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1月29日 星期四

编辑：华 勇 视觉设计：孙忠国 检校：吴丹宁 刘永志要闻
YAOWEN

13

序号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受理编号

X2100002018
11180016

D2100002018
11180054

D2100002018
11180090

X2100002018
11180043

D2100002018
11180075

X2100002018
11180095

X2100002018
11180056

X2100002018
11180067

D2100002018
11180001

D2100002018
11180011

D2100002018
11180027

X2100002018
11180052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偏岭镇 100 多家小企业无环保手
续，生产时灰尘大，污染环境。

五老街道千台山附近的抚顺矿物
集团油母页岩炼油厂，每天 24 小时排
放刺鼻气体。

新抚区千金乡矿务局炼油厂烟囱
常年冒黑烟，产生浓烈刺鼻气味，污染
整个千金乡地区。近期由于中央环保
督察组在辽宁，烟囱冒白烟。附近村民
常年举报上访，炼油厂给部分村子的村
民缴纳保险或补偿现金，举报人认为未
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

枸乃甸乡水源地周边禁养区内，有
好几家养殖场未搬迁，污染水源，多次
举报无果。

河隆乡黑玉泡村隆祥化工有限公
司距居民区约 50 米，锅炉房风机噪声
扰民；烘干车间有异味；废水直排院内
大坑，坑满后用车运走随便倾倒。公司
生产排放二氯化碳，如果工人操作不当
会爆炸，附近居民存在安全隐患。

新兴区中央大街 5 号的东港今佳
水产食品有限公司，未通过环保验收，
生产锅炉无除尘和脱硫设施，黑烟直
排，污染周边大气环境。

凤城市二道河河水污染，河边龙须
沟臭气熏天。上游二龙山丹雅纺织厂
等工业企业生产废水、染料废渣等直接
排入河中，污染环境。

凤城四门子小荒村村委会主任刘
某伙同王某等多人毁林获利。2015 年
至今，砍伐三组砬门里南沟、芹菜沟、瓦
房身沟、东沟，二组老张后沟，一组谭久
高后沟，左振发后山通腊木沟，四组马
洪臣、姜振凌自留山林，共计500余亩，
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红石镇长江村 15组辽宁金丰镁砂
厂于 2017 年 8 月末开工至今，每天 21
点至次日 6 点半生产，噪声扰民，烟囱
冒黑烟，导致居民夏季不敢开窗，影响
身体健康。希望丹东市环保局到现场
监测噪声、烟尘排放是否达到国家标
准，召开15组居民听证会，公开监测结
果，并核查该厂环保手续。举报人称
2018年1月3日上午群众到环保局综合
检测办公室，要求检测该厂污染排放情
况，至今无果。2018年3月份写材料举
报该厂，受到威胁。

举报人前两天向中央环保督察组
反映长甸镇抬子沟村的百合硅业有限
公司无环保手续。现在丹东市已公示
了该公司无环保手续，但企业现在仍在
生产，二氧化硫排放超标。

松山新区南山生活垃圾场露天堆
放大量垃圾，产生黑臭污水，并且垃圾
场经常烧垃圾，污染空气。

薛屯乡红石村村委会会计李某某
非法侵占山西屯周边东大山、西山和北
山，毁林和占用耕地上千亩，无证经营
石场、砂场，破坏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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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17年排查，偏岭镇共有132家石粉厂。通过一年的整治，目前，有环保审批和
验收手续的12家，有环保审批手续、无验收手续的20家，无环保审批、验收手续的59
家，已依法取缔 41家。其中，12家环保手续齐全的允许生产，其余均被采取断电措
施，停产整改。

环保手续齐全的12家企业，已按环保要求建设封闭厂房，配备布袋除尘设施，厂
区硬化，配有扫地车，采用洒水抑尘措施，堆存矿石进行覆盖或者矿石入库。经查阅
县环保局监测站 2018年 7月、2018年 9月监测报告, 10家生产企业污染物排放均达
到国家排放标准，另外两家企业一直处于停产状态。

