巩义分局依法立案
查处。在突击检查和立案查处过程中，未发现群众所述“企业与执法人员勾结”的情况，对
辖区内存在的违法行为，执法人员能够严格按照要求，从严从快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鉴于以上情况，群众举报反映的“西村镇三、四百家生产管道阀门的企业，每一家的
产品都有表面喷涂，举报人怀疑这些企业无环评，偷喷油漆，都没有污染防治设施，都勾
结执法人员”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 3：2021年 4月 28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巩义分局组织对全市铝酸钙粉企业进
行突击夜查。经查：巩义市瑞雪彩色水泥有限公司瑞鑫分公司、郑州仲发新材料有限公
司、郑州兴化新材料有限公司、巩义市瑞雪彩色水泥有限公司、巩义市华通熔料有限公
司、巩义市东方净水材料厂、巩义市锦华净化材料有限公司、巩义市瑞凯净化材料厂、巩
义市华鑫铝酸钙粉厂、巩义市吉兴环保耐材有限公司、巩义市煜锋铝酸钙粉厂、巩义市富
中冶金材料厂、巩义市威达有限公司、巩义市明亮冶金辅料有限公司、巩义市恒源耐火材
料有限公司、巩义市宇泉净水材料有限公司、巩义市鑫泰耐火材料厂、巩义市瑞华钙粉有
限公司、巩义市泰亨滤料厂、巩义市维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20家企业现都已按照要求
改用天然气作为燃料，原有（或环评审批中）的燃煤设施配套管道、风机等设备已拆除。

经调阅日常监管资料发现：巩义市维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2019年 3月存在违规使
用燃煤进行生产活动的环境违法行为，巩义市环境保护局依法进行了打击处理。2019年
3月 15日，巩义市环境保护局针对巩义市维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使用高污染燃料及生产
设施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下达《巩义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巩环罚决
〔2019〕第 23号）、《巩义市环境保护局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巩环违改〔2019〕
第 25号），责令该公司立即进行整改，处罚金5万元。

鉴于以上情况，群众举报反映的“巩义市使用转窑生产铝酸钙粉的工厂，举报人怀
疑，所有此类工厂都在偷偷烧煤”问题，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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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调查，刘三旺的养羊地点在其哥刘二旺宅基门前。刘二旺家中无人居住，宅基为

空宅。其东面为刘三旺家，西面约为 10米空地，南面为山，北面为 15米空地。由于天气
逐渐变热，刘三旺对动物粪便清理不太及时，确有异味；举报的“买卖、配种”，这是农村动
物养殖、交易的普遍现象，是正常行为。

关于停车场问题。4月 26日，中原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查。经查，郑
州市中原区佰禾停车场为临时停车场，面积约6000平方米，容纳 320辆车。停车场内部
地面已铺设碎石，进行硬底化处理。车辆出入道路路面有破损，存在扬尘。

该问题部分属实。
关于方舟磨具厂问题。4月 26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中原分局、郑州市生态环境综

合行政执法支队中原执法大队、三官庙街道相关负责人员到现场进行核查。经查，该厂
主要生产磨料磨具类产品。现场有三台电炉（一台电炉生产过程中有刺鼻气味，两台电
炉未使用）、锯床一台、车床三台、压机三台、干燥箱三台、钻床两台、炼胶机一台，无相关
治污设施。该厂超环评手续之外增设一条生产线。

该问题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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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将会同大隗镇
政府加强监督管理，规范造纸企业工业固体废
物处理。

下一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登封分局将根
据检测结果依法进行处理。同时，加大日常巡
查力度，加强对全市工业企业的监管力度，确保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各项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
行，禁止各类环境违法事件发生，给百姓创造一
个和谐的生活环境。

问题 1处理和调查情况：巩义市将持续加
大对石灰烧制行业的监督检查力度，采取夜
查、节假日不间断巡查的方式，结合 12369 信
访投诉平台，对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从严
从重从快进行处理，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环境
权益不受损害。

问题2处理和调查情况：2021年 4月 29日，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巩义分局分别对巩义市新华
丰管道设备有限公司、河南省源昊管道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决定书》和
《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对上述2家企业
环境违法行为分别进行了立案查处。

问题 3处理和调查情况：下一步，巩义市将
依法加大对铝酸钙粉行业的环境监管力度，严
查企业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和污染物达标排放情
况，对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从严从重从快
进行处理，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环境权益不受
损害。

目前，羊圈已拆除，并对刘二旺宅基进行了
全面打扫、清洁，异味已消除。下一步，荥阳市
汜水镇、村两级将加强监督，使刘三旺规范圈
养，对羊、狗的粪便做到及时清理，按要求处置，
不再有难闻气味产生。同时，结合目前正在进
行的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对刘三旺及
其哥刘二旺家进行户容户貌提升、清洁整治，做
到干净卫生。

关于停车场问题。4月 26日，中原区停管
中心对该停车场下达《监管意见告知书》（中原
停管监字〔2021〕第 064号），要求该停车场停业
整改，并将停车场备案证明收回。三官庙街道
督促该停车场 5月 26日前完成地面硬化，并加
强洒水保洁，减少扬尘污染。

关于方舟磨具厂问题。中原区已将调查情
况移交郑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中原
执法大队进行查处。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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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办结

已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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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
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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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