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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八批 2018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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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月亮湾公园堆满垃圾，无人清
理；公园附近有很多养殖户，存在污
染饮用水源地桓仁水库的风险。

同兴镇龙母村三组永盛苗圃旁
边 50 米处有两个养鸡大棚，养殖几
万只鸡，臭气熏天，苍蝇横飞，严重
影响附近村民生活。

楼房镇丹东鸭绿江润滑材料有
限公司与周边居民距离仅几米，噪
声、废气、废水污染严重。

东港市数家水产品加工厂，大
台子和安康等边境合作区管辖区内
的冷库和小水产加工厂，生产污水
直接排入黄海，造成海水污染。

金山镇古城村丹东腾达矿业采
选有限公司排放污水污染地下水。
投诉人称2017年已向中央环保督察
组投诉该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

蓝旗镇丹东天德顺纸业有限公
司有一台 10 吨燃煤锅炉，环保设施
不运行，废气直排，生产台账存在数
据造假问题。

一、老边区排水公司城子泵站
晚间向老边河偷排工业生活污水；

二、老边区欢心湖东侧泵站，管
道没有接入东部污水处理厂，污水
直排营柳河。

阜新镇同乃村山体被开发采
矿，采矿废水乱排，尾矿渣排入农
田，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伊吗图化学园区的企业环保设
施不齐全，经常于后半夜偷排工业
废气、废水，污染环境。

氟化工园区企业环保设施不
全，存在偷排现象，造成细河水质超
标，生产过程中异味扰民。

中固镇清水沟子村内一河流被
污染，水体黑臭，主要是城南工业园
区工业废水未经处理直排入河所
致。去年曾向中央环保督察组反
映，但治理不彻底。

铁西选矿药剂厂夜间生产偷排
废气，去年曾向中央环保督察组反
映，一直未解决。

一、聂家乡毁林开荒、焚烧秸秆
问题依然严重。

二、清河电厂烟囱冒黑烟。
三、政府放任村民在清河水库

内种植农作物，农药化肥流入库区，
污染饮用水源地。

一、双塔区壹品人家、新院人
家、凤凰华府、燕都新区、凤凰家园、
凤凰新城、人民防空多功能工程，北
票市的川州御品、欧韵蓝湾，朝阳县
的龙湾新城、金地雅居这些小区的
建筑工地有大量的沙子、水泥堆放
在施工现场，露天搅拌产生大量粉
尘和噪声，影响居民生活。

二、双塔区长宝乡长宝村朝阳
兰凌水泥厂在相关手续不齐全的情
况下，扩建生产线，占用大凌河的河
滩地，破坏了大凌河生态环境。

一、喀左县南公营子七间房村
石灰厂噪声扰民，生产时粉尘污染
严重。

二、南公营子西村二组后山上
西村党支部书记的养鸡场和大凌河
边多家养殖场，粪便污水随意排放，
污染大凌河。

通往葫芦岛港道路右侧（大唐
工地旁）存在多个无证经营的采砂
场，大量抽取地下水洗砂，造成地下
水位下降；毁林几千平方米，破坏生
态环境；砂料大面积堆积，扬尘污染
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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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一、月亮湾公园实际为滨江公园，相关部门现场检查，公园范围内未发现任何垃圾。滨江公园由桓仁县市政园林管理处负
责日常的维护管理工作，由专人负责公园内环境卫生保洁工作，工作时间为早6:00至晚9：00，日常产生的垃圾做到日产日清。

二、滨江公园北侧确有一家养殖户单玉飞，饲养猪40余头、牛6头、马6匹，城市土地征收部门未对该地块进行征收和拆迁
改造，养殖户不在浑江输水河道水源一、二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内。桓仁县环保局在该区域水面和浑江输水河道分别进行采样
监测，监测指标高锰酸盐指数、氨氮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水质标准。