2018年11月14日，现场调查发现，该单位环保手续齐全，按照环评要求建设了
环保设施，均正常使用。异味主要来自加热炉烟气高空排放。如遇气象条件不利于
烟气扩散时，烟气会下沉聚集在厂区周边，局部地区产生刺鼻气味。2018年7月至9
月分别对主要烟气排放口及厂界大气无组织排放情况进行了监测，主要污染物排放
浓度均符合国家标准。2018年11月15日，对该企业厂界臭气浓度进行监测，监测结
果显示厂界臭气浓度符合国家标准。

2018 年 11 月 20 日，现场调查核实，该企业环保手续齐全。检查时企业正常生
产。

该单位干馏装置均配有烟气脱硫系统、洗涤除油系统、分级燃烧装置等设施，日
常生产时烟气处理后经烟囱排放呈白色。异味主要来自加热炉烟气高空排放。如
遇气象条件不利于烟气扩散时，烟气会下沉聚集在厂区周边，局部地区有刺鼻性气
味。2018年1-3季度分别对主要烟气排放口及厂界大气无组织排放情况进行了监
测，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均符合国家标准。2018年11月20日，对该企业厂界臭气浓
度进行监测，监测结果显示，厂界臭气浓度符合国家标准。

2018年11月20日上午，现场检查发现，枸乃甸乡在禁养区内原有19家养殖户，
2017年枸乃甸乡政府根据《清原满族自治县禁养区内确需关闭或搬迁畜禽规模养殖
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实施方案》对枸乃甸乡侯窝棚村禁养区进行治理，禁养区内
的14家肉鸡养殖户，两家生猪养殖户已全部关闭。根据《清原满族自治县畜禽禁养
区划定工作实施方案》规定，未关闭的3家养殖户都属于散养户，且未超过规定标准。

2018年11月20日，对小孤家水库前河水的水质进行监测，监测结果符合《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二类标准。

在日常监管中，清原县环保局定期检测水质，对水源地保护区内可能存在的污
染情况进行巡查，并没有发现养殖粪便排入河道，或者污染水质情况。

2018年，枸乃甸乡政府曾接到群众举报，反映禁养区内有未搬迁养殖户，于2018
年4月份、8月份分别两次向禁养区内养殖户下达了《停止畜禽养殖通知书》，并且加
大日常监管力度，保证禁养区内养殖户不超过规定标准。

群众信访中提到的“锅炉房风机噪声扰民；烘干车间有异味”问题已于2018年8
月得到解决，本次信访问题不属实。

企业院内有300余立方米的混凝土储水池，用于存放收集地面冲洗水、锅炉蒸汽
冷凝水与二硫化碳封水，循环使用，不外排，也未发现有废水外流、外运痕迹。群众
信访中提到“生产排放二氯化碳”，实为东港市隆祥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原料二硫化
碳。反应过程在反应釜内进行，反应后无二硫化碳剩余或外排。经东港市安监局确
认,结合专家的现场评审意见，该企业与周边居民的安全距离符合安全要求。因此，
群众信访中提到的“安全隐患”问题不属实。

丹东今佳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20日填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
表》，履行备案手续，其采取的环保措施与备案内容一致。群众信访中提到的“未经
环保竣工验收即投入生产”问题属实;但是，该项目进行的登记表备案无须进行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该公司现有一台4吨燃煤取暖锅炉，安装湿法脱硫除尘装
置，正常运行，此锅炉用于东港今佳水产有限公司的办公场所、职工宿舍与该公司西
侧的丹东今昌水产有限公司的办公场所、职工宿舍取暖，不作为生产热源使用，现场
检查未见冒黑烟现象。该公司生产使用的烘干设备为电烘干设备。

2018 年 11 月 20 日，现场检查发现，沿岸未发现黑臭水体，没有臭气熏天的现
象。上游二龙山区域生产时产生废水企业有两家，分别是凤城丹雅清洁用品有限公
司和凤城市精湛食品有限公司。凤城丹雅清洁用品有限公司2012年编制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同年获得批复，2014年建成通过验收投入生产使用。企业建有专门的污
水处理装置，生产废水经处理达标后，排入工业园区管网。厂区西侧10米有一条小
河，现场检查发现：河水清澈，未发现废水入河现象，也未发现随意倾倒染料现象和
痕迹。11月21日，对该企业排污口取样检测，数值符合排放标准。

