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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郑州市荥阳市崔庙镇
王宗店村，天瑞水泥石子
厂，采石、噪音严重、粉尘
污染、运输过程中抛洒严
重、车辆出入未冲洗。

荥阳贾峪镇恒大山水
城 3 期，文泽大桥与湿地
公园之间的河道（文泽路
以北的死水河道），无来源
的建筑垃圾随意倾倒在
此。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
古荥镇张定邦村，自 2016
年后大量破坏生态林地，
面积超过 300余亩建造公
墓。具体地点未张定邦村
北，邙山陵园南，黄河桥村
邙岭大道西。

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
黄河桥村鹿鸣山庄南黄六
组处，自 2018年至今由惠
济区木马村涉嫌违法破坏
生态林地近百亩（以实际
测量为准），违建墓地。

惠济区环保局人员结
构严重失调，2016年惠济
区环保局报请区政府面向
社会公开招聘 10名（现剩
9名）环保专业硕士研究生
充实人员力量，但郑州市
环保垂改从 2016 年一直
拖到 2021 年元月才基本
有了实质进展，期间一直
以环保垂改编制冻结为由
导致该 9人编制一直不能
进区环保局，一直维持现
状至今。经过上次反映，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对上次
问题解决问题方式粗暴，
没有实际解决问题，敷衍
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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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4月 23日，荥阳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问题现场进行了调查。
现场调查时，天瑞集团郑州水泥有限公司王宗店矿区处于正常生产状态。该

矿区作业面采用的是穿孔铲装运输设备，穿孔铲装设备及破碎锤作业时同步配备
有雾炮车降尘。该矿山委托具有资质的洛阳市豫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和河南锦源
建设有限公司进行石灰石开采，过程中采用先进的深孔微差爆破方式，能有效控制
噪音和扬尘，且在爆破过程中采用大功率远距的雾炮车，在起爆的瞬间，雾化抑尘，
有效抑尘。开采的矿石符合水泥熟料要求的，通过密闭的皮带廊运输至天瑞集团
郑州水泥有限公司熟料线存料场。不符合水泥熟料生产要求的矿石由天瑞集团郑
州新材料有限公司骨料生产线加工成建筑用石料。

现场看到，天瑞集团郑州新材料有限公司建筑骨料及机制砂生产线所有的皮
带廊道及生产车间均进行了密封，破碎机、筛分机等生产设备设有减震基础，生产
区四周建设有封闭围墙，整个厂区进行了绿化，产生的噪音得到了有效控制。生产
工序配备有 63台高效袋式除尘器，同时，在各物料卸车口及产品装车口处均配备
有高压喷雾系统，有效抑制了正常作业期间产生的扬尘。装车时严格执行禁止超
限超载相关规定，做到平斗盖棚不超载。车辆进出厂门口配备有两套自动冲洗装
置，全天对所有进出厂车辆进行冲洗作业，杜绝了车轮带泥上路现象。同时，配备
有一辆洒水车和一辆多功能清扫车，对全厂道路及 S232（矿区门口至崔庙镇徐庄
村十字路口段）进行不间断清扫降尘作业。同时，荥阳市交通运输局配置自卸汽车
1台，湿扫车 1台，洒水车 1台，实行人机结合清扫方式，对该路段每天进行“两清
扫、两洒水”。

经沿路查看，车辆运输过程中的抛洒现象，主要发生在崔庙镇 S232和 X021
交叉的徐庄十字路口处，因该处道路路面破损严重，途经此处的运输石料车辆常常
颠簸倾斜，导致有抛洒石料现象。

天瑞集团郑州水泥有限公司于2021年4月13日委托河南恒信检测研究院有限
公司对天瑞集团郑州新材料有限公司厂界噪声进行了检测，检测报告显示：厂界噪
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4月 24日，又委托河南省政院检测
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厂界无组织颗粒物进行了检测，报告显示：厂界无组织颗粒物符
合有关标准要求。2021年 4月 25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荥阳分局对天瑞集团郑州
新材料有限公司附近敏感点噪声及无组织排放颗粒物进行了监测，结果均符合相关
标准要求。

综上所述，该举报件部分属实。其中：噪音严重、粉尘污染、车辆出入未冲洗问
题不属实，运输过程中有抛洒现象属实。

综上所述，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4月 27日，荥阳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举报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
经现场核实，文泽大桥与湿地公园之间河道，确实存在少量建筑垃圾和房屋装

修垃圾，倾倒点位于文泽大桥东侧河道的南北沿岸。经走访周边村民，所倒垃圾为
周边楼盘建设初期遗留，还有一部分为楼盘业主装修时倾倒。

经荥阳市水利局核实，该区域原属于河道，但该河道已经干枯很多年，没有活水
来源，只留存有一小坑雨污水，面积约为10平方米，深度半米，为周边雨水积存点。

综上所述，举报河道确实存在，但没有水源，河道内存在雨水集存点。河道内存
在周边楼盘遗留少量建筑垃圾和周边楼盘业主装修时，工人随意倾倒的装修垃圾。

综上所述，该举报问题属实。

2021 年 4 月 15 日，惠济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经查，
2016年 11月，因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需要把相关村庄的坟墓进行迁移，金洼村、
杨庄村、弓庄村和京水村将坟墓迁到张定邦村，占地共计 70余亩；2017年，因古荥
大运河文化区项目，古荥村、纪公庙村、程庄村、南王村将坟墓迁至张定邦公墓；
2018年，由于大河路及四环快速化建设及大运河治理、荥泽古城开发等工程，将弓
寨村、古荥村、纪公庙村、程庄村和南王村坟墓迁至张定邦村，占地为 50 余亩。
2019年，古荥村因荥泽古城开发，又迁入张定邦村约2000个坟墓，占地20余亩。

