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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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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受理
编号

X210000201
811230071

X210000201
811230096

X210000201
811230118

X210000201
811230014

X210000201
811230162

X210000201
811230168

D210000201
811230016

D210000201
811230097

X210000201
811230075

X210000201
811230222

D210000201
811230050

X210000201
811230043

X210000201
811230092

X210000201
811230089

X210000201
811230136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芦屯四台子米高化肥厂，生产时冒黑
烟，半夜偷排工业废气，气味难闻。

水源镇水源村有一土法炼油厂无环
评手续，生产过程中排放废气，异味扰
民。2017年曾向中央环保督察组举报，其
间此企业停产，督察组走后继续生产。

一、青石岭镇原敬老院内有一压球
厂，无环保手续，且生产时污染严重，举报
人曾多次向当地环保部门反映，未得到
解决；

二、青石岭镇高丽城有一电熔镁厂，
没有任何手续，违法生产，污染环境。

王府镇八家子村 7组全体村民反映：
2016年春，八家子村源磷矿在该村上游建
尾矿库，尾矿库施工期间严重违规；2017
年 6 月，源磷矿偷排污水，该村饮水井被
污染，致使井水无法饮用，经有关部门检
测，硝酸盐、氯化物、氟化物和粪大肠菌群
等 4 项指标超标。2017 年 7 月，阜新县环
保局曾对该企业尾矿库违建行为进行处
罚，但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

新邱区私营煤矿老板张某某非法毁
坏耕地近百亩，侵占举报人口粮田 6.6 亩
露天采煤，之后用洗煤厂尾料填埋废坑，
导致该地寸草不生。曾向国土、环保、公
安等部门举报，未予解决。

细河堡附近，阜新氟化工厂排废水，
导致细河里的鱼死亡，地下水被污染。

石厂峪村的中石油辽阳石化公司和
一些小化工厂夜间偷排工业废气，异味扰
民。

市政府向护城河里撒药，河水变清，
但是河里的生物都死了。

柳壕镇罗套村科添印染厂由于严重
污染周边环境 2018 年 8 月被环保局勒令
停产，近日该厂对外宣布又要恢复生产，
周边居民对恢复生产是否合规、排放是否
达标存在质疑。

一、昌图镇东明村大弯水泥厂在2017
年中央环保督察期间被查处定性为违规
建设，并给予查封。但环保督察组走后又
继续生产。在 2018年 11月 4日中央生态
环保督察组回头看期间，此企业开始放假
停产。水泥厂生产噪音扰民，粉尘污染严
重影响周边村民生活环境。

二、东明村申传发青石采石厂、青石
关铁采石厂、花岗岩陈强采石厂、花岗岩
陈老三采石厂、花岗岩南山茂林采石厂24
小时生产噪音严重扰民，企业放炮采石
时，其爆破声巨大，震裂房屋，严重影响村
民休息。

一、叶柏寿镇黄土梁子村的富源铁选
厂破坏几百亩耕地，废水未经处理排入河
套，加工时粉尘污染和噪音扰民。

二、万寿镇大板沟村的正通铁选厂无
证开采，盗采国家资源，破坏几百亩草坪、
耕地和林地，且噪音扰民。

小城子镇肖杖子村皮杖子的矿山深
处一个不知名工厂夜间生产，散发难闻气
味。厂子建在矿坑里，生产时产生大量废
水直接排入矿井中。

双塔区长宝乡兰凌水泥厂在去年中
央环保督察时被举报，地方对该企业罚款
10万元后继续生产，直到今年“回头看”时
才暂时停产。该水泥厂 2017年违规新建
5000吨的生产线（尚未投产），生产废水直
排大凌河，粉尘、噪音污染严重，距离该厂
不足 100 米的长宝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和
附近居民深受其害。

杨家杖子经济开发区内有一个中型
锌厂，排放污水，污染莲花山地下水源，全
区百姓饮水安全受到威胁。

连山区钼业集团非法占地 33亩建钼
选厂，环评手续造假。2018年6月引入锂
矿石加工工艺，生产锂电池，废水直排，污
染下游乌金塘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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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18年11月24日夜间，对辽宁米高化工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该公司2条硫酸钾生产线、2条大颗粒氯化钾生产线正常
生产，反应炉炉口未发现冒黑烟，除尘设施和HCL吸收塔正常运行，公司建有一座4吨的天然气采暖锅炉。

