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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郑州市荥阳市
崔庙镇芦庄村，组
长赵根泉不经村民
同意直接把地租给
石子厂（几十家），
占用农民耕地、噪
音 严 重 、粉 尘 污
染。邵寨村天瑞水
泥厂，过车时扬尘
污染、噪音严重。

郑州市荥阳市
贾峪镇高河村胡家
岗组，胡泉洗、胡斌
往河里倾倒建筑垃
圾和污泥（40 万立
方），当地政府只是
在上面种了树，应
付了事，下雨依然
会塌方。

1.郑东新区龙
源西 7 街与龙湖外
环北路向西 1 公里
（龙源办事处）旁，
无 名 无 证 的 洗 砂
厂，无环评手续。2.
郑东新区龙晋路与
龙湖外环北路向北
1公里处（龙源嘉苑
小区旁），无名无证
的洗砂厂，无环评
手续。

买 买 提 烧 烤 ，
位于管城区南关街
五号院 1 单元 1 楼
西户，占用小区门
口人行道与小区消
防通道进行露天烧
烤油烟直排、占道
经营占压盲道、私
改住房楼为经营使
用、噪音扰民经常
摆摊经营到凌晨 3
点。

河南省郑州市
惠 济 区 石 桥 村 村
委，联合郑州如田
农 业 开 发 有 限 公
司，大规模开发别
墅，项目无手续，属
于违章建筑，严重
破 坏 黄 河 生 态 环
境，破坏耕地林地。

1.亚龙公司于
2019 年 在 村 的 7
组、10 组、12 组占
地 100 多 亩 建 坟
地，损坏树木 2000
多棵，用钩机把原
地块挖去，破坏生
态环境，尘土大；

2.混凝土搅拌
站，运沙石的车沿
路抛洒，粉尘污染
严重；搅拌站东边
用水泥块和砖块粉
碎做水泥砖，粉尘
大；再往东沙石存
放厂，装卸粉尘大，
晚上偷运沙石，原
材料不合格；

3. 亚 龙 公 司
2019年在小里河村
7 组、12 组的一个
土岭，每天十几辆
车运土，尘土大；

4.华丰园酒店
所有污水排入汜水
河，流入黄河，水处
理不达标；占用农
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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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4月 29日，荥阳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举报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
针对“郑州市荥阳市崔庙镇芦庄村，组长赵根泉不经村民同意直接把地租给石子厂（几十家），占用农民

耕地、噪音严重、粉尘污染”问题，经核实，崔庙镇芦庄村组长赵根泉为卢东组的组长，赵根泉 2018年任职以
来，未向任何企业和单位租赁过土地。

崔庙镇芦庄村原有1家石子厂，全称为郑州精进金源建材有限公司，该公司办理有采矿证，2017年 12月
28日采矿许可证到期，因环保工艺落后、难以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经荥阳市委、市政府研究，于2017年 12
月 30日起对其实施了关停。2019年 11月发布石材矿山关闭退出通告，按照“三不留”（不留人员、不留采矿
设备、不留建筑物）原则进行了清场，清场后实施生态修复。经现场核实，该企业已关闭退出，工业场地及矿
坑已全部覆土复绿，种植了粮食作物及侧柏等苗木。通过走访村委和群众，目前，该村卢东组没有石子厂，占
用耕地、噪音污染、粉尘污染也不存在。举报问题不属实。

针对“邵寨村天瑞水泥厂，过车时扬尘污染、噪音严重”问题，现场调查时，天瑞集团郑州水泥有限公司正
常生产，公司物料及产品销售进出厂门口均安装有环保门禁系统，与省、市环保部门实时联网，随时识别国五
以上车辆进出通行。同时在车辆进出口均配备有 360度全方位洗车机，对出厂车辆进行清洗，严禁带泥上
路。同时，公司配备洒水车一台，多功能清扫车一台，每天不间断对厂区内道路及车辆进出道路进行清扫洒
水，保持路面清洁。但运输车辆经过此路段时由于与进出车辆形成交汇，会有车辆鸣笛影响周边群众，运输
道路个别路段因洒水不及时，会有车辆经过后起尘现象。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2021年 4月 29日，荥阳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举报反映问题再次进行了现场核查。
经荥阳市水利局调查，贾峪镇高河村域所处沟道，在历史上并非河道，为自然沟壑。2018年 7月，胡斌在

