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转十八版）

ZHENGZHOU DAILY 172021年 6月 10日 星期四 编辑 祝 瑞 校对 禹娅楠 电话 56568216 E－mail：zzrb5271＠vip.163.com 专 版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群众举报件持续整改办理情况公示

（第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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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关 于 编 号
D2HA20210501005
9 公示不满意。新郑
市新村镇永盛包装，
关于企业放假停产，
这个企业永兴工贸化
工有限公司在本次督
察才开始就停产的，
督察结束后就开始开
通。为了应付检查，
才停产。郑州欧普陶
瓷有限公司生产时也
同样有污染，扬尘和
粉尘污染严重。

新郑市河南省山
城塑胶公司生产期间
气味难闻，噪音扰民。

新郑市中原泡沫
生产时气味难闻，噪
音扰民。

郑州市郑东新区
和光街与榆林北路交
叉 口 西 南 角 美 食 广
场，有很多违章建筑；
现 在 在 装 修 粉 尘 污
染，占用消防通道；卖
小吃的油烟污染，噪
声扰民。

张庄办事处前霍
村凉州大道与太湖路
交叉口往西 1 公里路
北前霍小学西北边 1
公里，兰溪园项目126
地块的工地，村支部
书记：刘喜栓和办事
处领导勾结开工，该
工地没有相关手续，
非法开工。没有降尘
措施，扬尘大。

荥阳市建设路与
友 谊 路 交 叉 口 向 西
500米路北，双龙水洗
牛仔裤厂，无手续无
证经营。

郑州市荥阳市崔
庙 镇 白 赵 村 三 组 东
边，河沟堆满建筑垃
圾，污染环境。

1.三官村村支书
闫文盛非法占用基本
农田，建设（荥阳鼎盛
商 品 混 凝 土 有 限 公
司）位于荥广路与连
霍高速交叉口南向东
400米处；

2.闫文盛利用职
务之便占用位于荥阳
市广武镇三官村北粮
仓对面的二厂，占用
基本农田加盖车间非
法进行石子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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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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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编号D2HA202105010059公示不满意”问题。
第二十五批交办的受理编号D2HA202105010059问题调查情况于 2021年 5月

7日公示，公示时部分检测结果尚未出具。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委托第三方检
测的结果于 5月 8日全部出具，检测结果显示各项数据符合标准；根据新郑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5月 8日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生活饮水水质合格。该问题部分属实。

（二）关于“新郑市新村镇永盛包装，关于企业放假停产，这个企业永兴工贸化工
有限公司在本次督察才开始就停产的，督察结束后就开始开通。为了应付检查，才停
产”问题

新郑市永盛纸制品包装有限公司五一劳动节放假未生产。调阅智能用电监控系
统显示，该企业 5月 1日—3日无生产用电记录，其余时间生产用电记录正常，不存在
为了应付检查才停产情况。新郑市永兴工贸有限公司因安全生产许可证换证原因，
从2021年 3月 5日停产至今，不存在“应付检查停产”的情况。该举报问题不属实。

（三）关于“郑州欧普陶瓷有限公司生产时也同样有污染，扬尘和粉尘污染严重”
问题。

针对上次举报的情况，新郑市已于 2021年 5月 2日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其有
组织及无组织排放情况开展取样检测，根据第三方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该企业排放
的粉尘等污染物符合排放标准，该举报问题不属实。

综上所述，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5月 9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进行现场调查。
（一）关于“生产期间气味难闻”问题
现场调查时，该企业正在生产，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企业挤出工序设置在密

闭车间内，产生的废气经“光氧等离子+活性炭吸附设施”处理后由 15米高排气筒排
放。厂区内未闻到难闻气味。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已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于 2021年 5月 10日对该企
业生产时的废气进行取样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该企业生产期间废气能够达标排放。

（二）关于“噪音扰民”问题。
现场调查时，该企业正在生产，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生产设备处于密闭生产

车间内，通过基础减振和厂房密闭隔音后，减少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该企业厂区
周边180米范围内无环境敏感点。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已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于 2021年 5月 10日对该企
业生产时的噪声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该企业生产期间噪声能够达标排放。