在厂周围未感受异常气味。2018年11月24日委托第三方公司对该公司废气排放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表明，该企业废气
排放达标。11月25日13时执法人员再次对该公司进行了检查，未发现反应炉排气筒冒黑烟，反应炉门未关闭，反应炉外墙有
裂缝，造成部分有味气体外泄，应急池内有少量积水，除尘设施和HCL吸收塔正常运行。

2018年11月25日，现场检查发现，反映的为大石桥市永锋化业有限公司，位于营口大石桥市水源镇水源村，主要设备：锅
炉1台，立式仓储罐9个，脱水炼化装置一套，无环评手续。

2013年4月，对该企业未经审批擅自生产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处罚并移交法院，法院已受理。
2018年9月11日，采取切断动力电措施对该企业实施责令停业。
2018年9月、10月、11月经水源镇多次巡查，未发现该企业有生产行为。
2018年11月25日，大石桥市经信局认定该企业工艺为“土法炼油”。

一、2018年11月24日，现场检查发现，反映的“压球厂”为营口松源耐火材料有限公司，2018年8月由大石桥市南楼开发
区西江村搬迁至盖州市青石岭原敬老院院内，无环保手续，生产设备尚未安装完毕，该企业用电量为零，目前处于停产状态。
同时，经营口盖州市环保局核实，在此之前未接到过类似举报。

二、2018年11月24日上午9时，现场检查发现，反映的“电熔镁厂”为盖州市瑞林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开工
建设，2017年 7月建成投入生产，无环保手续，没有安装环保设施，生产期间存在违法生产、污染环境情况，目前处于停产状
态。因不符合产业政策，无法办理环保审批文件。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源磷矿业有限公司位于阜新县王府镇八家子村，法定代表人为孙立华。经查，企业处于正常生产状
态，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正常，现场检查未发现废水外排现象。

2017年1月，对源磷矿业未经环保部门批准新建尾矿库，责令停止建设，罚款6.65万元。2017年4月1日通过环保验收。
2017年5月11日，新尾矿库未经环保部门批准擅自投入运行。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环保部门验收投入使用

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其立即停止使用新尾矿库，报环保部门批准后方可投入使用，罚款6万元。罚款缴纳后补办了
环评手续。

2017年8月25日，新建尾矿库通过环保验收。

反映的企业为阜新东岗矿业有限公司，坐落于阜新市新邱区长营子镇大岗岗村，矿山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举报人反映
的毁坏区域全部位于阜新东岗矿业有限公司合法采矿区范围内。

经调查，举报的私营煤矿老板张某某系阜新东岗矿业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前矿山属停产矿山，按省政府政策要求2018
年年底关闭矿山。举报人举报位置在阜新东岗矿业有限公司采区内，经比对2008年和2017年遥感影像，核对辽宁省第二次土
地调查专用软件该区域总面积55.3005亩，其中耕地6.8805亩，未利用地48.42亩，与举报非法毁坏耕地近百亩问题不相符。经
核实，该地未办理相关土地利用手续。

关于侵占举报人口粮田6.6亩露天采煤问题。经核实，口粮田6.6亩位置在阜新东岗矿业有限公司采矿区范围内，该地块
土地地类为集体耕地。举报人2005年将该地承包给孙某，承包期24年，从2005年11月起算。

11月26日，对细河堡细河上下游沿线附近进行排查，未发现有死鱼。通过走访细河沿线周边群众，反映未发现有死鱼。
氟产业开发区是在有机化工厂基础上建立的。由于历史原因，原阜新有机化工厂一直无污水处理设施。按照园区规划

环评监测结果显示，地下水已受到一定程度污染。
氟产业开发区内所有工业废水均由碧波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细河。没有造成新的地下水污染。

举报反映的“石厂峪村”为辽阳市宏伟区曙光镇石场峪村，石场峪村包括石场峪和孟家房两个自然村。举报中“中石油辽
阳石化公司”实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阳石化分公司”（以下简称辽阳石化），为央企，不在石场峪村范围内，但紧
邻石场峪村。

2018年11月26日对辽阳市宏伟区曙光镇石场峪村进行现场检查。经调查，石场峪自然村已经整村动迁，村内没有小化
工企业。孟家房自然村有辽阳欣欣化工有限公司、辽阳鸿翔化工物质有限公司和辽阳森邦新材料有限公司3家企业。辽阳欣
欣化工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份停产至今，目前储罐内没有物料。辽阳鸿翔化工物质有限公司于2008年起未进行加工生产
至今，但储罐内储存乙烯焦油，从辽化公司购入后对外直接销售，几年来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辽阳森邦新材料有限公司
阶段性生产，主要原料是聚乙二醇、二乙二醇，通过物理搅拌生产太阳能硅板切割液。

