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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新郑市敬楼村郑州三

合防水材料有限公司生产

时气味刺鼻，环保局不管不

问

有关单位征用河南省

林科院位于郑州航空港区

的林业高科技技术试验场

土地时，林科院提出试验场

承担有国家和省里科研项

目。经评估，林科院得到港

区有关单位经济补偿后，没

有及时、全面的采取迁出等

异地保护措施，对科研相关

的林木种质资源、古枣树进

行有效保护。

郑州市新郑市恒发建

材非法安装了一条破碎生

产线，24 小时不停粉碎石

头，噪音大，被举报后仍无

改善，当地环保中队和举报

人联系要给封口费，举报人

拒绝后被恒发建材恐吓威

胁。

郑州市金水区二环支

路雅阁思达小区，许多六楼

的业主都在六楼公共平台

私搭乱建彩钢瓦房子，破坏

楼顶原有的排水设施。举

报人称：从 1 号楼到 24 号

楼，每栋楼的楼顶都存在违

建。

郑州市新郑市龙湖镇

马庄村捷士化工有限公司

污水横流。

新郑市鑫华再生资源

有限公司无环评手续，生产

车间未密闭，无环保措施。

新郑市永盛包装公司

有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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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5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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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时气味刺鼻”问题。

现场调查时，该企业正常生产，挤出工序产生的废气由UV光氧催化+活

性炭吸附处理后经 15米高排气筒排放，工作人员现场未闻到刺鼻气味。经查

阅2021年 4月 1日该公司自行委托的废气、噪声检测报告，显示各项指标符合

排放要求。2021年 5月 9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

司对生产中废气进行了现场检测，目前检测报告未形成，下步将根据检测结果

做进一步处理措施。该问题部分属实。

（二）关于“环保局不管不问”问题。

经查询河南省环境监察管理系统记录最近一次对该企业的日常检查情况

（该系统只能显示最近一次检查记录），该企业 5月 6日处于停产状态，车间没

有生产迹象。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通过查阅“12369”环保热线平台、市

长热线转办记录、来信记录等，未收到过关于郑州三合防水材料有限公司任何

信访举报信息。该问题不属实。

2021 年 5 月 10 日，航空港区管委会组织工作人员对该案件进行核实

核办。

经调查，根据城市建设需求，因原四港联动大道（现华夏大道）及生态廊

道、G107连接线、城郊铁路工程机场城际站、太湖路等项目占用该项目地块，

航空港区先后多次对该宗地进行收购，并于 2018年完成了全部收购，收购补

偿费包含对土地使用权、实验林及其他地上附着物的补偿，确保林科院可利用

补偿资金另行选址重新开展科研工作。故举报“林科院得到港区有关单位经

济补偿”问题属实。

经调查，华夏大道西侧现状为在建中建森林观澜小区项目和凌腾街与

京港澳高速间绿化带；华夏大道东侧土地目前尚未利用。原该地块上有科

研价值的皂荚、玉兰、椿树等林木种质资源，在 2018 年完成收购后，由河南

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将其移植至新郑市郭店镇、信阳市光山县及新乡市原阳

县进行异地保护，目前，仅存部分法桐、枣树等树木及群众种植的油菜、花

生等农作物。故举报“没有及时、全面的采取迁出等异地保护措施，对科研

相关的林木种质资源、古枣树进行有效保护”问题不属实；举报“没有全面

的迁出”问题属实。

2021年 5月 9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现场调查，经查：

（一）关于“非法安装了一条破碎生产线”问题。

该企业年产 100万吨建筑石料建设项目，2018年 1月，经原新郑市环境

保护局审批，2020年 5月，编制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通过

验收并在网上公示，2020年 6月，取得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该问题

不属实。

（二）关于“24小时不停粉碎石头，噪音大，被举报后仍无改善”问题。

现场调查时，该企业正在生产，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生产设备设置在

密闭的生产车间内，通过基础减振和车间隔音减少噪声的排放。经查该企业

周边 220米范围内无敏感点。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

司对该企业生产时的噪声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排放符合要求。该问题部

分属实。

（三）关于“当地环保中队和举报人联系要给封口费，举报人拒绝后被恒发

建材恐吓威胁”问题。

经核实，工作人员不知晓举报人的任何信息，更不存在与举报人联系和恐

吓威胁的情况。

2021年 5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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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二环支路雅阁思达小区，许多六楼的业主都在六楼公