11月13日，现场检查发现：
王洪峰养鸡场位于振安区同兴镇龙母村三组，不在畜禽禁养区范围内。养鸡场占地约2500平方米，有两个养鸡大棚。现

存栏肉鸡约2.7万只。周边有居民5户，最近距离为30米。建有方钢立柱、彩钢棚全覆盖储粪场2处，落实了防雨、防渗、防漏、
防外溢措施。储粪场异味散发范围约为直径15米至20米左右，该鸡场最近居民距养鸡场约30米。因现为冬季，储粪场内未发
现苍蝇。

2018年10月17日，经第三方检测公司监测，该养鸡场当日排放的臭气浓度值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二级标准要求。

丹东鸭绿江润滑材料有限公司位于丹东市振安区楼房镇,2003年实行股份制买断，更名为丹东东霸润滑材料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3日，相关部门现场调查，该企业全年生产3个月。环保手续齐全。厂界距最近居民20米。目前处于停产状态。
通过查阅相关材料，该项目建设时无防护距离要求。因企业停产，无法实施现场监测。

该企业生产时主要以搅拌为主，搅拌在封闭罐中进行，生产车间封闭且位于厂区中部，距居民最近处厂区外墙约30米，与
厂区外墙间有库房阻隔，外墙约3米高，厂界距最近居民约20米，生产时噪声对外环境影响不大；为减少大气污染，企业于2017
年年底将原有烧大柴锅炉更换为燃烧醇基燃料的导热油炉；生产过程无生产废水产生。

一、投诉问题中提到的东港市辖区内从事水产品经营的加工厂有15家，6家企业已经于2017年底以前建设了水污染防治
设施并进行了环保竣工验收，生产废水经处理后分别排入赵氏沟、石佛河等河流进入鸭绿江西河道，不存在举报所称的“生产污
水直接排入黄海，造成海水污染”的问题。3家企业目前处于停产状态，污水处理装置正在安装中，其污水排放途径是排入赵氏
沟、石佛河等河流进入鸭绿江西河道。另外6家企业检查时处于停产状态，其污水排放途径是排入赵氏沟、石佛河等河流进入
鸭绿江西河道，无国土、村建、环保审批手续，污染防治设施不齐全，认定为“散乱污”企业。

二、大台子和安康位于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江海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目前，位于办事处内的冷库及水产加工企业共计49
家，其中 20 家具有一定生产规模，其余 29 家均属于小型家庭作坊。所有企业中有 15 家正处于经营状态，其余均处于停产状
态。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大部分直排至周边沟渠，随后流入柳林河、石佛沟等水域，未直排黄海。相关部门对企业现状
梳理发现，丹东佳美食品有限公司、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丰麟水产品冷冻厂、丹东天程食品有限公司三家企业在没有环保手续
的情况下生产，已经对以上企业展开立案调查。

该企业因尾矿库泄漏造成地下水污染于2009年6月被丹东市元宝区政府责令关闭，至同年11月5日，该公司原料、尾矿渣
及尾矿废水全部清运并安全处置，生产设备全部拆除。2009年11月17日，经监测附近饮用水及地表水水质均符合相关标准。

2018年11月12日，相关部门对原丹东腾达矿业采选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核查，原有几间破旧房屋大门已用木棱钉死；院内地
面杂草丛生，未发现任何生产复产迹象。

2018年11月12日,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12吨燃煤锅炉配套建设的XZTD多管除尘器和SHC-12t/h型脱硫脱硝塔处于运
行状态，锅炉烟气经过二级处理后排放。2018年11月1日，凤城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测站对锅炉烟气进行了监测，监测报告显
示，锅炉烟气中的各项污染物均达标排放。因该公司提供的生产台账不完整，无法证实是否存在数据造假问题，情况基本属实。

一、经核实，城子泵站在老边河南岸有一强排口，主要用于汛期防洪度汛和排水设施故障处理应急抢修。城子泵站2018年
1月-10月共开启雨水强排泵向老边河排放20次，其中按照老边区防汛指挥部要求和实际汛情降雨量开启雨水强排泵向老边河
排放13次，排水设施抢修、应急处理排放7次，不存在向老边河偷排工业生活污水的现象。

