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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举报人看到政府对杨金路
河南好年景公司的处理，希望他
们早点搬迁。在 2011年没有土
地和建设等手续的情况下，这个
厂的环评手续如何办理，当地政
府是否为这个厂开绿灯。

郑州市新密市刘寨镇，河南
炫华建材厂，厂区内部原材料露
天堆放，污染周边环境。

新密市环保局在垂改之后
发放的工资少了很多，省级文明
奖、绩效、考核奖全部取消，只有
少数人员发放。新密市政府和
郑州市局相互推诿扯皮对基层
不管不问，基层大多混编混岗，
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可以发放精
神文明奖，这样区别对待有伤基
层工作人员的心。垂直以后的
工资构成和发放标准局里也没
有公示过，如果说垂直的意义就
是为了降低环保局全体职工的
工资来缓解财政的压力，那垂直
的意义何在。

郑州市新密市岳村镇，昌隆
养殖场，臭气熏天，养殖废水流
到厂区北边的一个坑塘里，污染
地下水。

商登入口处，有一家无名料
场，存放沙石物料，扬尘污染严
重。

郑州市新郑市薛店镇小马
庄大队郭庄村西南角，有 200多
棵绿化树被村干部郭培欣倒渣
土掩埋了；在村庄的集体耕地上
存土，从中获取利益，保护伞是
村支部书记马书亮。

对于郑州市新郑市辛店镇
贾咀村的郑州市新郑垃圾发电
厂长期排放刺鼻气味问题的公
示不满意。

垃圾发电厂气味还存在，特
别是晚上气味更难闻，垃圾车辆
在道路上跑的时候扬尘很大，出
入厂区的车辆未冲洗。

新郑市老官寨水库保护区
内违规建设多家企业，无人管
理。

郑州市巩义市米河镇两河
口村，两河口桥头向西 200米路
南，马元龙停车场，距离居民区
过近，场内建筑垃圾、生活垃圾、
煤灰随意堆放，扬尘大，场内修
车的铺子喷漆，气味刺鼻，噪音
扰民。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货站街
与未来路交叉口向东 50米地铁
五号线噪音问题，投诉人对于公
示结果不满意，认为相关部门欺
上瞒下。

1.投诉人称 4 月 25 日没有
召开记者座谈会。

2.存在夜间施工扬尘、噪音
等问题。

3.地铁噪音检测是在地铁
停止运行的时候检测的，希望可
以在地铁运行的时候进行噪音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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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21年 4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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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他们早点搬迁”问题调查情况
现场核查，该厂生产区配电室和操作室断电，并粘贴封条，未生产，厂区工作人员正在

对厂区外堆积的原材料向车间转移。
（二）“在 2011年没有土地和建设等手续的情况下，这个厂的环评手续如何办理，当地

政府是否为这个厂开绿灯”问题调查情况
该公司是 2010年由郑州金水科教园区管理委员会通过招商引资引进的企业，经内业

核实，土地于 2009年经郑州市人民政府（郑政土〔2009〕377号）文件批准为金水区 2009年
度第一批建设用地。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版），厂区占地为杨金产业园区规划二类
工业用地，符合建设项目环评审批要求。故“在 2011年没有土地和建设等手续的情况下，
这个厂的环评手续如何办理，当地政府是否为这个厂开绿灯”问题不属实。

2021年 4月 24日，新密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交办问题进行现场调查。
经查，该公司正常生产，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该公司建设有3座原料库，原料存放于

原料库内，未发现厂区内有原材料露天堆放的问题。

经调查：2021年 4月 30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与上级主管部门核实了解。
目前，生态环境机构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涉及的原新密市环境保护局及所属事业单位机

构人员上划工作正在进行。个人人事档案手续经郑州市委组织部、郑州市人社局审核完成
并通过审核的人员，2021年 4月份工资已按照郑州市工资标准发放基本工资和津补贴，奖
励性绩效、平时考核奖、精神文明奖暂时未发放；个人人事档案手续审核暂未完成或未通过
的人员暂未划转，2021年 4月份工资仍由新密市按原标准发放（含第一季度奖励性绩效和
平时考核奖、4月份精神文明奖）。

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环保垂改工作相关问题的会议纪要》（〔2021〕17号）要
求，具体工资标准由郑州市人社局牵头，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配合核定。经人社局核准
后，市财政局按照市政府研究确定的最终上划人员总数和批复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发放
时间从2021年 1月份起算，具体执行从第二季度开始，第一季度审批核算后补发（含奖励性
绩效、平时考核奖、精神文明奖）。