其中，2018年 6月 12日，惠济区民政局对古荥镇下发《关于对“张定邦村违规
建设和销售经营性墓地”问题进行调查处理的函》（惠民字〔2018〕49号），责令停止
建设，在未取得相关合法手续前不得开工；2019年 1月，惠济区民政局分别向惠济
区国土资源局和惠济区林业局发关于张定邦村非法占用土地、林地私建墓地有关
问题的通告函，建议从非法占用土地、林地等方面开展联合执法。

2019年 4月 8日，惠济区民政局对惠济区古荥镇张定邦村委会下达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通知书（惠民责停字〔2019〕第 2号），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2019年 6
月 5日，惠济区民政局对惠济区古荥镇张定邦村委会下达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通知书（惠民罚责改〔2019〕1号），责令其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2020年 8月 6日，惠济区古荥镇人民政府向惠济区民政局发来《关于完善张定
邦村公益性墓地相关手续的函》（古政〔2020〕70号）文件，恳请对张定邦村公益性
公墓手续办理给予支持。2020年 10月 20日，惠济区民政局向古荥镇回复《关于完
善张定邦村公益性墓地相关手续的回复函》（惠民文〔2020〕第 30号），要求古荥镇
按照《郑州市殡葬管理条例》和《郑州市公墓管理办法》等规定和审批流程进行审
批，尽快完善张定邦墓地相关手续。

自2017年以来，惠济区林业和园林局多次收到举报，赴现场制止违法行为，并
上报市森林公安。其中：2017年 2月 8日上午，有群众举报张定邦墓地有推土挖山
现象。接到举报后，惠济区政府立即组织人员前往现场查看。经查，现场有1辆推
土机和2辆挖掘机正在设施作业。惠济区工作人员立即勒令其停工并报告市森林
公安派出所。2月 8日 14时左右，森林派出所到达现场，将3名工作人员带走，此案
件移交森林派出所。

综上所述，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实，群众反映的黄河桥村六组（黄六组）墓地未办理墓地审批手续，该地块
坟墓是历史遗留的老坟地和2018年木马村城中村改造统一迁入的集体墓地，已埋
放骨灰约 700个，为木马村已故村民。根据惠济区林业和园林局以及郑州市自然
资源局惠济分局调查情况，墓地占用林地面积约20亩。

惠济区民政局于2019年 5月 8日对其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目前，违
法行为已终止，严令禁止新建行为发生。

经查，2016年，惠济区公开招聘 10名（现剩余 9名）高层次和紧缺人才到区环
保局下属事业单位工作，根据 2016年 4月 25日的《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关
于做好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期间工作意见的通知》豫政办
〔2016〕45号文件中第三条要求“改革期间立即冻结机构编制，暂停各省辖市、省直
管县（市）环保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的干部任免、人员调动和录用等事项”。自 2016
年至今，为加强环保工作力量，将该 9名同志抽调到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惠济分局
（原惠济区环境保护局）工作，人事关系隶属于惠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信息中心。

根据《郑州市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工作方案》（郑办
〔2019〕20号）规定：按照国家、省环保垂改有关政策要求，以环境保护部、中央机构
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财政部《关于做好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
改革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环人事〔2016〕21号）确定的冻结时间 2016年 2月 22
日为截至点，将各县（市）区生态环境部门截至点前列入改革范围内且符合相关政
策规定的机构、编制、人员（在编在册）全部划转到市生态环境局统一管理。现全市
垂改工作已结束，该 9名同志未能上收。目前，该 9名同志仍为惠济区事业单位在
编工作人员。

自 2016年至今，该 9名同志在环保工作岗位履职尽责，为惠济区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发挥了应有作用，对辖区污染防治工作也付出了很多努力。结合郑州市生
态环境局对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18批案件编号X2HA202104240102
的回复情况：“惠济区政府按照国家、省市环保改革精神和要求，对这9名公开招聘
人员进行妥善安置。”惠济区高度重视安置工作。

综上所述，该举报问题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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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针对 S232 与 X021 交叉口路面破损问
题，荥阳市交通运输局已对老 S232与 X021交
叉口路面损坏部分进行了修补，共修补 550平
方米路面，已于5月 14日完成修补通车。同时，
日常投入湿式清扫车 1台、洒水车 1台、养护工
人10人进行道路清扫保洁维护。

2.崔庙镇将进一步压实天瑞集团郑州新材
料有限公司的主体责任，确保该公司按照各项
环保要求和行业标准规范从事各项生产经营活
动。

荥阳市贾峪镇针对举报问题，立即进行了
整改，组织力量对河道附近建筑垃圾进行清理，
现已清理到位，并对河道两侧覆土并进行绿化。

目前，该处已停止墓地的开发建设，该区域
已进行植树造林，已栽种树木200余亩。

下一步，惠济区将持续加强排查监管，加大
对此类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深入推进环
境污染防治工作。

2018年 12月 13日，郑州市自然资源局惠
济分局已对郑州市宁寿实业有限公司进行行政
处罚（编号：惠国土资罚决字〔2018〕第 146号），
2019年 12月 22日，惠济区林业和园林局对郑
州市宁寿实业有限公司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中扣
除土地部门查处部分，对剩余被占用土地的性
质、面积及毁坏程度进行技术鉴定，于2020年 8
月由惠济区林业和园林局予以行政处罚（编号：
惠林罚决字〔2020〕第004号）。

现已责令停止黄河桥村六组地块墓地建设
违法行为，禁止新建，下一步，将加大巡查力
度。目前，涉及地块已停止墓地建设，并已栽种
树苗恢复林地功能。

针对 9名环保专业研究生安置工作，惠济
区政府已在尊重个人意愿的前提下对涉及人员
进行了妥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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