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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鸡冠山乡詹家村上万亩的山林被开矿破
坏，河流被污染，五六个尾矿库无人管理，矿
渣漫天飞；开采遗留下的大坑还有五六个没
有被填平。曾向政府部门投诉多次，至今没
有解决。

兴隆镇立开堡村兰唐线公路两侧，兴隆
镇派出所附近，有数十家轧钢厂，晚上 10 点
后偷偷生产，烟气刺鼻，影响附近居民生活。

弘业丽城小区西北侧一个大型养牛场，
粪污直排，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异味刺鼻，牛
叫声影响居民休息。

大凌河朝阳市城区段西岸，有两大生活
污水排放口，一个位于凌凤大桥南约200米，
另一个位于麒麟大桥南约 200 米，朝阳市城
区大部分生活污水，均通过这两个排放口向
大凌河排放。臭气熏天，空气污染严重。

北票市大三家镇兴隆沟村郑某某、郑某
某两家养猪场异味扰民，粪便堆放在兴隆沟
河边，被雨水冲进河里，污染河水及附近饮用
水井。该河下游为北票市饮用水源白石水
库。

盘锦京环垃圾填埋场非法处置渗滤液，
每年外排多达万吨以上，长期污染辽河。

一、鹏瀚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调和船
用 180#重油，在调制过程中，油气回收装置
闲置不用，油气无组织排放，污染周围环境；

二、该公司虽已进行了锅炉的煤改气改
造，但为节约成本，依然偷偷使用燃煤锅炉。
该公司在中央环保“回头看”督察组进驻后，
停止生产，躲避督察组检查。

塔山乡老官堡村南侧的垃圾处理厂向下
游方塘排水，方塘污水外溢导致村民耕地被
淹，且有气味。

举报人11月9日来电反映沙营乡南王屯
村东晟碳素厂的问题。政府网站公示该厂是
炼石油焦的，实际是生产石墨电极。年产三
万吨，连山区环保局等部门参与造假；废水直
排连山河的问题，找沈阳正捷环境检测有限
公司检查水样，经检查说符合标准，是生活污
水，涉嫌造假。空气污染的问题，在检测时，
锅炉停产了，检测结果无效。当时去厂区查
看的百姓被老板报警赶出。

帝泊湾小区文艺路东，辽宁省葫芦岛市
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污水排放不达标，有
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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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辽阳市灯塔市鸡冠山乡詹家村有采矿权铁矿9家，选矿企业4家。4家选矿企业因市场原因从2010年至今没
有生产，共有尾矿库6座，均已停用，由灯塔市安煤局进行行业日常监管，鸡冠山乡政府进行属地日常监管。

一、2018年11月22日，现场检查发现：鸡冠山乡詹家村有采矿权铁矿9家，其中生产矿山5家，分别是西钢集
团灯塔矿业有限公司、辽阳新兴矿业有限公司、灯塔市鸡冠山乡宏发铁矿、灯塔市鸡冠山乡保发铁矿有限公司、灯
塔市易金矿业有限公司，有国土、林业、环保相关手续；2014年以来陆续停产矿山4家，分别是辽宁金昌矿业有限
公司鸡冠山铁矿、兴顺矿业有限公司、鸡冠山乡桦兴铁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4家选矿企业为灯塔市鑫利选矿
厂、灯塔市纵横选矿厂、灯塔市金洲选矿厂、灯塔市福利选矿厂，2010年至今没有生产。

二、2015年林地变更调查后森林资源数据库显示，詹家村共有林地面积15476.4亩，目前詹家村矿业企业办
理林业征占用地手续 3803.5亩。2010 年至 2014 年林业部门和公安机关共计查处占损林地刑事案件 5起，面积
157.2亩，处罚5人；查处行政案件15起，面积81.63亩，处罚15人。2014年村民反映矿点占林地问题，市政府组成
联合执法组，共立案查处违法占林地案件9起，涉及面积471.6亩，依法处罚9人。2014年以来，林业部门继续加
强监管，又查处行政案件3起，面积5.67亩，处罚3人。

三、詹家村9家铁矿采矿企业采矿井下水，主要用于企业厂区抑尘或建设蓄水池蓄水循环利用，没有其他生
产废水，没有发现生产废水外排现象。2018年4月3日－11月4日，对鸡冠山河进行的每月一次水质监测结果显
示，均符合水功能区达标要求。2018年11月23日，委托监测部门再次对河水进行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达到该河
流水功能区标准要求。