2021年 4月 29日，新密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现场调查。
问题一：关于群众反映昌隆养殖场，臭气熏天问题。
经调查，该公司建有养猪圈舍 4栋，面积 1200平方米，现存栏肉猪 336头，现场调查时

发现该公司储粪池盖板有3处破损，存在气味溢出现象。
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二：关于群众反映养殖废水流到厂区北边的一个坑塘里，污染地下水问题。
经调查，该公司养殖废水经专用管道排入沼气池，现场未发现养殖废水直接排放污染

环境迹象。在该公司场区北侧有一个坑塘，该坑塘为岳村镇马沟村村民马东伟承包鱼塘，
现场检查时未发现有养殖废水流入该池塘痕迹。经走访鱼塘负责人马东伟，表示未发现有
养殖废水流入鱼塘现象。

该反映问题不属实。

2021年 4月 29日，新密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进行现场调查。
经调查：商登高速黄帝宫站附近未发现有无名料场。商登高速岐伯山站北侧有一停车

场，该停车场空地上堆存面积约 400平方米建筑垃圾，未覆盖。周边没有任何生产设备的
机械。建筑垃圾堆旁边道路路面有尘土。

2021年 4月 29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该举报件进行现场调查。经查：
（一）关于“郑州市新郑市薛店镇小马庄大队郭庄村西南角，有 200多棵绿化树被村干

部郭培欣倒渣土掩埋了”问题。
群众举报的土地为基本农田非林地，目前现场为一片空地。经走访村两委及多名村民

了解，此地块从未栽种过绿化树，只是在2020年 10月份左右，曾回填过大约30车土用于复
耕。该问题部分属实。

（二）关于“在村庄的集体耕地上存土，从中获取利益，保护伞是村支部书记马书亮”问题。
2021年 5月 1日，薛店镇纪委对郭培欣、马书亮分别进行约谈。郭培欣证实该地块确

实有村民倒过土，具体时间已记不清楚，其在职期间未组织过倒土，从未收过倒土费用。当
时的村支部书记马书亮对倒土也并不知情，对群众反映问题从不知情，也未获取利益。原
小马庄村郭庄自然村组长郭培欣，在2021年换届中已离职。

4月 29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经查：
（一）关于“垃圾发电厂气味还存在，特别是晚上气味更难闻”问题。
第十一批公示处理情况为：4月 18日现场调查时，发现该公司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厂区及周边未闻到刺鼻气味。对于该公司废气来源：垃圾在焚烧过程中产生的有组织排放
废气和无组织排放废气，经查阅该公司生产期间有组织排放废气在线监测设备近期监测数
据和4月 19日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企业白天无组织排放废气实施的检测结果，均符合
环评排放标准。

4月 29日现场调查时：1.该公司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厂区及周边未闻到刺鼻气味。
2.经查阅有组织排放废气在线监测设备近期监测数据，烟气排放符合标准。3.新郑市环境
监测站于 4月 24日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企业白天有组织排放废气实施检测，经比对
检测数据，厂界白天有组织废气和无组织排放废气均按照环评要求排放。4.新郑市环境监
测站于4月 29日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针对该企业夜间生产期间的有组织废气和无组织排
放废气实施检测，目前检测报告结果还未形成。

该问题部分属实。
（二）关于“垃圾车辆在道路上跑的时候扬尘很大”问题。
经新郑市城管局现场调查，每天安排车辆对该垃圾发电厂的垃圾运输车经过的道路进

行洗扫、洒水，有轻微起尘，没有发现扬尘很大的情况。
该问题部分属实。
（三）关于“出入厂区的车辆未冲洗”问题。
经新郑市城管局现场调查，该企业对垃圾运输车进行了冲洗，但未对所有出入厂区的

其他车辆进行冲洗。
该问题部分属实。

2021年 4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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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保护区内没有工业企业；二级保护区内有钢材市场一个。具体情况如下：
新智慧钢材市场位于新郑市郭店镇 107国道东侧 50米，市场内已入驻十余家钢材公

司，从事钢材销售、加工。钢材市场内新入驻的公司存在超范围经营现象。

2021年 4月 29日，巩义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马元龙停车场进行了现场调查。
经查，未发现马元龙停车场场区有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煤灰堆放等污染情况，群众反