凤城市精湛食品有限公司，2003年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通过环保审批后开
始建设，2004年建成通过验收后投入生产使用。企业产生的废水经处理后，进入园
区管网，未发现废水排入河中。11月21日，对该企业排污口取样检测，数值符合排放
标准。

凤城市环保局监测站2018年11月22日对二道河进行监测，监测结果符合Ⅲ类
地表水水质标准。

2018年11月22日，现场调查发现：凤城市四门子镇小荒村确实存在乱砍滥伐林
木问题，均已进行依法查处，与四门子镇小荒村村委会主任刘树光无关。

一、小荒村三组砬门里南沟，该地块林木为凤城市居民吴福余所有，经现场勘
查，该地块内未发现砍伐林木现象。

二、小荒村三组芹菜沟，该地块林木为小荒村村民郭长河所有，经现场勘查，该
地块林木内有陈旧的零星砍伐林木的伐根，砍伐时间约在十年左右，伐根已腐烂。

三、小荒村三组瓦房身后沟，该地块林木为小荒村村民陶卫春所有，经调查及现
场勘查，2016年5月8日陶卫春在该地块滥伐林木34株，蓄积6立方米，凤城市林业
局已处罚款21000元。

四、小荒村三组东沟，该地块林木为小荒村王诚所有，经勘查，未发现砍伐林木
现场。

五、小荒村三组腊木沟，该地块林木为小荒村村民孙景权所有，树种为板栗。
2015年9月10日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孙景权擅自将位于小荒村三组左振发后山
栗子园内栗子树砍伐16株，蓄积合计1.7立方米，凤城市林业局已处罚款1200元。

六、小荒村二组老张家后沟，该地块林木为小荒村村民康尔江所有，经现场勘
查，未发现砍伐迹象。

七、小荒村一组谭久高后沟，该地块林木为四门子村村民曾凡宇所有，经调查及
现场勘查，该地块林地被曾凡宇和陆地砍伐，二人已被省森林公安局3.14专案组处
理，于2018年10月被本溪市明山区法院判决处刑罚。

八、小荒村四组马洪臣、姜振凌自留山，属性为蚕场，为蚕业总站管理，不在林业
部门管理范围内。蚕场自然更新属正常现象，不存在滥伐现象。

一、《辽宁金丰特种镁质材料有限公司新建4000吨/年电熔镁砂项目变更》环境
评价影响文件 2018年 2月 1日通过环保审批，于 2018年 5月 24日网站公示结束，完
成自主验收。2018年5月25日该企业噪声和固体废物通过环保验收。

二、丹东市环境监测中心于2018年11月21日对企业粉尘和噪声进行监测，监测
结果显示粉尘达标排放，企业厂界三个点位噪声超标，分别超标7dB (A)、7dB(A)、13
dB(A),敏感点不超标。投诉情况部分属实。

2018年2月1日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企业粉尘进行了监测，结果显示粉尘达
标排放，厂界噪声2个点位分别超标2.3dB、1dB。已将企业监测、整改情况以电话形
式告知投诉人。

三、经与该企业负责人核实，企业不知道谁在投诉，每次环保检查或监测的时候
才知道被举报，没威胁过任何人。经调查，宽甸县环保局执法人员不存在泄露投诉
人信息的问题。

经现场核查，宽甸百合硅业有限公司没有环保手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于2018年11月12日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该企业
立即停产。

2018年11月20日现场检查，该企业仍在生产。2018年11月21日，对该单位组
织了夜查，夜查发现该单位正在生产。丹东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该单位排放的二氧
化硫进行了取样监测，并于2018年11月26日出具了监测报告，监测报告显示，该公
司二氧化硫超标排放。

原南山垃圾填埋场的处理工艺为卫生填埋，作业时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分区域作
业，并实时进行覆盖，无垃圾露天堆放现象。目前已关闭，并已全部用土覆盖。