综上所述，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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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生产时气味难闻”问题。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在生产，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生产设备设置在生产车

间内，挤出工序产生的废气经集气罩收集通过活性炭吸附设施处理后由 15米高排气
筒排放，在厂区内未闻到难闻气味。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已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于 2021年 5月 10日对该企
业生产时的废气进行取样检测，检测结果显示生产时废气能够达标排放。

该问题部分属实。
（二）关于“噪音扰民”问题。
该企业产生的噪音主要来自于切割工序及运输搬运过程，生产设备处于密闭生

产车间内，通过基础减振和厂房密闭隔音措施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经排查，该企
业厂区周边100米范围内无环境敏感点。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已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于 2021年 5月 10日对该企
业生产时的噪声进行取样检测，检测结果显示生产时噪声能够达标排放。

该问题部分属实。
综上所述，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针对案件反映问题，郑东新区管委会组织工作人员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关于“郑
州市郑东新区和光街与榆林北路交叉口西南角美食广场，有很多违章建筑”的问题，
经查，美食广场商业内街增设的部分玻璃房未办理相关手续，该问题属实。

关于“现在在装修粉尘污染，占用消防通道”的问题，现场查看广场内的商铺确实
存在装饰作业，施工场地硬化且物料覆盖完整，未发现粉尘污染源。通过查看消防图
纸，该装修区域未占用消防通道，故该问题不属实。

关于“卖小吃的油烟污染，噪声扰民”的问题，经调查走访，该美食广场近期未正
常营业，周边也未见卖小吃的摊贩，不存在扰民的情况，故该问题不属实。

综上所述，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2021年 4月 11日，航空港区管委会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核办。经张庄
办事处纪检工委调查，2020年 9月，兰溪园项目进驻前霍村 126号地块，2020年 12
月，进行公开招标，由郑州鼎港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中标该地块的土石方工程。项目
中标后，该公司负责人霍伟强（前霍村五组村民）按照要求对该地块设置围挡、修建道
路，并将地面杂草和土地进行了平整。调查中，未发现村支部书记刘喜栓和办事处领
导参与该项目工程施工或从中协调工程，故“村支部书记刘喜栓和办事处领导勾结开
工”问题不属实。

经航空港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调查，该地块权利人郑州航空港鹏港置业有限
公司于 2019年 12月 31日签订土地出让合同，2020年 11月 3日办理《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郑规地字第4101002020490063号），2020年 11月 17日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豫（2020）郑港区不动产权第0022996号），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故“该工地没有相
关手续，非法开工”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该项目工地现场大面积黄土裸露未覆盖，土方作业未采取抑尘防尘措施
等。故“没有降尘措施，扬尘大”问题属实。

综上所述，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2021年 4月 15日，荥阳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核实。
经查，荥阳市润泽水洗有限公司有发改部门备案，办理有营业执照。2015年，经

荥阳市环保局审批，办理了环境影响报告表（荥环建〔2015〕041号）。清洗过程中不
添加任何洗涤用品，产生的清洗、脱水废水及地面清洗水、生活污水经管网排入市政
管网进入第一污水处理厂，生产工艺为服装—收集—分类—洗涤—脱水—烘干—出
厂。该企业工艺中擅自增加染色工序，且建设一套污水处置设施处理染色废水。其
生产工艺和污染防治设施发生改变。根据法律规定，生产工艺和设施设备发生变更，
需重新办理环评手续。

综上所述，该举报部分属实。

4月 17日，荥阳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现场进行了调查。
经调查，该处倾倒的建筑垃圾是郑州（西部）环保能源项目开建前，对红线内的崔

庙镇白赵村三组民房征迁时产生的。据该地块承包户主张桂英讲，为解决耕种不便
问题，其于2021年 3月 6日与郑州安吉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将部分建筑
垃圾运至自家土地上，准备垫高至与相邻地块基本持平后覆土重新进行耕种。