现场检查，3家企业附近稍有异味基本属实。委托第三方公司于2018年11月27日对石场峪和孟家房自然村及周边环境
空气中硫化氢、氨气进行了昼间和夜间监测，根据监测报告，石场峪和孟家房自然村及周边环境空气监测因子满足相关标准
浓度限值的要求。

辽阳市宏伟区曙光镇石场峪村毗邻的辽阳石化，近几年先后投入大量资金治理废气排放问题。辽阳石化委托第三方公
司，于2018年10月23日至24日，对辽阳石化边界无组织废气中氯化氢、苯、甲苯、二甲苯、氨开展了监测，辽阳石化边界无组织
废气监测因子均满足相关标准浓度限值的要求。

环保部门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于2018年9月10日至12日，对辽阳石化周边环境空气开展环境监测，监测因子包括二氧
化硫、二氧化氮、氨、硫化氢、氯化氢、非甲烷总烃等污染物，根据《监测报告》，辽阳石化周边环境空气质量满足国家空气质量
二级标准要求。委托另一家第三方公司于2018年11月9日对辽阳石化厂界上下风向无组织排放的非甲烷总烃、硫化氢、氨等
开展环境监测，根据监测报告，辽阳石化厂界无组织排放监测因子满足相关标准浓度限值的要求。

反映的护城河是辽阳市的一条季节性河流，主要用于灌溉下游农田，每年灌溉期（5月-9月）由辽阳市灌渠管理处开闸放
水，将太子河水引入护城河，经过灌渠闸门进行农田灌溉。

该河段水面垃圾清理由辽阳市城市管理事务服务中心负责。为保持护城河景观带的整洁美观，利用打捞船对河道水面
上的垃圾、杂物定期进行打捞。2018年11月23日，现场调查核实，护城河水来自辽阳市太子河，流入护城河的水用于灌溉农
田，不是黑臭水体。管理单位并没有向护城河撒放药物，也没有发现其他单位和个人向护城河撒放药物。通过现场查看，护
城河内有水草等生物成长。

反映柳壕镇罗套村科添印染厂实名为辽阳科添印染有限公司，企业年加工布匹印染5400万米。2010年12月31日企业取
得《关于对辽阳科添印染有限公司年产5400万米布匹印染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2017年10月27日企业取得《关
于对辽阳科添印染有限公司年产5400万米布匹印染加工项目补充环评报告书的批复》，2017年10月27日企业通过环保验收。

2018年8月，环保部门接到举报辽阳科添印染有限公司环境污染的信访案件，并到现场进行调查处理，现场固废污泥混乱
堆放。该公司的污泥于2016年1月25日，由第三方公司检测认定为一般固体废物，实际年产量为4吨左右。2018年8月27日
对该公司下达了停止生产，限期整改的通知，要求完善污泥暂存间，做好防渗处理。整改期间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恢复生产。
2018年11月25日，经现场核查，该企业仍处于断电状态，不具备生产条件。

一、经调查：举报人所称昌图镇东明村大弯水泥厂实为辽宁大鹰水泥制造有限公司。该公司环保手续齐全。
2018年8月8日，对该公司正常生产状态下进行噪音监测，监测结果达标。2018年11月12日，该公司已按照省工信、环保

部门关于冬季取暖期间实施错峰生产的要求停产。
二、经查，昌图镇关山共有昌图县关山采石场、昌图县关铁采石场有限公司、昌图凤元矿业有限公司、昌图县鸿茂石材有

限公司、沈阳铁路局昌图采石场4家（7个采区）采石场，均符合《昌图青山保护区规划》《矿山资源规划》，均有《矿山采矿许可
证》、环保审批等相关手续。因开采矿石会破坏生态环境，4家采石厂按照要求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土地复垦方案》，进行
了土地复垦前置工作，并向土地部门累计缴纳了环境复垦治理保证金179.608万元；矿山关闭前按《辽宁省矿山环境恢复治理
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要求，由采矿权人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恢复。目前，关山4家采石场均在采矿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开
采。

