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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石佛乡张家村北侧 200 米处的
辉山乳业牛场，异味刺鼻，粪便尿液
直接排到地下，污染地下水；病死牛
不经处理就地填埋。现在有40多名
工人得了一种传染病，造成附近居
民恐慌。举报人要求给附近居民动
迁。

高花街道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时产生刺鼻性气味，异味扰
民问题严重。

富城三期小区西侧的新生活化
妆品厂距居民区仅 10 米，废水处理
设施常年不运行，危险化学品私自
处理。

七顶山街道陆海村金山包装材
料厂现有1台4吨蒸汽锅炉，按规定
应该取缔；有1台1.5吨煤气发生炉，
15 分钟加煤一次，加煤时有大量煤
气泄漏，污染环境。

北海热电厂排放的废气存在异
味和粉尘污染，且夜间运行时噪声
影响附近香洲园小区居民休息。现
在热电厂要增加七台锅炉，举报人
担心增加锅炉后扰民问题更严重。

红旗镇张家村村委会主任在没
有取得任何手续的情况下，私自在
张家村水库旁边建绿山高尔夫球场
和大连前园食府饭店。举报人担心
污染水源。

大连电连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非法破坏及占用红旗街道岔鞍村
南岔沟农田、土地，在西郊森林公园
深处建设房屋，破坏林地5万余平方
米。

旅顺口区开发区政府在没有任
何手续的情况下，在月亮湾公园和
世界和平公园的海岸附近填海造
陆。

金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在金普
新区七顶山街道陆海村长岛子东侧
违规填海造地，影响海产养殖，曾向
中央环保督察组反映，问题未解决。

鞍钢集团将生产废物堆放在厂
区大门外，刮风时产生扬尘污染，还
将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排放在厂内
的河里，污染地下水。

深沟寺七区南侧的玉佛苑北山
上万亩植被被毁，还在山上挖了一
个大坑，夜间偷偷向坑内填埋生活
垃圾和建筑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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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18年11月19日，现场调查发现，案件所述牛场为辽宁世领自营牧场公司立
新养牛场。该养牛场2015年建成投产，现养殖约1500头奶牛，配套建设与养殖量
相配套的5套干湿分离机、1栋干粪棚和2万立方米防渗氧化塘，其南侧550米处
为张家村，东南处210米处尚有该村11户居民。委托第三方对该养牛场周边臭气
浓度、地下水质进行监测，检测结果显示，西侧场界处臭气浓度超标0.2倍，下风向
张家村臭气浓度达标，存在异味问题；张家村地下水、自来水和养牛场自备井水质
达标，该养牛场每年1次的地下水水质自行检测结果亦达标。养牛场各养殖区、
粪尿收集处置区均有防渗处理和地面硬化处理，粪便经干湿分离机分离后，湿粪
进入氧化塘进行无害化处理，干粪由沈阳大仓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回收，用于
农业还田，无直排地下问题。但在干粪棚外运装车时有少量干粪掉落地面。通过

“辽宁省动物卫生信息追溯平台”查阅，该养牛场近两年所有病死牛按照《病死及
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标准，均采取了化制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处理后
剩余物全部储存于密闭容器内，未发现不经处理就地填埋问题。卫生部门通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查阅2017年、2018年传染病发病情况，显示该养牛
场近两年无布病等人畜共患传染病的发生，并对养牛场负责人员代表和工作人员
代表走访调查，近期无布病等传染病发生。

针对居民要求动迁的诉求，相关部门将对照相应法律法规进行调查。
11月24日，再次对该牛场进行边界臭气浓度监测，监测数据达标。

2018年 11月 19日，现场检查发现，企业于 2013年 12月 18日通过审批，2017
年11月13日通过专家评审完成自主验收。建设有废气污染治理设施。

自 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至今，环保部门对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共现场检
查19次，其中日常检查17次和随机检查1次，夜查1次，未发现环境违法问题；同
时开展废气监测 15 次，其中有组织 6 次，厂界无组织 9 次，监测结果均为达标排
放。

2018年11月19日现场检查，厂界外周存在化工厂特有的气味。废气处理设
施均处于正常运行状态，设施运行记录齐全，监督性监测数据显示均达标。已于
11月5日夜间、11月6日日间对该企业厂界无组织废气、有组织废气进行采样，均
达标排放。

