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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边城镇赵家村南侧的五矿厂生产时烟囱冒黑烟，
并伴有粉尘，影响周围居民生活。

营口市大石桥镁砂窑、烧烤窑、化工厂等污染企
业，烟尘大，污染严重。特别是2017年7月24日圣马化
工厂出现一次严重的硫酸泄漏中毒事故，造成几百人
中毒，事后当地政府部门推诿，污染问题未得到彻底解
决。

工人村街道五龙煤矿矸石山的洗煤厂（老板姓
董），洗煤水直接排入院内渗坑，污染地下水，24小时生
产，扬尘污染严重。

一、阜新县王府镇八家子村源磷矿业占用林地开
采磷矿。建造厂房加工矿粉，大量排放洗矿废水，污染
环境及地下水源，非法占用林地800多亩。

二、倪某某开办石场，破坏林地300多亩。

小屯镇英守村狼洞沟、大林子的生态公益林已经
封山50多年，2017年冬季被盗伐260多亩，砍伐几万棵
树。护林员已将此事上报森林公安，无果。且举报人
因多次举报而遭到打击报复。

佟二堡镇单庄子村有一家大型私人皮毛硝染工
厂，加工时散发刺鼻异味，污水不经任何处理，直接排
入居民区，严重影响居民饮用水水质。环保检查来时
就停工，晚上偷偷生产。

一、鑫盛源建材厂堆放 100 多万吨煤矸石自燃冒
烟，污染环境，该企业用黄土覆盖煤矸石山，以此逃避
检查。

二、欣盛隆有限公司长期超标排放废气废水，严重
污染地下水。

一、辽阳县熙峰矿业有限公司（原辽阳县河栏镇辽
大长石矿）未经批准毁林采矿，造成1000余亩林地、山
体遭到严重破坏。

二、放炮、拉矿车辆造成粉尘污染，导致菜地、农田
等减产。

马家寨镇大红石村东侧的镀锌厂将未经处理的污
水直接排放到地下，污染附近土壤和地下水。

一、镇西堡镇杜蒋村在辽河边禁养区内违法建设
肉食鸡养殖场。

二、西果园村大台山北坡肉食鸡养殖场，鸡粪倾倒
路边，臭气熏天，对环境造成污染。

镇西堡镇心田堡村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
通过储灰场4号排污口日排1.5万吨含酸污水入辽河；
企业生产粉尘污染严重，输煤场噪声扰民。

陶瓷工业园区生产期间冒黑烟，废水污染地下水。

辽河口欢喜岭村路东有长满绿色芦苇的7000亩国
家湿地。2012年以来，辽河口经济区党工委书记杨某、
欢喜岭社区书记祁某、李某某，以及盘锦市广浩公司数
次转手倒卖辽河口欢喜岭村7000亩湿地。目前600亩
建成为60多栋商品楼出售，剩下6400亩由李某某挖成
多个养虾池，转租给他人进行养殖，严重破坏国家湿地
生态环境。

市环卫处在塔山乡老官堡村建的垃圾场塑料袋满
天飞，垃圾渗滤液下渗污染地下水，导致1、2组村民无
水饮用，居民患病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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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18年11月24日，现场调查核实，被举报单位为营口振华物流有限公司，该单位600平方米烧结项目共有5处有组
织废气排放口，都安装了污染防治设施。其中烧结机头和烧结机尾分别安装了在线监测设备，并与环保部门联网。厂
区西侧的料场堆放的是水渣和细尾渣，已进行覆盖。生产过程中有粉尘和噪声产生。

2018年至今，根据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各排污口无超标现象。2018年11月23日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
对该单位整粒工序、原料工序和燃料破碎工序废气排放口及厂界无组织颗粒物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各类污染物
排放均符合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

边城镇赵家村位于营口振华物流有限公司北侧，该区域在企业卫生防护距离之内。虽然废气监测结果显示达标排
放，但因离赵家村居民较近，仍然给居民生活带来影响。

大石桥市辖区内涉镁企业共591家，其中镁砂窑（重烧窑）、烤窑（轻烧窑）等各类窑炉共1419座，大部分镁砂企业在
南楼经济开发区域内。2017年底前，全市镁制品企业已全部完成污染防治实施改造，截至目前，关停138家，通过监测
达标后验收复产225家，正在治理228家。200家企业319套工况法传感器全部按要求安装完毕，并与市县两级环保部
门联网。大石桥市化工企业以树脂、硫酸为主，全市8家树脂厂、3家硫酸厂均按照要求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经巡查
均能够正常使用，并设有运行台账。同时均安装了在线监测设施。其中6家树脂厂经检测，达标排放；2家树脂厂正在
停产治理阶段,复产需检测合格后方可继续生产。3家硫酸厂均有监测报告，数据显示达标排放。2017年以来，大石桥
市共对涉镁企业立案150件，下达处罚32293300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45件，移送公安16件，拘留17人。2013年以来大
石桥市优良天数占比逐年提升，空气指数在逐年改善。2018年优良天数比例进一步提高到86.3%，同比提高12个百分
点。

