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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前阳精化科技非法排酸,前阳污水处理
厂多年不运行。

椅圈镇铸钢厂和前进染料化工厂，生产
废水排入沟中，污染河水，导致用河水浇灌的
大棚内草莓苗死亡。

椅圈镇前进染料厂排放大量废酸，造成
粮食减产，植被死亡。上访多次，总是停产处
理，风头过后恢复生产。

石湖沟乡桶子沟村4组垃圾处理厂和选镁
厂将未处理的废水直排河水，导致河水被污染。

硼海镇庆兴化工有限公司、志华化工有
限公司、东镁化工有限公司、丹硼化工厂4家
企业将含工业碱废水直排鸭绿江支流南股河
中，污染河水。4家企业均烧散煤，不正常使
用除尘设备，排放黑烟，污染环境。

一、铁合金住宅南侧中信锦州金属有限
公司电炉烟气未经处理直排，污染环境；二、
锦州集信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时粉尘大，烟囱
24小时冒黑烟；三、附近一煤粉厂经常夜间生
产，排放黑色粉尘。这三家企业严重影响附
近居民生活。

凌海市锦州金日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原
名金城造纸厂）夜间将废水排入大凌河，将几
万吨废料、工业垃圾运至大凌桥东岸林地附
近进行掩埋。该厂制药车间夜间生产，异味
扰民。该厂将其分厂的氯碱车间产生的几万
吨废弃物运往厂区西侧进行掩埋。

益民热力公司供暖运行期间以设备故障
为借口，长时间不运行脱硫、脱硝设备，造成
废气直接排放。煤场不进行覆盖，漫天粉尘，
严重影响大气环境。

太和区女儿河乡前汤村锦州集信实业公
司和渤海水泥锦州分公司，距离居民住宅不
足500米，生产时粉尘、噪声污染环境，生产废
水污染地下水。曾多次向有关部门举报，问
题没有得到解决。

南楼经济开发区营口宁丰集团毁坏林地
600亩，生产镁制品、玄武岩棉过程中排放污
染物，污染环境，且堆积的镁制品无苫盖，刮
风时造成扬尘污染。

大石桥市鸿运矿业有限公司越界开采、
非法开采国家资源白云石，爆破区距村民住
宅不到300米，房屋受损扰民严重；新建厂区
非法占用集体土地30多亩；工厂无任何手续、
无环保处理设施，废水直排厂外。

有人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海棠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三塔湾核心区大搞建设，占用破坏林
地几十亩建度假村。举报人质疑阜新县森林公
安局在案件调查过程中不作为，存在包庇行为。

一、王府镇八家子村源磷矿业大肆毁林、
采矿，并排放大量黄色有毒废水，现已毁林
800多亩；二、王府镇西灰同村倪某开办石厂
大肆破坏林场树木400多亩。曾向有关部门
反映无果。

阜新市氟化工园区天予化工在其污水厂
的污水池下方设置渗井，大量污水直排地下，
污染环境，影响细河水质。

伊玛图氟化工园区金特莱化工厂未按设
计图进行施工，而是建设渗井，当地居民发现
自家水有难闻化工味道。多次举报无果。

辽阳德盛重工生产时冒黑烟，大量工业
废水排放附近村民粮田，严重影响周边农作
物种植和附近居民身体健康。

辽化炼油厂与双阳小区仅一墙之隔，火
炬储罐、加氢装置等设备生产时发出很大噪
声。晚间经常排放刺鼻性气味。举报人认为
该单位550、350项目环评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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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辽宁精华科技有限公司酸性废液经中和后排入该公司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入东
港市前阳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无其他排放渠道。在2018年5月、8月、11月东港市环保
局对该公司日常监察中均对该公司排水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均为达标。

2018年12月2日，该公司正常生产时，对该公司排放的废水进行检测，该公司达标排放。
经调阅丹东前阳污水处理有限公司2013年1月以来近5年的用电发票和近3年的药剂

投加记录，丹东前阳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自2013年以来一直处于运行状态。

检查时，前进染料有限公司处于停产状态，无生产废水外排；铸钢厂正常运行，无生产废
水外排。

群众信访提到的“河水”为椅圈镇中心的一条排水沟，收纳镇区生活污水，全长约2公
里，最终排入依龙河。

前进染料有限公司曾有地面清洗废水外渗，北侧厂界外公共下水管道的排水井中污水
的化学需氧量超标，且pH值为8.4，接近标准上限，已被处罚。铸钢厂北侧废型砂堆存外墙
外排水沟内有雨水流出迹象，进入公共下水管道。经检测，堆放场废型砂浸出液pH值为
10.2至10.5，排水沟内残余雨水pH值为10.2，公共管道下游pH值为9。