四、詹家村现有6个尾矿库，均已停用3年以上，库内的滩面处于固结状态，无积水。鑫利尾矿库、纵横尾矿
库、金洲尾矿库、福利尾矿库（村边），4个尾矿库现均已恢复植被，剩余两个尾矿库均为福利选矿厂所有，现还未
形成植被，按照辽阳市《尾矿库综合治理方案》要求，到2020年年底完成该两处尾矿库的综合治理工作。

五、现村内还遗留大坑5处，分别是劳动沟门矿坑，面积约350平方米；佟西沟门矿坑，面积约200平方米；西
钢排岩场西矿坑，面积约300平方米；松树沟门矿坑，面积约2000平方米；南头背子矿坑，面积约3330平方米。到
2020年，全市生产矿山将恢复治理765亩，部署闭坑、废弃、关闭矿山共计11座，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恢
复治理面积797.6亩。

六、该问题从2010年开始，群众多次向灯塔市各级政府投诉，灯塔市政府各部门也从2010年开始，不断展开
治理，特别是通过2014年的多部门联合治理，矿区秩序得到改善。近年来灯塔市政府不断加大治理力度，努力恢
复矿山环境。

经调查，辽阳市辽阳县兴隆镇兰唐线公路两侧原有数十家小轧钢厂，2013年以来，按照国家政策和淘汰落后
产能要求，辽阳市辽阳县政府分别于2013年、2016年、2017年对违规企业予以整顿，先后对数十家钢铁企业落后
产能予以淘汰，淘汰落后产能企业绝大部分已转型其他经营项目,兴隆镇立开堡村派出所附近现仅有轧钢企业三
家，分别为辽阳腾龙钢铁有限公司、辽阳新荣德钢厂、辽阳县枫叶丝网制造厂。

2018年11月19日夜间和2018年11月21日白天，排查发现，辽阳腾龙钢铁有限公司为型材加工企业，主要生
产履带板等型材产品，用燃气加热炉加热，正常生产。2018年11月6日委托第三方公司检测，排放的大气污染物
符合《轧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辽阳新荣德钢厂为型材加工企业，主要生产角钢等型材产品，用煤气发生
炉加热，有除尘、脱硫设施。2018年11月25日委托第三方公司监测，排放的大气污染物符合《轧钢工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辽阳县枫叶丝网制造厂于2018年2月14日取得批复，主要产品为丝网，用燃气加热炉加热。核查
时，该项目燃气加热炉部分设备正在安装，项目未投入运行。现场核查三家企业均未发现烟囱冒黑烟，气味刺鼻
现象。

反映的养牛场为铁岭市清河区丰源养殖场，位于清河区张相镇三台子村，法人代表安丽梅，主营肉牛养殖与
销售。2000年建场，土地承包期50年。有牛舍两座，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养殖产生的牛粪全部还田于自家耕
地。

2017年5月，接到中央环保督察信访举报后，对铁岭市清河区丰源养殖场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罚款7
万元。同时，清河区政府要求丰源养殖场于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搬迁，如逾期未能执行，依法对丰源养殖场
进行关闭。

2018年，相关部门多次到养殖场进行检查。有关部门积极与养殖场就选址搬迁相关事宜进行协商。

经查，举报中提及的排污口平时不排水、更不排污水，实为城区排洪闸口，分别为南大沟（凌凤大桥南）排洪闸
和北大沟（麒麟大桥南）排洪闸，南大沟闸共有7孔，其中排洪闸6孔，排污闸1孔；北大沟闸共有3孔，其中排洪闸
2孔，排污闸1孔。每座排洪闸闸前设有1米高挡墙将污水导入与排污闸相连的封闭污水涵，平时生活污水通过
排污闸直接流入大凌河景区绿化带下的排污暗涵，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排洪闸平时关闭运行，且闸前没有污水
流入。当汛期发生城市内洪，洪水水位高于排洪闸闸前挡墙时，排洪闸开启、泄洪入河道。每次内洪结束后，水面
保洁人员及时清理进入河道内的垃圾。南、北大沟排污闸前的污水涵均已覆盖，无“臭气熏天，空气污染严重”现
象。

养殖户郑鹏春猪舍面积600平方米，存栏猪195头，其中母猪20头。建有污水池140立方米，污水池污水已蓄
满，有外溢现象。无堆粪场，产出的猪粪直接堆在猪舍墙外，攒够一农用车即出售。现场存有猪粪1立方米左右，
堆粪地点距离河套约20米。现场检查存在气味问题。