大石桥市圣马化工有限公司，建有硫酸生产线两条，主要产品硫酸。有环保审批、验收手续。 2017年5月大石桥市
圣马化工有限公司停产检修，7月11日恢复生产，在调试过程中，吸收塔循酸泵突然跳闸出现故障，造成二氧化硫 升空
事件，此次事件住院7人，门诊检查56人，共计63人，大石桥市政府就此事件于2017年7月已妥善处理完毕。7月11日
事件发生后该企业立即停产并制定整改方案。8月30日环保局出具复产意见，并对该企业此次事件造成损失依法进行
处罚，该企业罚款已缴纳。经2017年12月12日、2018年4月25日、11月19日监测，结果显示污染物达标排放。2017年
7月11日事件发生至今，大石桥市圣马化工有限公司再没发生过此类事件。

举报的洗煤厂为阜新德林物资有限公司洗煤厂，位于阜新市海州区五龙矸石山上，占地面积约7500平方米，设计
产量为年入洗原煤35万吨。经现场检查，该企业有洗煤车间一座，车间外有存储循环利用洗煤用水的蓄水池2座、应急
水池1座，场地北侧建有抑尘墙。该企业全年间歇性生产，冬季停产，非24小时生产，现场检查有扬尘现象产生。一是
料场南侧西侧矸石山高于厂区；二是场地内堆存3堆原料，部分有苫盖，部分高出抑尘墙，另有部分洗出煤炭也无苫盖
措施；三是进出场地道路为水泥硬覆盖路面，尽管有洒水车每天分两次对道路进行喷淋降尘，但路面有散落泥土。

该企业洗煤水经循环水池沉淀后重复使用，循环用水存储于循环水池内，不外排。循环水池和应急水池建有防渗
措施，防渗采用垫层加C30混凝土加表面保护层结构。调查中未发现循环水池和应急水池有泄漏情况，也未发现院内
有渗坑。目前，企业根据发展需要，在冬季停工阶段，将应急池位置调整为其他用地，场地正在平整，应急水池正在回
填，再次发生停产事故将无法应急使用，新应急水池在春季复工时根据需要申请重新建设。

一、2017年10月30日，国家林业局长春资源办专项检查时发现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源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存在侵占
林地现象后，将案件线索移交阜新县森林公安局，经过审查，阜新县源磷矿业有限公司涉嫌非法侵占林地。

2018年11月23日，场检查，企业处于正常生产状态，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2018年11月19日，委托第三方检测
公司对尾矿库西侧泉阳河及选矿厂自备井、附近自然屯3户居民水井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不超标。2018年11月19日，
阜新县健康服务中心对企业附近两个自然屯三份水样检测，检测结果是硝酸盐、氯化物、氟化物不超标，大肠菌群超标。

二、经调查核实，倪志辉采石场所占的林地是其于2010年4月15日由阜新县王府镇东灰同村承包的荒山。

2018年11月24日、28日，现场调查核实，未发现新的砍伐现象。
2017年11月5日，辽阳市弓长岭区森林公安派出所接到举报镰刀湾一带有砍伐林木行为后，现场侦查取证。2017

年12月26日，发现镰刀湾邻近的狼洞沟、大林子有新砍伐的林木伐根。2017年12月28日，对该处砍伐行为立案侦查。
经侦查，该区域为文圣区小屯镇英守村（原周家村）。经现场勘查，共发现伐根723株，立木蓄积为75.6立方米，涉及林
地面积240.45亩。

辽阳市弓长岭区森林公安派出所调查，无对护林员打击报复情况。

举报中所提硝染厂为辽阳创丰裘革制品有限公司，坐落在辽阳灯塔市佟二堡镇单庄子村，占地面积14800平方米，
年加工能力100万张水貂皮。企业有环保审批、验收手续。

该企业2017年度在线监测数据显示，达标排放。2018年度一直处于停产状态，在今年10月20日至30日，企业在维
护过程中，在对管道进行防腐刷油处理时，粉刷用油散发异味，2018年11月24日现场检查发现，企业维护已完成，没有
闻到异味。