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占用贾峪镇高河村胡家岗组集体土地，倾倒渣土及占用高河村土地洗
沙。2018年 11月，贾峪镇政府联合环保部门对胡斌洗沙场机械设备进行了拆除。举报“往河里倾倒”不属
实，举报“胡斌倾倒建筑垃圾和污泥”属实。

目前，倾倒的渣土和洗沙污泥已清理并完成覆土，已开始绿化种植。经勘察现场地形及检查坡道、沟沿，
不存在塌方危险。举报不属实。

针对案件反映问题，郑东新区管委会组织工作人员于4月 29日下午进行了现场调查。
经查，案件 1中反映的位置属于郑州引黄灌溉龙湖调蓄工程 1#进水渠工程施工项目范围。该项目建设

单位为河南东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陆水枢纽工程局，监理单位为河南省
立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现场无任何洗砂设备，并非洗砂厂。项目规划为河道暗渠，于 2019年 7月开工，目
前尚未完工，开挖河道时挖出部分沙土，约 5000立方米，2020年 10月土方回填后，有少量沙土遗留在现场，
约 1000立方米。故投诉中“1.郑东新区龙源西 7街与龙湖外环北路向西 1公里（龙源办事处）旁，无名无证的
洗砂厂，无环评手续”问题部分属实。

案件2中反映的位置为唐庄村建设的村体育健身活动场。现场无任何洗砂设备，并非洗砂厂。该活动场
于2020年开始施工，为方便施工，当时有部分施工用的砂石物料曾在该区域内堆积、存放。该村体育健身活
动场目前处于闲置状态，场地内现存的少量沙土为施工遗留，约500立方米。故投诉中“2.郑东新区龙晋路与
龙湖外环北路向北1公里处（龙源嘉苑小区旁），无名无证的洗砂厂，无环评手续”问题部分属实。

（一）投诉地点南关街5号院1单元1楼西户的买买提烧烤为堂食，其加工烧烤在室内，且该店使用的是静电
式烧烤净化车。投诉人所述“占用小区门口人行道与小区消防通道进行露天烧烤油烟直排”情况不属实。

（二）自接到转办件后，管城回族区城市管理局陇海办事处执法中队与市区夜班执法中队分别在 7:00—
22:00、22:00—7:00重点对此处进行巡查，该店营业时间至凌晨 1时，营业期间并未发现存在占道经营行
为。投诉人所述“占道经营占压盲道”和“经常摆摊经营到凌晨3点”情况不属实。

（三）经调查，当事人 2010年至今在此经营，有营业执照和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记证；当事人房屋为 5
号院 1单元西户2室一厅，属本人所有权房屋；被投诉人为维吾尔族，患有癌症，家庭条件困难，每月需要近万
元医疗费用。投诉人所述“私改住房楼为经营使用”情况属实。

（四）2021年 4月 29日 23时至 24时，在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群众举报问题清单后当
晚，管城回族区立即组织第三方噪音检测公司到投诉地点南关街5号院 1单元 1楼东户业主家和业主小院内
分别进行噪音检测。

噪声检测报告显示，5号院 1单元 1楼东户南卧室噪声检测第一点位（开窗）检测数值为 54dB（A），第一
点位（关窗）检测数值为51dB（A），第二点位该建筑物1单元 1楼东户阳台（开窗）检测数值为56dB（A），第二
点位（关窗）检测数值为45dB（A），第三点位5号院1单元1楼东户小院内检测数值为52dB（A）。

根据检测结果，该处建筑物声环境功能区噪音排放不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相关标准，投
诉人所述“噪音扰民”问题属实 。

经现场调查，该别墅区属于石桥村新农村建设。项目是在石桥村原址基础上旧村改造，按照新村庄规划
为村民和吸收新农村建设所需人才代建新房，为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该项目地块为建设用地，未占用耕
地林地，不在黄河滩内；该村庄整体卫生情况较好，由第三方物业公司代为管理，生活垃圾定期清运，建有污
水处理站，现场未发现破坏黄河生态环境现象。

经核查，项目于2008年由河南超达公司负责投资建设，2011年底，郑州如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石桥村
招标进入该项目，项目负责人现场出具《2008年惠济区新农村建设实施方案》《石桥村新农村建设规划研讨会
会议纪要（惠新农〔2008〕6号）》《石桥村党员、代表关于确定与郑州如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合作事项决议》《合
作建设石桥村新型社区协议书》等相关资料及文件。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惠济分局分别于 2014年、2016年、2018年和 2019年对该项目未经合法批准
占地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惠国土资执罚〔2014〕21号、惠国土资执罚〔2016〕70号、惠国土资罚决字〔2018〕119
号、惠国土资罚决字〔2018〕133号、惠自然资罚决字〔2019〕6号。

