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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1.新密市曲梁镇刘村轩隆搅拌
站，废水污染，噪声污染严重；

2.劲松管业，粉尘污染，气味刺
鼻。

金水区经八路办事处纬一路 9
号院京剧院家属院，市政老旧小区改
造过程中，街道办事处将京剧院小区
内的多棵树木都砍伐，要求加强小区
绿化。

郑州市新密市苟堂镇关口村刘
彦峰废旧电瓶收购点，投诉人对于公
示结果不满意。1.刘彦峰收购点是
非法炼铅企业（利用收来的废旧电瓶
拆解炼铅，厂内有窑炉）中队长：申晓
博、王艳杰为其提供保护。2.希望公
安部门对相关人员进行逮捕。3.认
为取缔该厂以及废电瓶太过草率，不
符合要求。4.希望相关包庇人员得
到严惩。

郑州市新密市平陌镇禹寨村，凯
利隆铝石窑，噪音、粉尘污染严重。
牛岭村建筑垃圾厂，非法生产石子石
沫，环保中队长、副队长范智甫共同
收取好处费。

郑州市新密市大隗镇进化村，杨
建强（环保局人员），经营化工厂，气
味难闻，污水乱排，知法犯法。环保
中队人员导致污染长期存在。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在龙
子湖西路（平安大道至相济路之间）
的东侧龙子湖公园内的小山坡上，有
一处仿古建筑，停工已有 3年，项目
周边的围挡长期存在，脚手架闲置，
影响绿化养护和卫生治理。在其南
侧，还有一处基建项目长期停工，阻
断了园内的交通道路。

两年多来，每天晚上 10点左右
开始至次日凌晨，上百辆（次）建筑垃
圾的渣土车来往不停的穿梭在东明
路上，车全都是燃柴油车，刹车声、加
油门声、鸣笛声大，车过之处路边居
民楼体震动，楼道声控灯不断闪烁，
院里电动车警报不断响起，严重影响
周边居民休息。

希望督察组督办郑州市解决以
下问题：

1.强烈要求政府禁止渣土车在
住宅密集的东明路行驶，彻底解决渣
土车对道路两侧严重空气污染的问
题；

2.强烈要求解决渣土车噪声污
染的问题；

3.希望公安交管部门实地调研，
设定合理的渣土车营运路线；

4.要求公安交管部门加强监管。

1.社区联合物业把春晖教工小
区内居民自费建设的水塔和锅炉房
拆除后，把机器和电缆线卖掉，该笔
资金去向不明；2.京广路办事处以小
区绿地上建设老年活动中心为借口，
骗取院内老人签字同意占用 5号楼
北边绿地；后说该老年活动中心是建
三层永久性办公大楼。在小区业主
联名向社区明确提出反对意见情况
下，社区依然违规操作；3.目前小区5
号楼北边绿地内倾倒建筑垃圾、死
树、生活垃圾、废弃电动车和自行车，
长期无人清理，马上夏天来了，臭气
熏人，蚊蝇到处飞。

诉求：1.反对侵占小区绿地盖办
公大楼。京广路办事处春晖社区应
遵守民法典、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
例，不能仅凭一纸改造公文，置国家
法律法规和社情民意不顾，强行侵占
绿地和不考虑实际情况违规盖办公
大楼；2.请尽快解决老旧小区改造后
的遗留问题，清理小区绿化地内的各
种垃圾，还居民一个美丽的居住环
境；3.拆除锅炉房和水塔后，变卖的
机器和电缆资金去向，请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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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问题1：2021年 4月 29日，新密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郑州轩隆建材有限公司进行现场
调查。现场调查时该公司处于停产状态。

（一）关于“废水污染”问题
经调查，该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不产生工艺废水。设备清洗水和车辆清洗水经导流槽收

集进入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生活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用于浇花浇树。不存在污水外
排情况。

（二）关于“噪声污染严重”问题
经调查，该公司在车辆运输、装卸和生产过程中有噪声产生。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

局于 5月 1日委托第三方（河南曜宇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该公司噪声排放情况进行执法监
测，待结果岀具后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综上所述，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 2：2021年 4月 29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曲梁镇政府联合对郑州市劲松

管业有限公司进行现场调查。经检查，该公司上料工段及一条挤出生产线正在生产，配套的
污染防治设施正在运行。

（一）关于“粉尘污染”问题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车间大门处于敞开状态，上料工段正在运行，配套的袋式除尘器正

在运行。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对该公司粉尘无组织排放问题进行立案调查。
（二）关于“气味刺鼻”问题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挤出工段正在运行，配套的挥发性有机物废气防治设施正在运行，

未发现有明显刺鼻气味。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于5月 1日委托第三方（河南曜宇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对该公司挥发性有机物废气排放状况开展执法监测，待结果出具后依法依规
进行处理。