10月26日，发现企业在线监测流量表显示数据，但没有上传监测数据，对该企业立案查处。
企业建有污水处理站，生产废水经处理站处理后排放至小浑河，企业排水安装在线监测设施，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企业卫生防护距离100米内无居民区。
2018年11月25日，对单庄子村进行地下饮用水水质监测，各项监测指标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
灯塔市环保局按照双随机抽查制度，2018年9月30日对该企业检查时，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2018年11月27日夜

查时，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

一、举报中所提的灯塔市鑫盛源建材厂实为灯塔市金晟源新型建筑材料厂，坐落在辽阳灯塔市大河南镇五里台村，
建有2条隧道窑生产线。企业有环评、验收手续。

经调查核实，辽阳市灯塔市金晟源新型建筑材料厂，从2018年11月开始，因季节原因已停产。生产砖窑排气筒安
装有脱硫除尘设施，按照双随机抽查制度，检查时没有发现企业有非法排放行为。责令其恢复生产后要立即进行监测，
监测达标后方可生产。

厂区内露天堆放煤矸石约1.5万吨，作为生产原料，料堆用黄土覆盖，并用绿色防尘网再覆盖。检查没有发现自燃
痕迹，也没有发现煤矸石自燃冒烟现象。据企业介绍，用黄土覆盖是为了防止煤矸石自燃，不是逃避检查行为。

二、举报中所提灯塔市欣盛隆有限公司实为辽阳市欣盛隆轻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坐落在灯塔市万宝桥街道牤牛
屯村，建有2条隧道窑生产线，有环评、验收手续。

经调查核实，辽阳市欣盛隆轻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正常生产，环保设施正在运行。2018年11月25日，委托监测机
构对企业有组织废气排放进行监测，排放达标。厂内露天堆放生产原料煤矸石约2万吨已覆盖，没有煤矸石自燃冒烟
现象。生产工艺无废水产生，现场检查，没有废水排放。同时，2018年11月21日，对该村内3口水井进行地下饮用水水
质检测，检测指标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

辽阳县熙峰矿业有限公司（原辽阳县河栏镇辽大长石矿）位于河栏镇算盘峪村三组小溪沟，建于1987年6月，现处
于停产状态。

2018年 11月 25日，经核查，该矿山共有七处改变林地用途，破坏林地总面积 6.25公顷，其中：后楼沟里（华泽民）
0.07公顷、后楼沟门（张兴海）0.14公顷、茧上沟（曹乙坟）4.61公顷、梨树沟（万希明）0.11公顷、大坎上（王志斌）0.08公
顷、蜂蜜沟（高光荣）0.69公顷、小北沟（万希双）0.55公顷，均为2015年8月前所占用，之后一直未生产，矿山最后一次爆
破时间为2013年7月。由于无林地使用手续，2016年对熙峰矿业立案调查，因责任主体不明，至今未结案。2011年3月
14日，辽阳县熙峰矿业有限公司取得了《关于对辽阳县河栏镇辽大长石矿年开采3万吨钾长石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批复稿）的批复》，2014年2月1日，取得采矿许可证，矿区面积0.3317平方公里，有效期2014年2月1日至2022年10月
1日。2018年9月17日，下发《关于对辽阳县熙峰矿业有限公司项目限期整改的通知》。

该矿业公司处于长期停产状态，近三年无放炮和拉矿石现象，对矿山附近农田和菜地进行了实地勘察，土壤未被污
染，2018年，菜地、农田减产系高温、干旱所致，与矿山粉尘污染无关。

现场检查发现：反映的马家寨镇大红石村电镀厂为原开原市康宁防腐厂技改项目，现为开原市钰达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该公司是一家金属配件加工企业，主要对整筒抽油泵泵筒内孔镀工业硬铬。该项目2014年通过环评审批，2017
年10月通过验收（经验收监测）后投入生产。

该公司泵筒内孔镀铬生产线和镀液槽均采用闭路循环，并采取水泥池、铁槽、PVC管壁三层防渗漏措施；生产时产
生的铬酸雾采用铬酸雾净化捕集装置回收再利用；冷却塔的冷却水经净化后循环利用，根据《开原市防腐厂整筒抽油泵
泵筒内孔镀工业硬铬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专家审核），本项目无生产废水排放。现场未发现电镀液渗漏
现象。