二、老边区欢心湖东侧泵站，实为东升路泵站，生活污水收集后通过庄林路排水管网输送至东部污水处理厂，所以不存在管
道没有接入东部污水处理厂现象。东升路泵站2018年1月-10月共开启雨水强排泵向营柳河排放12次，均为按照老边区防汛
指挥部要求和实际汛情、降雨量开启雨水强排泵向营柳河排放。排向营柳河属实，属汛期应急强排，除上述情况外，东升路泵站
雨水泵及闸门处于关停状态，并非直接排入营柳河。

同乃铁矿位于阜新镇同乃村，阜新镇同乃铁矿始建于1958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均有采矿行为。2001年12月30日取得
探矿许可证，2004年3月取得采矿许可证；为露天、地下开采的集体企业，生产规模为9万吨/年，分（东西两部）四个矿区开采。
反映的阜新镇同乃村山体被开发，经查，山体属于铁矿许可证范围内，属于企业正常生产行为。企业自2013年至今处于停产状
态，现场未发现有采矿排水现象，尾矿渣排入农田部分属实。经查，堆放废物为一般固体废物，东部矿区剥离物压占一般耕地
11.0509亩，西部矿区剥离物（一般固体废物）压占一般耕地53.7404亩，未造成环境污染。

一、园区生产企业均安装有废气处理系统，运行正常。开发区加快推进企业安装VOC在线监测系统。目前，已有20家企
业签订了订货协议，其中7家企业正在进行安装调试。2018年年底前系统安装完成后，开发区统一平台监督管理。开发区污水
排放“一企一管”工程已于2018年6月30日投入使用，企业污水经厂内预处理后，由“一企一管”排入“中间站”，经由碧波污水处
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细河。中间站内建有污水在线监测设备，企业排水过程由在线监测实时监测水质，在线监测设备由有资质
的第三方公司运维，中间站建设、运行均由开发区管委会负责。

二、相关部门采取白天检查、夜间巡查的方式开展专项检查，检查结果为：各企业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正常，均有防治污染设
施运行台账；未发现各企业有偷排情况。严格落实值班值宿制度，双人24小时值班，双休日4人值班，确保对开发区环保工作24
小时无缝隙监管，采取不定时巡查方式进行检查，各企业废气治理设施运行状态正常，未发现有偷排行为。

一、园区生产企业均安装有废气处理系统，运行正常。开发区加快推进企业安装VOC在线监测系统。目前，已有20家企
业签订了订货协议，其中7家企业正在进行安装调试。2018年年底前系统安装完成后，开发区统一平台监督管理。开发区污水
排放“一企一管”工程已于2018年6月30日投入使用，企业污水经厂内预处理后，由“一企一管”排入“中间站”，经由碧波污水处
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细河。中间站内建有污水在线监测设备，企业排水过程由在线监测实时监测水质，在线监测设备由有资质
的第三方公司运维，中间站建设、运行均由开发区管委会负责。

二、氟产业开发区建有一座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负责处理开发区企业预处理后的化工废水。企业污水经厂内预处理后，
由“一企一管”排入“中间站”，经由碧波污水处理厂处理水质达到一级A类指标后排向细河。碧波污水厂已完成环保验收，在
线数据显示稳定达标排放。驻区环境监察部门对碧波污水处理厂进行检查，该企业只有唯一进水口和出水口，并安装有在线监
测系统；厂区至细河排放口只有一条排污管道，未发现该企业有偷排行为。开发区企业污水排放采用“一企一管”方式进行，污
水排放中间站内建有污水在线监测设备，未发现偷排现象。自2018年9月8日起，碧波污水厂对氟化物处理工艺进行再调整，
确保污水厂出水氟离子浓度稳定在6 mg/L以下。2018年9月、10月碧波污水厂平均氟离子排放浓度为5.48mg/L、4.50mg/L。