养殖户郑树银猪舍面积100平方米，存栏育肥猪15头。猪舍南侧为郑树银自有耕地3亩，产出猪粪和少量污
水直接排入耕地里用作肥料。耕地中堆肥地点距离河套约80米，不会造成雨水冲刷排入河道问题。

经疾控中心采样检测，猪场下游约400米水井检测结果合格。

2018年11月21日，现场检查发现：
一、根据企业日常管理台账，2009年—2015年垃圾填埋渗滤液平均产生量约为80吨/日。2016年渗滤液平均

产生量约为150吨/日；2017年渗滤液平均产生量约为170吨/日。2018年渗滤液平均产生量约为170吨/日。目
前，盘锦京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垃圾渗滤液总处理能力为 550 吨/日，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实际产生量为 508 吨/
日。该公司渗滤液经过处理后，全部作为厂区绿化、降尘、洗车等用途，没有外排。同时，该公司计划于2019年4
月建设600吨/日污水(渗滤液)处理站。目前已完成立项、备案工作。

二、2018年5月医疗废物项目应急事故池建成，2018年6月15日使用1万立方米沉降水做闭水实验，将其排
放到厂区内的雨排沟，汇集到雨水收集池，最后将做闭水实验的沉降水排放到螃蟹沟，并非渗滤液。

三、通过现场勘察、查阅渗滤液产生和处理台账、询问现场负责人等方式调查，认为盘锦京环公司能够按照工
艺设计、环评报告和批复的要求处理渗滤液，固定和移动渗滤液处理设备运行正常。通过对厂区周边环境排查，
未发现污染辽河情况。

2018年11月21日，现场检查发现：
一、盘锦鹏瀚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渣油、页岩油、侧线油为原料，采用调和工艺生产180#燃料油,VOCs

尾气回收设备（举报中油气回收装置）于2018年5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利用喷淋塔吸收及活性炭吸附的尾气回收
工艺，其中喷淋塔洗油1年更换一次，定期补充时间为3月一次，换下来的洗油将作为燃料油生产原料,活性炭更
换时间为3月一次。目前该企业活性炭更换记录显示为2018年8月25日更换，原库存0.5吨，仓库剩余25公斤，
换下的活性炭存储于危险废物暂存间。 该企业共有拱顶罐19座，其中有8座储罐已安装VOCs尾气回收设备，11
座储罐未安装VOCs尾气回收设备，油气无组织排放。

二、2017年11月企业进行锅炉改造，将4吨燃煤锅炉更换为4吨燃气锅炉。原有锅炉已拆除、移位，放置于锅
炉房西南侧。未发现其他用于生产的燃煤锅炉，厂区内未发现燃煤。

经核查企业2016年至2018年11月份贸易量及用电量显示，企业近3年贸易量增长有所放缓，2018年该企业
因设备检修、油价行情波动较大等原因，生产呈现递减状态。故“在中央环保‘回头看’督察组进驻后，停止生产，
躲避督察组检查，”举报不属实。

经调查了解，塔山乡老官堡村南侧的垃圾处理厂由葫芦岛康达锦程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该厂位于葫
芦岛市连山区老官堡村。该厂环评于2009年1月8日批复，2018年1月验收合格。该公司实施环境治理“零排放”
项目，处理工艺为二级A/O+UF+NF+RO，污水经达标处理后全部用于场区绿化和降尘，浓缩液全部实施了回灌
填埋。该公司的填埋区和调节池均设有高规格的HDPE防渗系统（2.0mm）,设施完好。

该公司运行三年以来，多次对周边地下水进行了第三方检测，无异常。信访人所称的耕地位于该厂东侧斜下
方，直线距离约800米处的方塘周边。此方塘为周边居民日常灌溉土地所用，该耕地为拓荒耕地，其种植的庄稼
低于方塘的溢流口高度。举报人所称“向下游方塘排水”实为山坡天然汇水累积，该厂从未主动向方塘排水。但
2016年7月末，葫芦岛市出现了特大降水，由于该厂场区坡陡水急，雨水冲毁场区排洪沟，漫过大坝，汇入方塘，同
时方塘也由于降水过大和厂区溢水使水位暴涨溢出，导致耕地被淹。

该公司运行以来严格执行国家《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除臭消杀工作例行到位，实施早、晚各不少于一次的
生物除臭及其他除臭措施，夏季更是加大除臭频次，并且有详细的记录。为进一步澄清事实，该公司于11月份委
托第三方公司对相应的水质和气体进行检测，结果显示相应水质及气体检测结果无异常。