问题1：经巩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调查，2017年，巩义市人民政府招商引资引进融创集团对巩义市米河
镇小里河村进行开发建设“融创嘉和观澜小镇”项目，2018年，米河镇人民政府开始对小里河村进行整村征
迁，期间涉及北部荒岭的丧葬地近 2000坟/棺，2019年小里河村支三委经过研究决定，将该村原北部荒岭的
祖坟/棺从该村北部荒岭迁到南部荒岭（位于6组、7组、8组、10组、11组、12组），并委托河南亚龙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组织一个挖墓穴的工程队负责进行，利用原地坎采取内嵌式的方式掏挖墓室，在墓室外侧修建约 1米
高的挡土墙，防止下雨造成坍塌。2021年 4月 30日，巩义市金土地测绘队和巩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执法人
员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实地踏勘，并对该区域约300亩范围内进行无人机航拍测绘，该区域共修建内嵌墓穴
60余个（均为多棺合葬墓穴），墓穴周边除挡土墙和外露墓碑占地约1平方米以外，无其他硬化或占用土地行
为。墓穴为向内陶窑内嵌式，外部的耕作层不存在被破坏，且小里河村委已经进行过平整复绿。群众反映

“建坟”问题属实，“占地100多亩”问题不属实。
2021年 4月 29日，巩义市林业局对米河镇小里河村7组、10组、12组的涉事地区进行调查，发现小里河7

组涉事地块现场有明显施工痕迹，部分公墓修建完成，未发现损毁树木的树桩，现场通过使用林调通软件对
涉事地块进行鉴定，该地块地类属性为非林地；对小里河村10组涉事地块进行实地查看，发现现场施工人员
正在施工，公墓周围已经重新种植树木，现场未发现被伐树桩，现场通过使用林调通软件对涉事地块进行鉴
定，该地块地类属性为非林地；对小里河村12组涉事地块进行实地查看，发现现场有明显的施工痕迹，部分公
墓已修建完成，公墓周围已经重新种植树木，现场通过林调通软件对涉事地块进行鉴定，该地块地类属性为
非林地。据走访附近村民得知，10组地块原为当地村民自留地，后无人种植已成为荒地，12组地块为土山丘，
山体上都是一些零星灌木，现墓地周围已重新栽植有树木，7组地块参照周围树木为杨树和桐树，一部分为裸
露地块未补种树木，三处地块均无树木伐根。群众反映“损坏树木2000多棵”部分属实。

经了解，因小里河村整村征迁，为方便群众迁坟，河南亚龙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受小里河村委委托修整道
路、整理场地，因现场道路坡度过陡，洒水车无法到达现场，造成施工过程中有扬尘。群众反映问题“亚龙公
司用钩机把原地块挖去，破坏生态环境，尘土大”其中“扬尘问题”属实。

综上所述，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2：经现场检查发现，河南新润华元建材有限公司运输车辆因路况原因，确有部分车辆遗洒产生道路积

尘。检查时，巩义市米河镇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对该公司下发了大气扬尘治理整改通知书，该公司在2021年 5
月 1日已现场整改到位。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巩义分局执法人员在检查过程中，发现该公司原料未苫盖、露天存
放，涉嫌无组织排放环境违法行为。群众反映问题“搅拌站运沙石的车沿路抛洒，粉尘污染严重”属实。

经核实，河南嘉和鑫邦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在生产水泥砖过程中位于密闭厂房内，建筑垃圾装卸过程中配
备有喷淋设施、雾炮车，能有效抑制装卸过程中产生的扬尘；晚上运输原材料是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行为，该
厂的原材料为建筑垃圾，不存在产品质量问题。群众反映问题“搅拌站东边用水泥块和砖块粉碎做水泥砖,
粉尘大；再往东沙石存放厂，装卸粉尘大，晩上偷运沙石，原材料不合格”不属实。

综上所述，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3：河南亚龙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于2018年 5月 30日经招标确定为巩义市米河镇城中村改造项目（小

里河社区）土方工程的中标单位，于 2018年 6月 20日开始施工。经调阅资料得知，2019年 7月 7日，巩义市
米河镇村镇建设发展中心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黄土裸露部分未覆盖；施工未湿法作业”的扬尘问
题，并下发大气扬尘治理整改通知书，反馈问题已于 2019年 7月 9日整改到位。根据以上调查情况，群众反
映问题“亚龙公司2019年在小里河村7组、12组的一个土岭，每天十几辆车运土，尘土大”属实。