以上企业委托铁岭军宏爆破工程有限公司进行爆破作业，依据《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及《爆破安全规程》的有关规定，
采取松动爆破方式，设置300米安全距离。未发现震裂房屋情况。

一、2010年，富源铁选厂经营投资人张成功与万寿街道黄土梁子村六组村民签订了土地租赁协议，租赁土地36.1亩用于
堆放铁选矿尾砂，租赁期限为2010年5月8日至2016年5月5日，并约定使用期满前1个月由该选厂把土地恢复成耕地。租赁
协议到期后，该选厂未履行土地恢复义务。黄土梁子六组村民将该选厂起诉至建平县人民法院。该选厂2014年停产后拆除
了全部生产车间、设备，未发现生产废水向河道排放现象和生产时粉尘、噪音扰民问题。

二、2011年7月、2015年3月，建平县森林公安局两次对该公司非法占用林地193.01亩和302.99亩以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
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建平县人民法院两次判定该公司非法占用林地193.01亩和302.99亩，共判处罚金320万元。

该采矿区自 2006年开始开采，采矿证内采矿面积约 115.96亩（采矿用地 57.65亩、耕地 35.33亩、林地 3.68亩、草地 19.30
亩）。该公司采矿许可有效期限至2015年8月21日，自2015年8月21日后没有新的采矿行为。

经过实地勘测，正通矿业公司选厂堆放废渣地块属于林草重复地块，建平县森林公安已刑事处罚，其余地块不属于确权
草原。

该公司铁矿采矿区没有开采，没有产噪设备作业，并且周围500米范围内无常住居民，现阶段噪音扰民现象不属实。

经查，该公司现场未生产。但现场负责人称2018年10月份对生产设备进行了调试。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厂区南侧有一
条排水沟直通厂区外东侧一根水泥管，水泥管出口处不是矿井，而是厂区排放雨水的水沟，但水沟里有存水。对该水沟存水
进行取样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水中含有石油类成分。经了解核实生产工艺，该公司不排放生产废水。但根据存水检测结果及
该企业使用的生产原料，认为该企业涉嫌利用暗管排放废水。

鉴于该公司涉嫌利用暗管排放废水，2018年11月26日凌源市环境保护局函告国网凌源市供电公司，对凌源市小城子镇
肖杖子村凌源市天凌工业油脂有限公司依法实施断电，并于2018年11月27日对该企业实施查封，同时组卷向公安部门移交。

经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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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9日取得批复，
2007年1月11日通过验收，该条生产线之前一直处于正常生产状态，但在收到《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委 环境保护厅关于辽宁
省2018-2019年采暖期水泥错峰生产安排的通知》后已于2018年11月2日停产，并不是由于此次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原因进行停产；二是日产5000吨熟料生产线，该生产线无环保手续，已按相关部门要求停止建设，一直未投入生产。2013年6
月，对朝阳兰凌水泥有限公司日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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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0日，相关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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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6 月朝阳兰凌水泥有限公司日产 1000 吨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项目通过了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评估，
2017年10月朝阳市行政审批局对朝阳兰凌水泥有限公司发放了排污许可证。2018年7月第三方公司对朝阳兰凌水泥有限公
司噪音和废气污染物排放进行了监测，数据显示该企业噪音和大气污染物均达标排放。2018年11月7日，经现场检查，朝阳
兰凌水泥有限公司厂区内料场已进行覆盖，厂区内路面已进行洒水作业，由于朝阳兰凌水泥有限公司目前处于停产状态，因
此未进行监测。该公司厂区内有蓄水池，生产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该问题所称锌厂实为葫芦岛锌冶炼有限公司，位于杨家杖子经济开发区毛祁屯。2018年11月25日，现场检查，各生产工
序设施采取了防腐、防渗措施，电解车间地面采取混凝土、玻璃钢材料和铺设瓷砖的措施进行防腐、防渗，并建有防腐、防渗的
事故池和雨水收集池。生产中产生的电解废液、电解车间产生的地面冲洗水回中浸工序循环使用，不外排。检查中未发现企
业有生产废水外排口。

莲花山地下水污染属实。杨家杖子地区是老矿区，水文地质状况和地下水走向复杂。莲花山周边多年累积的地下水污
染问题一直未得到彻底解决。

2010年2月8日辽宁连山钼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连山区钢屯镇下兰家沟村村委会签订协议书，拟通过政府征用土地的方
式取得该村23969.3平方米（35.9539亩）土地的使用权，并支付了土地补偿费。2012年11月17日经辽宁省人民政府批准，该公
司办理了用地批复，面积为1475平方米（2.2125亩），此面积在上述协议范围内，协议剩余部分土地（上访件中提及的33亩）在
2018年8月前该公司没有使用，不存在土地违法行为。