11月19日，现场检查发现，被举报企业为新生活集团（中国）有限公司，位于
苏家屯区玫瑰街 140 号，距离居民区最近 217 米。企业环保审批及验收手续齐
全。企业年废水排放量 8580立方米，生产 280天，日产污水量约 30立方米（生产
废水特征污染物为 COD和悬浮物），污水处理站处理能力 60立方米/天，污水治
理设施运行正常，处理后排入城市管网，进苏家屯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企业自行委托第三方对废水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未超标。企业有加药记录、
台账，污泥每年产生1.8吨左右，晾干后与生活垃圾一同由环卫部门清运。现场检
查时，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近三年来，共到企业检查4次，监察时企业正常生
产，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转。11月19日，委托第三方对废水进行检测，检测结果
未超标。企业生产原料中只有酒精属于危险化学品，按生产用量采购使用，全部
用于生产，无剩余危险化学品。

该单位厂址所在地不属于禁燃区，所以锅炉不在强制取缔范围之内。现有的
4吨蒸汽燃煤锅炉手续齐全，该锅炉在今年4月起已停止使用。

该企业有一台1.5吨煤气发生炉，用于造纸设备加热烘干，40-50分钟加一次
煤。但按照煤气发生炉的工作原理，加煤时不会有煤气泄漏的情况。目前该企业
已于2018年4月份停产至今，2018年11月19日对该企业进行了现场检查，企业仍
处于停产状态。环保部门责令企业加强对煤气发生炉的管理，加大对煤气发生炉
的维护和检修频次，确保安全使用。

经多次跟踪检查，北海热电厂除尘、脱硫设施运转正常，在线数据达标。现场
未发现异味现象。环保部门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对北海热电厂厂界噪声进行监
测，其南侧夜间厂界噪声超标。经调查了解，因热源不足，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拟按供热规划在北海热电厂新建7台热水锅炉，目前正在做项目前期准备工作，
该项目尚未开工建设，未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11月19日，对两家企业的经营手续及环保设施情况进行现场核查，未发现问
题。

大连绿色家园服务会所相关土地、规划、经营执照及环保手续齐全,污水经隔
油池进入市政管网最终排放至马栏河污水处理厂；老大连田园食府为张家村集体
企业，所在土地为集体村庄用地，经营执照及环保手续齐全,污水经隔油池进入市
政管网最终排放至马栏河污水处理厂。

该案件违法主体分别是大连安达庆安开发公司和大连电连机电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2006年以来，大连安达庆安开发公司破坏西郊国家森林公园内南岔沟区
域的集体林地并将形成的土地对外租赁,涉案违法用地性质为集体林地和村庄用
地, 未占用农田。其中，2006年3月，大连安达庆安开发公司未经批准在甘井子区
红旗街道岔鞍村南岔沟违规占地20140平方米建设办公楼等项目；2010年5月，大
连安达庆安开发公司未经批准非法占用30110.5平方米土地擅自在甘井子区红旗
街道岔鞍村南岔沟建设养老度假村（翠林悠然别墅）项目；2011年6月，大连安达
庆安开发公司未经批准非法占用1576.1平方米土地擅自在甘井子区红旗街道岔
鞍村南岔沟建设自来水泵房项目。国土部门分别于2006年7月6日、2011年3月
31日、2012年 5月 7日对上述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同时大连市森林公安局
于 2011年 5月对大连安达庆安开发公司破坏岔鞍村 49067平方米林地的违法行
为刑事立案调查，并于2013年3月26日由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因
被告涉事企业法人病故未继续追究其刑事责任，判处罚金10030320元，已经全部
缴纳。

2018年9月，对大连电连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占用6827平方米土地并将地
面水泥硬覆盖及放置多个集装箱作为宿舍和仓库使用等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
查。

“旅顺世界和平公园海岸侵蚀治理与沙滩养护项目”是由国家海洋局和财政
部批准的惠民工程，2015年7月，申请中央资金，用于世界和平公园部分岸线的治
理及修复，2015年11月20日“旅顺世界和平公园海岸侵蚀治理与沙滩养护项目”
获得了国家海洋局和财政部批准，2016 年 5 月该项目开工建设，11 月底工程竣
工。项目完成了斜坡式护岸1100米、直立式护岸240米、800米长卵石滩、贯穿全
线的木栈道、4.1万平方米的公园式广场及配套休闲设施。项目建设进一步美化
了滨海海岸景观。