问题 4：经调查，巩义市华丰园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于 2009年依法登记办理巩国用〔2009〕第 01789号国
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证面积为 9220.9平方米（合 13.8亩）。2021年 4月 30日，经巩义市金土地测绘队和
巩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执法人员现场勘测，并由金土地测绘队出具相关测绘结果，实测巩义市华丰园餐饮
娱乐有限公司用地面积为8609.2平方米（合12.9亩），经过套合该公司土地使用证，不存在违法占地行为。该
宗地规划为允许建设区，现状为建设用地，无占用农用地行为。群众反映“占用农田地”问题不属实。

经现场查看，巩义市华丰园餐饮娱乐有限公司生活污水配备有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平时所产生活污水
经该设备处理后，纳入镇区污水管网进入小里河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放。群众反映“华丰园酒店所有
污水排入汜水河，流入黄河，水处理不达标”问题不属实。

综上所述，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荥阳市相关部门要求天瑞集团郑州水
泥有限公司加强内部管理，加大厂区及门
前道路清扫保洁和洒水频次；严格加强运
输车辆管理，严禁使用不符合环保要求运
输车辆，车辆进出厂区及时冲洗，缓慢行
驶，确保行车过程不起扬尘，降低噪音。

针对胡斌倾倒渣土和污泥的情况，
2021年 1月 20日，荥阳市公安局已进行调
查，并作为刑事案件立案调查。下一步：

一是贾峪镇政府将督促高河村加快绿
化种植进度，预计5月 20日前，完成土地修
复及种植作业。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
百四十二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胡斌违反土
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林地，造成林地大量
毁坏的事实，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荥
阳市公安局依法对其进行调查、抓捕。

针对上述举报问题，郑东新区管委会
立即制定相应措施：由郑东新区龙源路办
事处负责，一是积极对接协调项目施工单
位，于5月 1日全面将现场遗留沙土清理完
毕，并将裸露地面覆盖到位；二是组织唐庄
村村委于 5月 1日将现场遗留沙土全面清
理完毕，并将裸露地面覆盖到位，防止产生
扬尘污染。

（一）该建筑物所处位置为一类区域，
对 照《社 会 生 活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GB22337-2008），昼间 55dB夜间 45dB，
数据超出夜间噪音排放标准，管城回族区
城市管理局陇海办事处执法中队对当事人
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其对设备进行
降噪处理，当事人正在进行停业整改。

（二）管城回族区南关街 5号院 1单元
1楼西户的买买提烧烤，私改住房楼为经营
使用，已取得相关证件，经营证照齐全。邻
里群众表示可以理解被投诉人的家庭困
境，在保证噪音、油烟排放达标，不占压消
防通道，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的前提下继
续营业。今后管城回族区将会加大巡查力
度，杜绝占道经营，严格按照餐饮油烟、噪
音标准进行治理。

目前，该项目所涉及问题均已处罚到
位，没有发现破坏黄河生态环境现象，不涉
及占用耕地林地现象。下一步，惠济区将
加大对此类问题巡查力度，坚决打击违法
违规占地行为。

问题 1：下一步，巩义市将督促米河镇
小里河村委对所有墓穴外土地进行恢复耕
种，要求镇、村第一负责人担负起生态资源
保护的责任，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同
时，加强对施工工地的监管力度，严格落实
各项管控措施，保障人民群众对优良环境
的合法权益。

问题2：目前，“搅拌站运沙石的车沿路
抛洒，粉尘污染严重”的问题已全部整改到
位。下一步，巩义市米河镇人民政府要求
河南新润华元建材有限公司建立长效扬尘
治理措施，加强道路洒水保洁频次，确保道
路无积尘，严格落实扬尘治理“八个百分之
百”要求，避免对周围群众造成影响。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巩义分局对河南新
润华元建材有限公司无组织排放环境违法
行为立案进行查处，2021年 5月 1日，分别
下达了《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
（郑巩环监改字〔2021〕41号）和《行政处罚
事先（听证）告知书》（郑巩环罚告〔2021〕第
53号）。

问题 3：下一步，巩义市米河镇人民政
府将加强对施工工地的监管力度，严格落
实各项管控措施，保障人民群众对优良环
境的合法权益。

问题 4：下一步，巩义市米河镇人民政
府将加大对巩义市华丰园餐饮娱乐有限
公司的监管力度，确保产生污水稳定达标
排放。

是否
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