一、经核查，反映的养殖场为铁岭县镇西堡镇亲民养殖场，建于2017年4月初，6月开始养殖肉食鸡。年出栏量30
万羽，占地面积13亩，养殖面积6000平方米，现存栏5万羽。该养殖场位于禁养区内，但不在辽河保护区内。

二、经核查，反映的养殖场为铁岭县镇西堡镇大台山养殖场，2015年投入运营。年出栏量28万羽，占地面积20亩，
养殖面积7000平方米，现存栏6万羽。经调查询问发现该养殖场有环评审批手续，无环保验收手续。该养殖场产生的
畜禽粪便堆存在有“三防”措施的堆粪场内，未发现投诉人反映的鸡粪倾倒路边现象。

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为火力发电企业，环保手续齐全。经查：该公司的储灰场位于歪石村，2009年，该公司
出资3605万元对该村进行整体搬迁，目前，仅1户因补偿事宜未达成一致，没有搬离原住址。该户居民距离辽宁华电铁
岭发电有限公司4号排污口约40米。

该公司 4号排污口为储灰场溢流口，间歇排放储灰场的溢流水。该排放口安装有在线监测设备并与环保部门联
网，数据传输稳定，pH值在6-9之间，符合《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该公司4号排污口周围可取水水井仅有一处，
11月23日水质检测单位与此处居民协商准备采取水样，未得到允许。

该公司储灰场常年保持蓄水运行，储灰场干滩区域设置喷淋系统降尘，运行正常，并在大风天气时使用消防车不间
断喷水，防止扬尘。11月10日，对该公司储灰场进行无组织排放监测，监测结果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目前，陶瓷产业园35家中以陶瓷、橡胶制品为主的19家涉气企业均安装了布袋除尘器、湿式除尘脱硫设施等环保
设施，生产期间记录齐全，环保设施运行正常。

查询建平县环境监测站2014年至2018年累计90次废气污染源监督性监测记录，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指
标均符合排放标准限值。

经调查，陶瓷产业园生产期存在冒黑烟现象，是因为之前未取缔燃煤锅炉的原因。2017年按照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工作要求，截至2018年，两年间共淘汰16台10吨以下工业燃煤锅炉、供暖燃煤锅炉。

陶瓷产业园35家企业的生活污水都收集进入了市政管网，经建平县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放；其中13家产
生工业污水的陶瓷、釉料企业全部建设了防渗污水储存循环池，煤气洗涤水、磨边水、冷却水全部循环利用不外排，在日
常管理中未发现污水渗漏现象。为了及时观测陶瓷产业园地下水变化情况，自2013年起在产业园周边设置了地下水
监控点，查询建平县环境监测站2013年至2018年累计10次监测记录，监控水井石油类、挥发酚、pH指标均符合《地下水
环境质量标准》三类标准。

一、2018年 11月 24日，经现场核实：东郭街道欢喜岭村兴油支路东侧苇塘湿地面积约 6000余亩。经东郭街道核
查，该处苇塘没有经辽河口经济区党工委、欢喜岭社区及盘锦市广浩公司倒卖的情况。该处苇塘于2012年4月5日由
东郭镇政府（东郭街道）与自然人李柏全签订苇塘承包合同，承包面积约6000亩，承包期限20年。合同约定苇塘所有权
属于东郭镇政府（东郭街道），李柏全承包用于苇田生产和塘内养殖。经核查：该区域位于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实验区。苇塘由李柏全经营使用至今，自2013年4月至2017年6月期间经营人陆续在苇塘原有坝埂上施工修建养鱼
池1170亩，其余苇塘仍然维持原貌。

二、盘锦广浩置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在东郭街道欢喜岭村开发建设欢喜家园小区，该项目为自然保护区区域及周
边生态移民建设项目，项目占地150亩。盘锦市辽河口保护区管理局核实认定：“该项目建设在保护区范围外，对保护
区生态环境、自然景观不会造成影响”，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核实认定“欢喜家园项目不在辽河口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该项目立项、环评、规划、土地、施工许可审批手续齐全。

一、葫芦岛康达锦程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负责的塔山乡老官堡村垃圾场属于山谷型填埋场项目，整个项目西高东低，
南北两侧均是天然山坡。葫芦岛市气象条件特殊，常年有大风。项目运行初期确实发生过轻质飘散物现象，目前，该公
司已经基本解决轻质飘散物问题。