细河日流量约为25万吨，碧波污水处理厂日排水量为1700多吨，占细河流量的0.68%。2018年10月9日至12日，碧波污水
处理厂停排3天，国控平台显示细河水质仍然超标，故排除细河水质超标是由园区企业造成的。

三、开发区内化工生产企业均为精细化学品生产企业，主要产品为医药、农药中间体。由于生产过程中无组织排放等原因
偶有异味产生。开发区委托第三方公司开展臭气浓度跟踪监测，结果显示：1000米范围内企业周边偶有超标，超标原因为企业
生产过程中无组织废气排放行为所致。1000米外居民住宅区无超标现象。

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期间，相关部门对该条河流生活垃圾污染问题进行了整治，共计清理河道垃圾60余吨，同时采取了河
道巡护、竖立禁止倾倒垃圾警示牌、宣传引导等一系列措施，切实加强河道整治维护工作，治理前该条河流河道内存有大量生活
垃圾，水体发黑发臭,通过整治,水体已变清澈,臭味已消除,水质已得到明显改善。

2018年11月12日，有关部门现场检查发现，城南工业园区有两家企业污水排入该条河流，分别是开原市胜利牧业有限公
司、开原市富康食品有限公司。开原市富康食品有限公司目前已季节性停产。升级改造的日处理量800吨污水处理站已投入
使用。2018年11月13日，开原市环境保护局对开原市胜利牧业有限公司现场检查并对排放的污水进行了监测，该公司日处理
量2000吨污水处理站运行正常，未发现废水直排；根据监测报告显示，该公司排放的废水各项污染物均符合排放标准。

通过对该条河流详细排查，未发现河道内有垃圾和漂浮物,也未发现偷排现象。通过对当地村民进行走访问询，村民表示
通过一年的长期管理，河水已经没有难闻的气味了，水变清了，也有鱼了。目前，该条河流水体清澈，未发现发黑发臭现象。

此信访投诉内容与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信访案件受理编号1027、5843为同一案件。2017年5月7日因大气污染物超标排
放，对其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并下达停产整治告知书。同年5月9日，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罚款人民币40万元，企业已缴纳罚款。铁岭选矿药剂有限公司在停产整改期间对原有燃烧炉进行大修改建。为更好地解
决对无组织排放气体管控，新建封闭产品库房150平方米，改造封闭库房1140平方米，对产生异味的原料及产品进行二次气密
性包装，统一存放，保证易产生异味的原料及产品进入封闭库房保存。2018年初，该厂投资新建尾气净化喷淋塔，对工艺尾气及
生产厂房内空气进行净化处理后排放。2017年6月、12月，2018年1月、2月、5月、7月对该厂厂界无组织排放臭气浓度进行监
测，监测结果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中2级排放标准。

2018年11月12日现场检查时，铁岭选矿药剂有限公司处于正常生产状态，各项污染物处理设施运转正常，有运行台账加药
记录。铁岭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对该企业厂界无组织排放臭气浓度进行监测，监测时间为11月12日16时、18时、20时、22时，监
测结果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中二级排放标准。

一、经有关部门调查核实，2018年3月21日，清河区林业局下发《关于清河区开展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行为专项整治行
动的实施方案》，同时加大退耕还林工作力度，聂家满族乡2018年完成春季造林1890亩，秋季补植500亩。针对个别村存在“老
荒复垦”情况，林业部门加大打击力度，对该乡老荒复垦种植的农作物进行了铲除，并对当事人做出罚款、限期恢复林地现状的
处理。今年秋季，全区组织开展秸秆禁烧工作，聂家满族乡政府成立了防控巡查工作小组，全面加强了秸秆禁烧工作。通过巡
查，未发现火点。