综上所述，该举报基本属实。

问题1：三官村村支书闫文盛非法占用基本农田，建设（荥阳鼎盛商品混凝土有限
公司）位于荥广路与连霍高速交叉口南向东400米处。

2021年 4月 22日，荥阳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荥阳鼎盛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和
郑州君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调查。

经调查该公司相关工商信息，闫文盛与该公司没有直接关系。荥阳鼎盛商品混
凝土有限公司于2016年 5月，在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占用荥阳市广武
镇三官庙村十四组土地建搅拌站。经测绘，荥阳鼎盛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实际占地
面积 7435.09平方米，根据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证明，该宗地全部为村庄
用地，符合荥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该公司非法占地建搅拌站的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综上所述，该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问题 2：闫文盛利用职务之便占用位于荥阳市广武镇三官村北粮仓对面的二厂，

占用基本农田加盖车间非法进行石子破碎。
2021年 4月 22日，荥阳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荥阳鼎盛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和

郑州君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调查。
经调查该公司相关工商信息，三官村村支书闫文盛与该公司没有直接关系。郑

州君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1月，在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占
用荥阳市广武镇三官庙村土地建厂房，主要用于生产透水砖；经测绘，该宗地实际占
地面积16680.42平方米，根据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证明，该宗地全部为村
庄用地，符合荥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郑州君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违法占地建厂房
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经现场排查，该单位东侧车间内安装有1400×1600锤式破碎机一台、2400振动
筛分机1台、ZG1550型振动喂料机1台。经查阅该单位批复文件，现场与环评批复一
致。破碎车间南侧料场内堆放有部分建筑垃圾，破碎设备入料口及料场现场未发现
有石料。综上所述，该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综上所述，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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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
属实

部分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新郑市新村镇、新郑市梨河镇、郑州市生态
环境局新郑分局将对以上企业加强监管，发现问
题依法依规处理。

新郑市辛店镇、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
将对该企业加强日常监管，发现问题及时依法依
规处理到位。

新郑市辛店镇、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
将继续加强对该企业的监管。

（一）经核实，该美食广场内部玻璃房建筑有
规划手续，故不属于违章建筑。

（二）要求装饰施工单位及时洒水降尘并做
好物料覆盖。商都路办事处加大对此处的巡查
频次，重点盯守，发现污染问题第一时间处理。

（三）加强对美食广场经营单位的监管，督促
其认真做好日常管理，避免出现类似问题。

截至目前，该项目工地已按照要求进行整
改，裸露黄土用土工布覆盖到位；施工道路积尘
已清洗；围挡喷淋正常开启；建筑工地污染防治

“三员”管理公示牌已悬挂到位。
针对该项目扬尘污染问题，航空港区建设局

已对土方施工单位郑州鼎港土石方工程有限公
司进行立案查处，处罚款 4万元，同时，对项目负
责人进行了警示约谈。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荥阳分局责令荥阳市润
泽水洗有限公司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企业与环评
不一致的生产设施已拆除。

1.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 2021 年 4月
18日对郑州安吉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和张桂英
分别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改
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其停止倾倒建筑垃圾
行为并进行改正，截至 4月 26日，已将耕地上的
建筑垃圾全部清理到位并复耕。

2.荥阳市城市管理局对郑州安吉土石方工程
有限公司的违法行为依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
定》（建设部令第 139号）第七条、第十五条之规
定，于 2021年 4月 19日对郑州安吉土石方工程
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荥城管立字〔2021〕
第 2150138号），对安吉公司处罚款八万元。5月
8日，安吉公司已上缴罚款。

问题 1处理及整改情况：荥阳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于 2021年 3月对该公司非法占地的行为
立案调查，2021年 3月 22日，依法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书》（荥自然资罚决字〔2021〕037号），罚
款共计人民币 44610.54元，罚款现已缴纳；涉及
没收的事项已移交财政部门。

问题 2处理及整改情况：2021年 3月荥阳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该公司非法占地的行为立
案调查，2021年 3月 29日，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书》（荥自然资罚决字〔2021〕038号），并送
达当事人，共计罚款人民币116762.94元，罚款现
已缴纳；涉及没收的事项已移交财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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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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