下游草莓大棚内草莓确有较大面积受害，但未发现致使草莓苗死亡直接因素。

该厂无废水外排，生产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但检查时，该公司北侧厂房墙角
（北侧厂房即该公司北侧厂界）有渗水迹象。在公司北侧厂界外公共下水管道的排水井中污
水的化学需氧量超标，且pH值为8.4，接近标准上限。此公共下水管道的污水流入椅圈镇排
水沟最终流入依龙河，已对其进行处罚，现该公司仍处于停产整改状态。

椅圈镇政府调阅了历年来粮食产量统计数据。经比对，2018年度椅圈镇粮食产量在合
理范围内。2018年9月初，现场勘查发现，周围农作物正常生长，没有发现植被死亡现象。

一、宽甸满族自治县杨木生活垃圾排放场有一套渗滤液处理设备，渗滤液处理达标后排
入楼房河，同时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每月进行一次渗滤液处理出水水质检测。根据第三方
公司出具的近3个月检测报告，结果均达到《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表二标准。

二、丹东市镁宝镁业有限公司有环保审批手续。该公司厂区西侧建有一座污水三级沉
淀池，规格为180米×25米×9米，来自于浮选、浓缩和过滤工序产生的废水，通过排污管线
进入沉淀池，生产废水经三级沉淀后全部回用，不外排。2018年12月2日，现场检查时发现
有废水和废渣流入楼房河，造成水体污染。

庆兴化工厂有审批和验收手续。该企业建有除尘器、沉淀池。2018年11月19日，经第
三方公司监测，烟尘和二氧化硫超标排放；2018年11月19日，经宽甸满族自治县环境监测站
监测，废水超标排放。

志华化工厂有审批和验收手续。该企业建有除尘器、沉淀池。2018年11月19日，经第
三方公司监测，废气达标排放，废水超标排放。

东镁化工厂有审批和验收手续。该企业建有除尘设备。2018年11月19日，经第三方公
司监测，氮氧化物超标排放；未发现该企业废水外排。

丹硼化工厂有审批和验收手续。该企业有除尘器、沉淀池，因目前企业停产，未发现废
水、废气超标排放现象。

一、经调查核实，锦州金属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评报告手续齐全，配套建设的污染防治
设施、在线监控设施符合环保要求，运行正常。每季度监测报告显示，主要污染物排放稳定
达标。11月24日现场检查，该公司处于正常生产状态，污染防治设施运行良好，未见明显扬
尘，监测结果达标。

二、锦州集信实业有限公司厂区内两个项目均已办理环评审批及验收手续，企业各项环
保设施运行正常，未发现粉尘污染和冒黑烟问题。企业委托第三方公司对厂区无组织废气
和噪声进行了监测，结果均为达标排放。汤河子街道对周边居民进行了走访，受访群众表示
未发现粉尘污染和冒黑烟问题。

三、对锦州集信实业有限公司周边企业进行了逐户排查。经查，附近只有锦州盛天铁合
金有限公司1户煤粉灰企业。该企业已办理环评及验收手续。企业因市场原因已经停产多
月，不存在夜间生产和排放黑色粉尘问题。

锦州金日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对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经定期检测和监督性监测，
结果达标排放。通过执法夜查，未发现偷排行为。

大凌河东岸林地内，存在堆弃建筑和生活垃圾的情况，但非工业垃圾和污泥。该公司固
体废弃物均为一般固体废物，除次氯酸钙废渣外其余皆外售（有销售合同）。

制药车间2017年3月停产期间，完善空气污染处理设施，不存在制药车间有毒气体夜间
直排和异味扰民问题。

2018年11月27日，该公司将漂液车间产生的次氯酸钙废渣运至金日纸业原苇垛厂内进
行填埋，约195立方米。

益民热力公司已按环评及现行管理要求，建设脱硫设施，并投入使用，有24小时实时在
线监测系统。按照相关规定，65吨锅炉（含65吨）不需要安装脱硝设施。2016年以来，企业
因煤场未覆盖、未公开企业信息、在线监测未连接、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超标等问题，已被处
罚。自2018年取暖期以来，经日常监察，脱硫设施运转正常，在线监测数据显示，均达标排
放。煤场已全部覆盖，不存在严重影响大气环境问题。

经调查核实，反映的为渤海水泥（锦州）有限公司、锦州集信实业有限公司下属企业工业
炉渣处理厂、信义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企业均办理了环评验收手续，无生产废水排放，不存
在工业固体废物随意倾倒填埋造成大面积污染问题。废渣在厂区内堆放期间，企业进行了
有效的苫盖及洒水，防止扬尘污染。