该企业主要产品是年产3万吨煅后石油焦和年产3万吨压型石墨电极，压型后外委其他企业加工成石墨电
极。举报“政府网站公示该厂是炼石油焦的”属实，举报认为“实际是生产石墨电极”不属实。举报“连山区环保局
等部门参与造假”不属实。

该企业生产用水主要是用于冷却过程，此部分用水闭路循环不外排。企业外排的废水主要是生活污水，连山
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和第三方公司分别对外排水样进行检测，检测结果pH值、氨氮、CODcr均符合标准。

第三方公司于2018年11月14日、15日对葫芦岛市东晟碳素厂项目进行检测，11月18日出具了检测报告，检
测结果为无组织排放中颗粒物、二氧化硫、非甲烷总烃，有组织废气中颗粒物、二氧化硫、非甲烷总烃、烟气黑度、
沥青烟均达标排放。该厂提供14日和15日生产记录，举报“在检测时，锅炉停产了”不属实。

经公安部门调查核实情况如下：
2018年11月14日11时许，葫芦岛市公安局连山分局沙河营乡派出所接到葫芦岛东晟碳素厂经理罗兴字电

话报警称“有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未经允许自行闯入厂区、严重影响生产安全”。派出所赶到现场，见有七八个人在
东晟碳素厂院内，未戴安全帽，也未采取任何安全措施，在生产厂区来回走动。为避免发生危险，民警现场劝说其
离开厂区，该一行人不服从民警劝告，拒不离开厂区，后经民警严厉警告“其行为是违法行为，要负法律责任”，这
些人自行离开。在处警过程中民警文明用语，处置恰当合法。

帝泊湾小区位于龙港区文艺路附近，归连湾街道帝泊印象社区管辖。群众反映问题涉及的葫芦岛市新区污
水处理厂，现由葫芦岛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管理。该厂位于龙港区茨齐路西段，于2001年5月开工建
设，2003年 8月建成运行。设计处理能力 3万吨/日，采用 SBR 生化处理工艺。目前，日处理水量为 2.75万吨左
右，负荷率为92 %。2012年5月，新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全部完成并通过环保验收，出水水质由二级排放
标准提升至一级A排放标准。

经调查,葫芦岛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对处理后的污水进行实时监测，在出水口安装了COD、氨氮自动在
线监测设备、自动采样器和视频监控设备，实时数据通过无线数据采集仪上传至国家、省市监控平台。监测频次
为1次/2小时，目前平稳达标排放。葫芦岛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污水排放不达标不属实。

该厂主要异味源为一级处理系统和污泥脱水系统。委托第三方公司进行了无组织废气、噪声检测，2018年9
月8日出具的报告显示无组织废气达标排放。

是否属实

基本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基本
属实

基本
属实

部分
属实

基本
属实

基本
属实

基本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2018年，林业部门再次检查，共发现4家
矿山企业超占林地3.17公顷，对西钢矿业有
限公司违法使用林地0.48公顷，下达行政处
罚先行告知书，拟处罚4.8万元（已缴纳）；对
保发矿业有限公司违法使用林地0.29公顷，
下达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拟处罚2.9万元

（已缴纳）；对宏发矿业有限公司超占林地
2.003公顷，下达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拟处
罚5.9万元（已缴纳）；并限上述3家企业三个
月内补办占用林地手续，否则恢复林地原
状。对新兴矿业有限公司超占林地 0.3996
公顷，因现场已恢复植被，免予处罚。

无

11月10日开始搬迁，现已完成搬迁。
现已对原养殖场地下水进行检测，并在

完成搬迁后对原址进行清理。

无

现场对郑鹏春进行了批评教育，责令其
清运污水池中的污水，杜绝污水外排；立即
清理现存猪粪，以后做到日产日清。11月23
日整改已经完成。

郑树银养猪产生的粪污用于耕地消纳，
不会影响周围居民。

要求企业加强内部管理，重点对渗滤液
回注、垃圾自流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等严格
管控。

2018 年 11 月 25 日，对无组织排放行为
处罚 10 万元,并责令企业立即整改，要求
2018年12月31日前将装卸油口进行密闭处
理；2019年1月31日前将厂区所有罐体安装
挥发性有机物废气回收装置。

无

生活污水不再排入连山河。企业生活
污水主要为职工洗浴产生的废水。目前，该
企业浴池已停用。在建设污水处理池，处理
后的生活污水回用于生产冷却工艺循环使
用。

一、在上述车间内采用生物药剂喷洒装
置将异味降到最低。

二、将继续加强现场管理,保持水质、大
气持续达标,杜绝扰民。

问责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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