二、反映的清河电厂全名为辽宁清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安装有烟气在线监测设备并与国家、省、市环保部门联网，
数据传输稳定，并定期委托第三方对大气污染物排放进行监测。监测数据显示，该公司烟尘排放浓度远远低于《火电厂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三、2018年3月初，相关部门开展清理整治耕种水库周边水淹地专项行动。2018年3月9日开始至4月14日加大宣传力度，
分别印发禁止耕种水淹地的《告知书》，送达了停止签订土地租赁承包合同、取消收取土地租赁承包费的《通知书》。各乡镇街同
时组织宣传，统计耕种地块。2018年5月17日至6月29日，对擅自强行种植农作物地块进行机械清除，共清除5000余亩。由于
清除及时在此段时间内村民未对种植农作物使用农药化肥。

一、现场存放的水泥、沙料未及时整理并采取覆盖措施；建筑垃圾未及时清理。
二、该公司共有两条水泥熟料生产线：一是日产1000吨熟料生产线，该生产线环保手续齐全；二是扩建的日产5000吨熟料

生产线，2017年1月10日，辽宁省发改委、工信委联合发文认定朝阳兰凌水泥有限公司日产5000吨水泥熟料生产线项目为违规
在建项目，已按要求停止建设，一直未投入生产。2013年6月，对日产5000吨熟料生产线项目未经审批擅自开工建设的违法行
为处以10万元罚款，并责令停止建设。

三、2018年11月14日，经现场调查，朝阳兰凌水泥有限公司生产厂区有合法用地手续，单位于厂区东侧有23513平方米用
于临时堆放废旧生产设备及建设材料，未办理用地手续。经水务部门调查，该企业未占用大凌河的河滩地，不存在破坏了大凌
河生态环境问题。

一、2018年11月12日，该厂石灰窑正常生产，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转，正在建设3500平方米全封闭式原料库，厂界四周抑
尘网已安装完成，进入厂区道路已全部硬化。但发现厂区内堆料场未全部覆盖。11月13日委托第三方公司对窑炉排气筒出
口、无组织废气（颗粒物）、厂界噪声（昼夜）及声环境质量进行检测。检测报告表明，废气检测结果符合《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噪声检测结果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二、经排查共有7家养殖场（户），分别是：1.喀左县崎峰养殖场。堆粪场为临时简易堆粪场，没有采取防雨、防渗、防溢流措
施，粪便定期出售给朝阳百盛有机肥料厂。2.喀左县凌河牧业有限公司。堆粪场和防渗池距离大凌河30米左右，无暗管和排污
口，未发现污水外排现象。3.朝阳家壮牧业有限公司。该养殖场无环评审批手续，堆粪场为临时简易堆粪场，没有采取防雨、防
渗、防溢流措施，粪便定期出售给大棚用户。无暗管和排污口，未发现污水外排现象。4.喀左县凌鑫牧业。近几年未进行养殖
活动。5.个体养殖户刘东起。养殖生猪产生的干粪便存放在自家门口，尿液直接进入有防渗储液池。粪便都用在自家的13亩
耕地上。无暗管和排污口，未发现污水外排现象。6.个体养殖户郭明洪。粪便堆在自家院内，定期还田。无暗管和排污口，未
发现污水外排现象。7.个体养殖户李树文。近几年未进行养殖活动。

一、鑫海市政砂场废物再生材料加工项目于2018 年 9月建成并投入使用，该项目未向环保部门报批投入生产运行。葫芦
岛市环保局针对该砂场环境违法行为依法立案处理。该砂场主营业务洗砂并非举报的采砂。选砂作业所用的洗砂水来自市污
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污水处理厂的中水，不抽取地下水。作业场地靠近道路一侧建设有防尘围挡，现场堆存的航道疏浚
物和筛选出来的砂子全部采取了防尘网覆盖，作业现场地面采取了工程车洒水抑尘措施。检查时现场未发现扬尘污染问题。

二、戢德振临时堆存场地原堆存数量大约1800立方米，主要成分为沙子、土，现场沙子、土苫盖完整。院内无地下井，采砂、
洗砂情况不属实。龙港区环保局要求于某11月19日前清理沙土，现已清理完毕。