经查阅当年文件、图纸及现场查看，南山垃圾处理厂的分选车间、堆肥车间、焚
烧及制肥车间和设备于2017年4月进行拆除，之后垃圾处理工艺为卫生填埋，无焚
烧垃圾、污染空气现象。

投诉“产生黒臭污水”情况，基本属实。

经查，黑山县薛屯乡红石村山西屯周边东大山、西山和北山均为村集体所有的
荒山，三处地类均为裸岩山地，没有林地，不纳入林地管理，不存在随意砍伐树木、毁
坏林地的情况；该乡有红石河流经，属县级排干，没有河沙资源，实为土质；三座山范
围内均没有石场、砂场。被举报的村会计为该村原会计李某祥，其没有无证经营山
场和砂场的行为。

2016年以前，红石村村委会曾在东大山北坡取料，用于修建村路和村文化广场；
2017年薛屯乡政府对东大山进出口进行封堵，防止挖土行为发生，至今没有新的挖
土石行为，现已长满植被。

红石村西山原是历史遗留的取料坑，当地村民建房时垫房基、垫院子用料都是
在这取料。2017年，薛屯乡对西大山取土的情况加大了监管力度，近两年没有新的
挖土行为，现已长满植被。

红石村于2016年4月14日经村“两委”班子研究、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向社会公
开发包，将该村北山裸岩荒地27.64亩及一般耕地7.36亩承包给该村村民李某，承包
期为20年。经核实，红石村北山北坡有变化的地块涉及土地面积21586.99㎡（其中
未利用地16673.32㎡、一般耕地4913.68㎡），此地块由李某于2017年5月25日申请，
并由相关部门批准备案，变更为设施农业用地，进行养殖。手续完备后进行了“三通
一平”，建设农用设施用房806㎡。该养殖场占用了部分耕地，但审批程序合法，不存
在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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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对符合整改标准的企业办理相关手续，不符合
整改标准的继续断电，停产整治。

目前，企业正继续开展 VOCs 治理，建设 AB 部
烟气换热装置，原矿系统地下道皮带整体封闭等工。

严格按照重污染天气应急要求，对企业实行减
产、减排措施。

2013年以来，企业开展环保治理、改造工程，有
效降低了有组织排放污染物浓度，厂区周边异味明
显减小。

2018 年 8 月，企业开展 ABCD 部烟囱加高改造
工程，解决低空聚集问题。目前 CD 部烟囱加高改
造工程已建成并投入试运，AB部烟囱加高工程将于
2019年年底前完成。

同时，企业继续开展VOCs治理工作，进一步控
制挥发性有机气体排放；继续加大技术创新、设备改
造、污染治理技术引进等措施的力度。

目前，枸乃甸乡已完成禁养区内规模养殖场（小
区）和养殖专业户关闭或搬迁任务。

加强对该公司的监管。

东港市政府责成东港市新兴街道办事处加强对
东港今佳水产食品有限公司的日常监管，发现环境
违法问题及时上报，由东港市环保局依法处理。

无

对该地区林木进行重点监控、巡护，防止该地区
林地被继续破坏。

依照《辽宁省环境保护条例》于 2018年 11月 26
日对该企业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对其
处以5万元罚款，同时下达《责令整改违法行为决定
书》，责令该企业15日内采取有效措施，使厂界噪声
达标排放。

2018年11月23日下达了《关于对宽甸百合硅业
有限公司予以查封的通知》，2018年11月26日14时
经长甸镇政府检查，企业已停产。

2018年11月27日，对宽甸百合硅业有限公司二
氧化硫超标排放问题进行处罚。

加强对渗滤液处理工作的监管，妥善处置。现
计划结合南山垃圾填埋场封场工程，建设渗滤液收
集导排系统，并建设一座渗滤液处理站。在渗滤液
处理站尚未建成前，已建成一座全封闭的渗滤液调
节池，并采取 DTRO 工艺进行处理，达标后排入市
政管网。

无

问责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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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第十五版）

（上接第十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