综上所述，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4月 29日，金水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核实查办。
该小区 2020年 11月启动老旧小区改造，在改造过程中对院内的野生灌木、杂草进行了

清理。小区大门东侧原是一处违建，违建里面长有一棵已经倾斜且树根已长出路面的构树，
存在安全隐患。违建拆除后该树随之倾倒，施工单位出于对小区居民的出行及安全考虑便
把该树清理了出去。故“街道办事处将京剧院小区内的多棵树木都砍伐”问题不属实。

2021年 4月 29日，新密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新密市苟堂镇关口村大河酒厂后院刘彦
峰仓库进行现场检查。

1.反映刘彦峰收购点是非法炼铅企业（利用收来的废旧电瓶拆解炼铅，厂内有窑炉），中
队长：申晓博、王艳杰为其提供保护问题。

经查，仓库内未存放任何物品，无生产设备，未发现有废旧电瓶拆解及窑炉，炼铅企业问
题不存在，实为废旧电瓶存储点。反映的申晓博、王艳杰为其提供保护问题已移交新密市纪
委进行调查。

2.反映认为取缔该厂以及废电瓶太过草率，不符合要求的问题。
2020年 12月 28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执法人员在巡查过程中，发现存放的废

旧电瓶后，为防止其对环境造成污染，立即联系河南省富利达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进行转移、
暂存。并按程序对存放负责人付志刚进行立案调查。

3.反映希望相关包庇人员得到严惩的问题。
针对申晓博、王艳杰在此次事件当中是否存在包庇问题，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已

将申晓博、王艳杰移交新密市纪委进行调查，依规依法处理。
周边群众走访情况：
2021年 4月 30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执法人员对该公司周边部分群众进行了

走访，均未反映该企业存在窑炉及生产的情况。

2021年 4月 29日，新密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交办问题进行现场调查。
问题一：关于群众反映“郑州市新密市平陌镇禹寨村，凯利隆铝石窑，噪音、粉尘污染严

重”，经查，新密市凯丽隆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烧结工段正在生产，配套脱硫脱硝污染防治设施
正在运行，未发现有异常现象。

问题二：关于群众反映“牛岭村建筑垃圾厂，非法生产石子石沫”
2021年 4月 29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和平陌镇政府对郑州弘磊再生资源回收

利用有限公司进行现场调查，该公司处于停产状态，未发现有生产石子、石沫现象。在成品
库内南侧约存放有2吨骨料，该骨料是验收时试生产清洗除杂工段作业遗留下的。

问题三：关于群众反映“环保中队长、副中队长范智甫共同收取好处费”，已移交纪检部
门调查。

2021年 4月 29日，新密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
该厂处于停产状态。在厂区内未闻到刺鼻气味，未发现污水乱排现象。经查阅，该厂负

责人提供了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新密市供电公司出具（用电户号为 7030145828）的用电明
细。该厂从2020年 4月至今，一直处于停产状态。在日常的巡查，也未发现其违法生产的行
为。

针对案件反映问题，郑东新区管委会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经查，投诉反映两
处建筑为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郑东新区龙子湖绿化改造提升工程设计、
施工总承包项目内的配套建筑。因承包方和建设单位对该处建筑的合同条款存在争议，多
次协调未能达成一致，工程款也未能按时拨付，导致施工处于停滞状态。近期双方仍在积极
沟通解决，并计划于2021年 6月底前复工，2021年 12月底前完工。

该项目周边两处建筑围挡都是单独的封闭空间。该区域共有三处出入口，因建筑施工
围挡封闭其中一个出入口，其余两个出入口均能正常通行。园区内及建筑周边的绿化养护
及卫生清理工作运行正常，园区内道路畅通，游人及养护车辆通行并不受影响。

综上所述，举报问题反映“项目长期停工，围挡长期存在”属实，但“影响绿化养护、卫生
治理和阻断了园内的交通道路”不属实。

2021年 4月 29日晚 10时 24分，金水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东明路周边核实查办。情
况如下：

1.未发现该路口有违规清运的渣土车辆。
2.办事处走访周边群众得知东明路夜间确有渣土车经过，产生噪音。但25日、26日在东

明路段金水辖区沿线进行排查，未见有工地施工和渣土车通过，现场无噪音。

接到该举报问题后，二七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经调查：
（一）社区联合物业把春晖教工小区内居民自费建设的水塔和锅炉房拆除后，把机器和