2010年，金州新区管委会确定正式实施长岛以东13平方公里的盐田整治和
填海工程。当年进行了场地回填和土地整理，盐田整治和填海工程于 2011年开
工建设，2013年全面停工，至今再未发生过新的施工作业。在开工建设的同时，按
照国家用海政策要求，全面启动了海域规划报批和海域使用手续的办理工作。
2011年相关区域用海总体规划编制完成，后经大连市政府批准和辽宁省海洋与渔
业厅审查上报至国家海洋局。但因受国家海洋局相关政策调整的影响，此用海规
划待批。

2017年国家海洋督察组在辽宁进行巡视，对园区的历史围填海进行了立案、
罚款，并实施了问责。国家海洋督察组提出了整改意见。目前，整改工作正按照
整改方案和措施要求稳步推进。

去年接到举报后，金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高度重视，立即调动机械将进水口
淤泥挖除，疏通水系，确保养殖区水系畅通。2017年5月24日，经大连金普新区海
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现场取水样化验后，监测结果表明水质达到二类水质标准，
符合养殖水质要求。此区域的养殖作业持续至今，从未停止。

对鞍钢厂区正门、南门、西南门、西门、西北门、北门、东北门、小东门、和平桥
门 9 处鞍钢厂区大门外及附近空地进行了排查，未发现鞍钢集团堆放的固体废
物。对鞍钢厂区进行排查，未发现厂区内存在自然河流。对厂区内西大沟污水处
理厂和北大沟污水处理厂进行现场检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未发现擅自停
运环保设施等环境违法行为。

该案件地址位于立山区东山怡景小区南侧，是鞍山钢铁集团建设用地，占地
约1万平方米，场地多处堆放木材和铁管，没有信访投诉所说的大坑。

2018年11月20日，经现场确认，深沟寺七区南侧的玉佛苑北山上无万亩植被
被毁现象，场地无建筑垃圾和大坑，没有夜间偷排现象，经立山区“举一反三”排查
信访问题，该信访投诉地点北侧存在建筑垃圾和物料，是鞍钢房产实业新型建筑
材料厂生产道板砖的原料。该企业已停产6年，因该企业场地无人管理，存在夜
间在该场地周边偷排建筑垃圾现象。

是否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不属实

基本属实

不属实

基本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依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对撒落粪便问题
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该单位立即停止违法
行为，清理撒落的干粪，2018年11月20日再次检查时已清
理完毕。

针对场界臭气浓度超标问题，依据《大气污染防治
法》，拟予以15万元行政处罚，目前已立案查处，向企业下
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同时，下达《责令改正
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3天内治理完毕。

加强对企业环境监管，同时要求企业加强对环保设施
的维护与管理，确保环保治理设施稳定运行，污染物达标
排放。

对该企业加强监管，如发现违法问题，严厉查处。

1.相关部门共同监督企业落后设备拆除及验收工作。
2.对企业未在规定限期内拆除落后设备，组织相关部

门采取强制措施予以拆除。在此期间，企业不得生产。

要求企业在现有条件下，合理安排生产，最大限度降
低对周边居民的影响。要求企业在项目前期工作中按有
关规定征求居民意见。环保部门及时跟踪监督该建设项
目进展情况，杜绝项目未批先建违法行为发生。

1.加强餐饮企业环境监管；
2.进一步规范餐饮企业经营管理，严厉查处无证照经

营行为。

2018年 11月 12日，要求大连电连机电安装有限公司
对该违法占地行为，立行立改、恢复原貌。该企业于14日
起开始自行清理，于16日完成整改。

无

按照国家海洋督察组提出的整改要求，园区将于2019
年6月底前完成围堰拆除工作，并于2019年底完成长岛东
侧填海区域生态修复整治。届时，长岛东侧将恢复海域面
积70.83公顷，海域的水交换能力得到增强，海域环境得到
改善。

加强鞍钢环境监管，督促企业达标排放。

责成信访投诉地点北侧的鞍钢房产实业新型建筑材
料厂加强管理，对场地内建筑垃圾、物料和场地周边建筑
垃圾进行清理。

截至 2018年 11月 23日，已清理完成该地块周边建筑
垃圾。2018年 11月 24日，鞍钢房产实业新型建筑材料厂
生产原料已整理并覆盖。

问责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问责1人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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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批 2018年11月19日）

（下转第十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