共平台私搭乱建彩钢瓦房子，举报人称：从 1号楼到 24号楼，每栋楼的楼顶都

存在违建”问题调查情况

经金水区执法人员入户调查及航拍取证，雅阁思达小区每栋楼顶层为顶

层平台和平顶屋面（次层平台）构成，顶层平台为公共区域，未发现私搭乱建问

题。平顶屋面（次层平台）为顶层复式，通过调取查看复式顶层业主《房产分户

图》和《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七条明确体现“平顶屋面使用权属顶层复式业

主”为业主专属区域。复式顶层平顶业主出于安全、防雨、防漏等原因，对其专

属空间采用塑钢、彩铝、玻璃等进行密闭，无占用公共空间行为。此情况共有

17栋楼，78户。该问题部分属实。

（二）“六楼公共平台私搭乱建彩钢瓦房子，破坏楼顶原有的排水设施”问

题调查情况

金水区执法局和南阳路街道办事处、阳光社区对交办件涉及的 17栋楼楼

顶排雨设施进行排查，截至 5月 12日上午，入户勘察 14户，发现 1户楼顶排雨

设施损坏，另 1户自行加装排雨管，其他非复式楼栋的楼顶暂未发现投诉问

题。排水设施为近期损坏，并非 2006年顶楼构建时损坏，两者不存在因果关

系。该问题部分属实。

2021年 5月 9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经查：

该企业产生的废水主要是生活污水、高盐废水和设备清洗废水，生活污水

和高盐废水经市政管网进入新郑市双湖水务有限公司（新郑市第三污水处理

厂），设备清洗废水综合利用不外排，主要用于绿化或浇地。现场未发现污水

横流现象。

2021年 5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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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企业无环评手续，无配套环保措施，建有一个密闭生产车间，现场调查

时企业处于断电状态。经了解，新郑市新村镇于 3月 5日对其下达了《新村镇

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整改、取缔通知书》并采取断电措施。郑州市生态环境

局新郑分局于 3月 12日对其下达了《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责令改正环

境违法行为决定书》，依据《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轻微生态环境违法行

为免罚清单（试行）的通知》第一项，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未对该企业处

罚，要求该企业停止建设。

2021年 5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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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企业生产设备均在密闭的生产车间，采用基础减振和密闭车间隔音方

式减少生产噪音的排放，厂区内未听到较大噪声。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

局于 2021年 5月 9日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企业生产期间的噪声进行检

测，检测结果显示白天较高值59分贝，夜间较高值47分贝，符合排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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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新郑市城关乡、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

将继续加大监管力度，发现问题依法依规查处到

位。

为加强土地临时利用管理，航空港区印发了

加强土地临时利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强化

管理责任，完善管理机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同

时，督促郑港办事处加强做好储备土地临时利用

工作，加强该地块剩余部分法桐、枣树等树木的保

护工作。

新郑市辛店镇、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

将对该区域加强监管，发现问题及时依法依规处

理到位。

针对该问题，金水区制定以下整改措施：

加装雨水管的问题，经物业维修师傅查看，排

雨功能正常，但是固定不牢存在安全隐患，预计 5

月 14日前加固完毕，另一处排雨管损坏，物业已经

购买材料，预计 5月 14日修复完毕。目前排查工

作正在继续进行，如发现有损坏排雨设施现象，将

立即修复整改，确保排雨设施完好通畅。

郑州新郑教育园区管委会、郑州市生态环境

局新郑分局将进一步加强对该企业的监管。

新郑市新村镇政府、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

分局将加强日常巡查和监管，督促该企业及时完

善环评手续。

新郑市新村镇、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

将对该企业加强监管，发现问题依法依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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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第三十二批群众举报件边督边改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