二、“1、2组村民”实为塔山乡老官堡村1、2组村民。该项目污水经达标处理后全部用于场区绿化和降尘，浓缩液全
部实施了回灌填埋区。该公司的填埋区和调节池均设有高规格的HDPE防渗系（2.0MM）,设施完好。该公司运行三年
以来，多次对周边地下水委托第三方公司检测，均未发现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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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老边区委、区政府对赵家村安排整体动迁。赵家村涉动迁民宅共359户，目前已
签订协议147户，剩余212户。回迁安置房已全部建成，房源充足。

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居民动迁工作，完成回迁任务。环保部门将加强监管，督促企
业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控制和减少污染物排放。

无

2018年11月23日下达《阜新市环境保护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企业
于12月4日前根据现状评估要求对原料料场及洗出煤炭进行围挡、苫盖、喷淋降尘，
降低堆场、料场高度，不能高出抑尘墙；对水泥路面加强清扫管理措施，及时清理路面
积土，防止由于车辆碾压引起的扬尘污染周边环境；对进出车辆苫盖、车轮清洗后出
厂；对回填旧应急水池、场地平整阶段采取喷淋等防止扬尘措施，新应急水池建成前
不得投入生产。截至2018年11月27日，以上整改工作已经完成。

1.2017年12月15日、16日对阜新县源磷矿业有限公司涉嫌非法侵占用林地行为
立为非法占用农用地案进行侦查，该企业非法侵占林地534.62亩，以上区域林地用途
被改变，原有植被全部破坏，林业种植条件严重毁坏。2017年12月20日，对阜新县源
磷矿业有限公司施工负责人刘志刚采取强制措施，目前此人取保候审。

2.2018 年 7 月 23 日，将倪志辉采石场侵占林地案立为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侦查。
经司法鉴定人员对倪志辉本人所指认占用林地位置进行鉴定，占林地面积为 17.84
亩，损毁程度为严重毁坏。倪志辉未经林业主管门审批占用林地的行为触犯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2018年7月2日对非法占用农用地已立
案侦查，目前此人外逃，已列为网上逃犯。

目前，此案正在侦办中。

2018年11月28日，因企业未保证在线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对该企业下达《行政处
罚先行告知书》，拟处罚10万元。因2018年度一直处于停产状态无法监测，责令恢复
生产后要立即进行监测，监测达标后方可生产。

一、责令企业立即整改，建设封闭原料仓库，避免原料露天堆放，造成扬尘污染。
二、责令企业立即整改，建设封闭原料仓库，避免原料露天堆放，造成扬尘污染。

由于季节原因，原料仓库建设现在无法实施，企业承诺明年开始建设。

加大此案的侦办力度，尽快查明案件事实，依法依规查处。
责令企业补办林地征占用手续，对不符合使用林地条件的，恢复林地原状。

对该厂地下水采样检测，该企业地下水中六价铬含量符合国家规定的饮用水限
值。对土壤进行检测，检测结果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中的要求。

一、2018年11月29日，依法对亲民养殖场进行关闭。
二、2018年11月30日，依法对大台山养殖场行政处罚1万元，并责令其在现有肉

鸡出栏（2019年1月初）后停止养殖行为，养殖场在取得环保验收手续前不得投入使
用。

对该企业加强日常监管，要求企业污染治理设施稳定运行，达标排放。

督促企业全面履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加强企业内部环境监管，依法排污，按证
排污；同时加大陶瓷产业园企业执法检查力度，禁止淘汰锅炉死灰复燃和超标排放大
气污染物，加密产业园周边地下水监控频次和密度，密切观测地下水变化情况。

2018年10月，印发《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问题整改和生态恢复工作实
施方案》，按照《方案》要求，东郭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11月16日开始施工将鱼池恢复
原貌，截至11月29日已恢复面积约900亩，预计12月9日前完成全部恢复工程。

一、政府与该企业共同对垃圾进场时间进行了调整，避免夜间车辆入场，极大地
控制了轻质飘散物在夜间飘离作业区。

二、该企业严格执行卸车、摊铺、压实、除臭、覆盖、再压实的作业程序，严格执行
日覆盖，堆体达规划高度后实施中间覆盖，覆盖方式采用黏土与HDPE膜相结合的方
式，控制轻质飘散物。

三、对卸车时发生极少数轻质飘散物飘离作业区的情况，该公司采用常年雇用附
近村民的方式例行人工捡拾，有效地强化了轻质飘散物管理。

正在委托葫芦岛市环保局监测站对村民 1、2组地下水的水质进行检测，待检测
结果出来后，由相关专家对水质检测报告结果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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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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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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