电缆线卖掉，该笔资金去向不明问题。为解决小区居民供水和取暖问题，郑州市教育局中小
学教育实践基地在该小区建成后，采取补贴和居民自筹部分资金的方式，在春晖教工小区5号
楼北侧建设了水塔和锅炉房。水塔和锅炉房分别从2005年、2002年不再使用，由于水塔和锅
炉房长期不用，存在安全隐患。2019年7月，郑州市教育局中小学教育实践基地采取公开招标
的方式，对水塔和锅炉房进行了拆除。社区和物业没有参与拆除水塔、变卖机器和缆线。

该举报部分属实。
（二）京广路办事处以小区绿地上建设老年活动中心为借口，骗取院内老人签字同意占

用5号楼北边绿地；后说该老年活动中心是建三层永久性办公大楼。在小区业主联名向社区
明确提出反对意见情况下，社区依然违规操作问题。2019 年，该小区启动老旧小区提升改
造。为丰富居民文化生活，京广路街道办事处拟在 5 号楼北侧（原水塔和锅炉房位置）建设
老年活动中心。前期，社区通过入户走访和电话联系等方式，广泛征求居民对该院提升改造
和建设老年活动中心项目的意见，共走访245户，162户同意，老旧小区提升改造和建设老年
活动中心得到了半数以上居民的认可。后期，由于资金和部分居民对建老年活动中心仍有
不同意见，老年活动中心项目一直没有开展，没有骗取老人签字和违规操作的问题。

该举报部分属实。
（三）目前小区 5号楼北边绿地内倾倒建筑垃圾、死树、生活垃圾、废弃电动车和自行车，

长期无人清理，马上夏天来了，臭气熏人，蚊蝇到处飞问题。现场检查发现，5号楼北面空地
上确实存在死树、生活垃圾、废弃电动车和自行车等问题。经了解，社区与物业公司多次联
合对小区内垃圾进行清理，清理过后的一段时间内，居民又将废弃的自行车、沙发、床板等堆
放于此，导致杂物垃圾再次堆积。

该举报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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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将严格按
照污染源“双随机”监管要求，加强现场环
境执法监管，确保达标排放。

通过与文联社区、项目施工方了解，纬
一路9号院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在规划时，有
树木绿化项目。通过与项目施工方协商处
理，项目施工方将按照纬一路9号院老旧小
区改造有关树木绿化规划抓紧时间施工，
时间截至6月底之前。

新密市将加强现场环境执法监管，杜
绝区域内出现类似问题发生。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委托三方
公司对新密市凯丽隆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污
染物排放情况开展执法检测。依据检测结
果依法处理。

下一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
将严格按照污染源“双随机”要求，加强对
上述两公司的现场环境执法监管，确保污
染防治设施运转正常。

反映的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职
工杨建强问题线索已移交中共新密市纪律
检查委员会。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处理。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大隗镇
政府将加强辖区内企业巡查监管力度，发
现问题，依法处理。

问题核实后，郑东新区管委会要求参建
各方尽快解决争议，严格按照施工计划推
进，确保如期完成施工任务。下一步，郑东
新区管委会将加大管养力度，加强日常巡
视，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园区内道
路通行、绿化养护和卫生保洁不受影响。

针对该问题，金水区制定以下整改措施：
1.“强烈要求政府禁止渣土车在住宅密

集的东明路行驶，彻底解决渣土车对道路
两侧严重空气污染的问题”处理情况：

执法部门加强在休息时段对车辆的监
督，加派警力和执法人员，加强该路段的巡
查，严查违反行驶规定的运输车辆。

2.“希望公安交管部门实地调研，设定
合理的渣土车营运路线”问题处理情况：

积极协调交警部门更改清运路线，重
新办理《郑州市建筑垃圾运输双向登记
卡》，要求渣土车按照新批准的路线行驶，
不再沿东明路段行驶。

3.“要求公安交管部门加强监管”问题
处理情况：

该路段白天由五中队机动人员进行管
理、夜班由夜巡中队进行管理。交警大队
会组织警力持续关注该路段渣土车通行情
况。交警大队前期已下发《交警一大队城
市工程运输车综合治理行动方案》《郑州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一大队开展“黑渣土车”联
合执法行动工作方案》，对辖区内渣土车、
水泥罐车等重型货车进行查处。

截至5月 2日，已完成整改。

一是对 5 号楼北面空地上的垃圾、死
树、生活垃圾、废弃电动车和自行车等进行
清理，清理过后采用土工布进行覆盖，目前
已整改完成。

二是在小区合适位置增加垃圾桶数
量，每天及时清运垃圾桶内垃圾，并对垃圾
桶进行清洗、消杀及除臭。

三是加强社区管理，避免环境、安全、
卫生健康等问题的发生。

四是积极与郑州市教育局中小学教育
实践基地对接，将锅炉房、水塔拆除后的资
金在小区内进行公示。

是否
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第二十二批群众举报件边督边改情况

（上接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