三、以上两家企业地处白马工业区，土地属龙港区军民融合产业园区所有。2018年11月13日，现场调取林地资源图，判定
举报地块不在林地范围内，原场地无树木，龙港区农经局为该地块出具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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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加大对公园的常态化管理力度，进一步强化环
境卫生巡查管理工作，坚持做到垃圾不过夜，清扫
保洁无死角，一经发现有倾倒垃圾现象，及时处理。

对养殖户产生的粪便做到当日清除，保持清
洁。鉴于养殖户离住宅小区距离较近，责成该养殖
户对养殖畜禽于2019年5月1日前完成迁移，逾期
不改正的将按有关规定，强制拆除养殖设施。

针对夏季可能出现苍蝇多、异味重的问题，要
求该养鸡场对两处堆粪场进行改造，增加围挡墙高
度，地面和墙体强化防渗处理。同时，定期对堆粪
场进行消毒和灭蝇处理。

相关部门加强对该养鸡场的监管。

加强对该公司的监管，待企业复产后进行环境
监测。

东港市人民政府将按照《东港市打好“散乱污”
整治攻坚战实施方案》，避免“一刀切”的原则，对清
查在册的“散乱污”企业名单进行逐一会审，建立

“一厂一策”，精准分类，分步落实“散乱污”企业的
整治工作。2018年11月30日完成清查，12月30日
前完成分类，2019年年底首先完成水产行业的“散
乱污”企业整治工作。

无

加强对企业的监管，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
行。

无

东阜蒙县国土局于 2018 年 11 月 18 日向企业
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由于废料堆放量
大，且东部矿坑塌陷治理需要废料回填，要求企业
2019年 6月 1日前完成清理。逾期不改正的，将依
法追究法律责任。

将继续加大监管力度，确保开发区企业环保设
施齐全，正常运行，严禁偷排情况发生。

将继续加大监管力度，确保开发区企业环保设
施齐全，正常运行，严禁偷排情况发生。

加大对园区排水企业的日常监管，要求企业污
染物处理设施正常运行，达标排放。

进一步加大对河道日常巡护，加强河道治理，
杜绝生活垃圾向河道乱倒行为。

铁岭市环保局银州分局将对该企业加强日常
监管，要求企业加强管理、正常运行环保设施，确保
污染物达标排放。

坚持举一反三，加大防控巡查力度，进一步细
化工作措施，将责任落实到具体地块、具体人员，完
善“网格化”管理。

一、针对施工现场存在的问题，朝阳市住建局
下发了隐患整改通知单，并责成该项目施工单位限
期完成整改。11月15日，已全部整改完毕。

二、针对朝阳兰凌水泥有限公司临时用地无手
续问题，国土部门依法对其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
行为通知书》，责令企业 15 日内清除地上物，恢复
土地原状。

一、针对厂区内堆料场未全部覆盖问题，喀左
县环保局依法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2万
元罚款，罚款已缴纳。

二、对喀左县崎峰养殖场产生的粪便随意堆
放，未建设污染防治配套设施的行为。责令其立即
组织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依法对其下达了责改
决定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罚款 1 万元，罚款
已履行；对喀左县凌河牧业有限公司属规模养殖建
设项目未进行竣工污染防治设施验收，责令该公司
立即组织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对朝阳家壮牧业
有限公司、郭明洪（养殖户）和刘东起（养殖户），未
及时对畜禽粪便进行清运，影响周边居民生产生活
的行为，分别依法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对临时堆放点露天存放的
粪便进行清运，做到粪便日产日清，并做好无害化
处理。目前朝阳家壮牧业有限公司正在办理备案
手续。

一、葫芦岛市环保局针对鑫海市政违法行为，
依法立案处理，罚款人民币20万元，并要求其改正
违法行为。

二、戢德振临时堆存场地已清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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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诫勉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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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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