映“场内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煤灰随意堆放”问题不属实。但场区内道路上有积尘，车辆出
入会有扬尘，群众反映“扬尘大”问题属实。群众反映的修车铺子位于场区北侧，紧邻 310
国道两河口道班，距离最近的居民居住点约有50米，车辆出入场区会有一定的噪音，但扰民
的噪音主要来自于310国道往来车辆，群众反映“噪音扰民”问题部分属实。对修理铺进行
查看，发现该修理铺未设置喷漆房，无喷漆设施，现场无喷漆痕迹，群众举报“场内修车的铺
子喷漆，气味刺鼻”问题不属实。

2021年 4月 29日，管城回族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实地察看地铁 5号线车辆段。经调
查：

问题一、“投诉人称 4月 25日没有召开记者座谈会”。4月 25日，二里岗街道办事处召
开的是二里岗街道办事处与居民的协调会，非记者座谈会。此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二、“存在夜间施工扬尘、噪音等问题”。现场车辆段试车线已拆除，镂空墙已改成
实体墙。目前正在施工为隔音屏障，每天晚上七点半以后停止施工，不存在夜间施工噪音、
扬尘问题。该问题不属实。

问题三、“地铁噪音检测是在地铁停止运行的时候检测的，希望可以在地铁运行的时候
进行噪音检测”。管城回族区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及噪音检测公司工作人员进入居民室
内检测时，居民不配合，无法进入室内检测。因此在楼房外、楼道内检测，各项指标符合社
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此问题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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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针对该问题，金水区政府组织相关工
作人员进行整改。

针对“希望他们早点搬迁”处理情况
杨金路办事处安排专人盯守，确保其

停产到位。按照上级要求，督促河南好年
景生物发展有限公司加快物料清理进度，
尽快拿出搬迁方案，明确搬迁时限，确保在
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搬迁。

针对污染周边环境问题，新密市已委
托第三方监测公司对该公司废气污染物进
行监测，待监测报告出具后将依法进行处
理。

（一）加快生态环境机构垂直管理工作
进度，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配合郑
州市人社局、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做好转隶
人员划转及工资待遇审批发放工作。

（二）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做好
划转人员思想稳定工作，及时解释干部职
工关切的工资待遇问题，确保改革期间稳
定。

新密市已要求该公司切实履行环保主
体责任，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及时
更换该公司储粪池破损盖板。

目前，该公司储粪池破损盖板已更换。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大隗镇
人民政府现场责令停车场负责人对堆存的
建筑垃圾进行清理。同时，采取洒水降尘
措施，减少扬尘污染。

截至 2021 年 5月 1日，存放建筑垃圾
已全部清理完毕，对路面进行了清扫。

目前正值耕种季节，薛店镇小马庄村
已组织村民开展复耕工作。

1.新郑市环境监测站于 4月 29日委托
第三方检测公司，针对该企业夜间生产期
间的有组织废气和无组织排放废气实施检
测，目前检测报告结果还未形成，下步将根
据检测报告结果，作出进一步处理措施。

2.新郑市城管局将加大力度、加大频次
对厂内垃圾车运输线路上的道路进行洗
扫、洒水作业。

3.新郑市城管局监督管理该企业对每
辆垃圾运输车在垃圾中转站出、收车前进
行集中冲洗，确保车体干净整洁。

1.新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钢材市场
入驻的商户经营范围开展核查整治，对超
范围项目和排放污染物的加工经营项目予
以清理。

2.新郑市新村镇、郭店镇政府加大巡查
力度，发现违规建设的项目及时制止，迅速
整改到位。

目前，马元龙停车场已对场区进行了
全面清扫，洒水抑尘，积尘问题已经整改到
位。针对群众反映噪声问题，要求该停车
场夜间减少车辆出入次数，同时要求设置
限速标志、禁鸣标志，降低噪音影响。

下一步，巩义市米河镇政府要求马元
龙停车场安排专人对场区进行日常清扫，
洒水抑尘。同时，将加大对该停车场的巡
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整改，避免对周围群
众生活造成影响。

1.管城回族区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
二里岗街道办事处将在合适的时间及地点
组织记者、居民召开协调会。

2.管城回族区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
噪音检测公司对地铁 5号线噪音再次进行
检测。

3.二里岗街道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将
加强跟居民沟通，用心听取居民心声，为居
民考虑，以居民为中心，实事求是解决问
题，还居民和平安静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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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新郑市
薛店镇纪委
对小马庄村
支书马书亮
及原小马庄
村郭庄自然
村组长郭培
欣进行了约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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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