2018年1月1日辽宁连山钼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辽宁虹京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选矿厂租赁经营合同》，将公司所属的钼
冶选分厂租赁给辽宁虹京贸易有限公司经营。2018年8月以来辽宁虹京贸易有限公司未经批准在该宗地上建了两个成品车
间，经现场勘查，位置在选矿厂西南侧，面积为703平方米，其中违法面积为625平方米。

2016年9月26日相关部门对辽宁连山钼业集团选矿厂项目予以备案，2018年8月8日予以批复。环评手续造假不属实。
根据环评批复，辽宁虹京贸易有限公司最终产品为锂精矿。生产锂电池不属实。
辽宁虹京贸易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18日与葫芦岛铭源尾矿运营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生产产生的尾矿排入铭源尾矿运

营有限公司尾矿库。经现场检查，该企业目前未进行生产，未发现有水外排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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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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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反应炉外墙裂缝及应急池少量积水已
整改完毕。督促企业进一步加强管理，降
低污染物排放量。限期企业开展环境影
响后评价，2019 年 3 月底前完成。

对企业实施关闭，设施进行拆除。同
时公安机关对企业油品的来源、去向进行
立案调查，涉及违法犯罪行为将依法查
处。组织相关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
面排查，发现一起打击一起，并建立长效
机制，常抓不懈。

责令营口松源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立
即停止设备安装等工作，必须在完善环保
手续、建设各项污染防治设施后方可生
产，并罚款6300元，责令停产。

责令盖州市瑞林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在 10日内生产设备和原材料必须全部拆
除清理完毕。

大肠杆菌超标主要是由于农村生产
生活方式不当造成，建议居民可通过净水
器、漂白粉或高温煮沸后饮用。

该矿已于 2011 年编制完成了《阜新
市新邱区东岗露天煤矿矿山土地复垦方
案》，并经省国土资源厅审查备案。

2017年9月起，开发区启动了“一企一
管”工程并配套“污水排放中间站”工程，该
工程于2018年6月30日投入运营。目前，
开发区18家排水企业已全部纳入“一企一
管”排水管理系统。企业污水经厂内预处
理后，由“一企一管”排入“中间站”，经碧
波污水处理厂处理水质达标后排向细河。

碧波污水处理厂已完成环保验收，在
线数据显示稳定达标排放。该污水处理
厂只有唯一进水口和出水口，并安装有在
线监测系统。自2018年9月8日起碧波污
水处理厂对氟化物处理工艺进行再调整，
确保污水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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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厂平均氟离子排放浓度为5.48mg/L、
4.50mg/L。

要求各相关部门加强该地区管理，加
强巡查检查力度，确保石场峪村内企业污
染物达标排放。

无

如企业要恢复生产，必须按照环保要
求整改到位，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如未
完成整改，继续停产治理。

一、加强对该企业的监管力度。待恢
复生产后，对其厂界噪音进行监测，发现
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二、加强对采石企业的日常监管，如
发现有违法违规行为，严肃处理。

一、建平县人民法院判决该选厂限期
清除堆放在耕地上的尾砂,将耕地恢复原
状。目前建平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正在执
行该案件。

二、2018年11月24日此案件交办后，
对该公司进行调查核实发现，发现其占地
面积超出原追究刑事责任面积 15 亩，建
平县森林公安局正立案调查中。

2008 年至 2014 年，相关部门分别对
该公司违法占地110.91亩进行了处罚，其
中包括非法占用耕地35.33亩。

一、待公安部门查实后，做进一步处
理。

二、加强属地监管，企业如有环境违
法行为及时报告给环保部门。

相关部门加强日常监管，确保该企业
依法生产、达标排放。

正在寻求该地区水源污染的解决办
法。葫芦岛市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勘
测工程技术报告计划 2018 年 12 月份完
成。根据该报告中有关杨家杖子地下水调
查勘测数据和分析结果，确定莲花山水污
染源。针对具体污染源制定专门的整治方
案，防止莲花山地下水继续受到污染。

2018年8月30日，对辽宁虹京贸易有
限公司涉嫌违法占地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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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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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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