监测报告显示监测结果均为达标排放。2009年4月，太和区已经对距离年产120万吨水
泥项目500米范围内的84户住宅进行了拆迁，当年已经全部拆迁完毕。

经查，营口宁丰集团有限公司违法占用林地共9.22亩，已被处罚。截至目前，再无毁坏
林地行为发生。

现场检查，该公司电熔炉处于生产状态，配套除尘设备运行正常，并提供有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记录、洒水记录、除尘车清扫记录。镁制品堆存均已苫盖，无起尘现象。岩棉生产线
于9月26日至今处于停产状态。2018年7月9日、9月22日企业自行委托第三方公司监测，
污染物均达标排放。

2018年11月30日，营口大石桥市环保局委托第三方公司对该公司进行监测，并于12月
2日出具监测报告,数据显示有组织及厂界无组织颗粒物达标。

经核查，大石桥市鸿运矿业有限公司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现场检查时未发现废水直排厂
外现象。2016年有越界开采行为，已依法处罚，未发现有新的越界开采及开采白云石行为。

爆破作业项目有备案和作业设计方案。经现场实地核查，并进行测量，距离最近居民点
为345米，符合矿山爆破安全规程中安全允许距离300米的规定。经走访最近6户居民，有
两户居民房屋外墙面有掉落现象，企业在爆破过程中对其有影响，大石桥市鸿运矿业与周围
居民每年都有补偿协议。

2017年7月11日,大石桥市鸿运矿业有限公司违法私自平整林地，违规建设仓库和堆放
石料，占地面积约1亩，已对其依法处理，责令限期拆除违建设施，该单位已经拆除违建设
施。现场检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

经调查核实，阜新海棠山三塔湾存在非法建筑占用林地情况属实。拆迁公司于2017年
12月14日开始拆迁，到12月31日将地面上的所有建筑物全部拆除，并于2018年4月20日对
现场全部完成林地恢复。调查中，没有证据表明阜新县森林公安局在案件调查过程中不作
为，存在包庇行为。

一、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源磷矿业有限公司涉嫌非法侵占林地，已被处理。现场检查，企
业处于正常生产状态，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正常。2018年11月19日，委托第三方公司对尾矿
库西侧泉阳河及选矿厂自备井、附近自然屯3户居民水井进行监测，监测结果符合要求。
2018年11月19日，阜新县健康服务疾控中心对企业附近两个自然屯的三份水样检测，检测
结果是硝酸盐、氯化物、氟化物不超标，大肠菌群超标，不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二、倪志辉采石场所占的林地是其于2010年4月15日承包的荒山。

辽宁天予化工有限公司取得一期年产3200吨含氟中间体产品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批复，二期年产1100吨农药中间体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排污许可证换证在
网上已申报，等待批复。

企业现处于正常生产状态，各项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企业污水全部走架空管道，地
下无污水管线。现场勘察污水收集池采取了防腐防渗措施，污水池已经排空，检查池底未发
现有渗井。未发现企业污水厂的污水池有利用渗井偷排行为。

一、金特莱氟化学有限责任公司年产250吨对溴三氟甲苯系列产品项目已取得环境影
响报告书批复，正在进行整改。

二、氟产业开发区由于历史原因，长期污水直排。园区规划环评监测结果显示，地下水已
受到一定程度污染。2018年7月，氟产业开发区委托第三方公司对地下水进行检测，出具的检
测报告显示，地下水指标没有继续恶化。居民水井早已废弃，未发现有难闻化工味道。

辽阳德盛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环保手续齐全，有除尘装置，工业冷却水循环使用，不
外排。

经调查，企业为了防止山水流入厂区造成积水，设计沿山体挖一条排水沟直通山下，举
报人果园位于下游，但由于双方对排水沟土地使用有争议，企业和农户之间的补偿问题没有
达成一致，因此修建排水沟断口位于果园内，雨水经排水沟流至果园，造成部分地面有积
水。对此，企业已经实施排水沟改线工程，确保2018年12月中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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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生产，辽阳
石化炼油厂西侧厂界噪声监测显示，噪声符合排放限值要求。

辽阳石化公司定期对炼油厂生产装置开展自行人工监测，监测结果显示，污染物排放满
足国家最新标准限值要求。辽阳石化于2018年6次委托第三方公司对双阳小区和荣华小区
空气中的总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氨、非甲烷总烃、苯、甲苯、二甲苯等特征污染
物开展监测，监测结果达标。2018年10月23日至24日对辽阳石化边界无组织废气监测，满
足国家环境相关标准要求。

未发现辽阳石化炼油厂生产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经调查，辽阳石化550万吨/年原油加工项目（包括新建550万吨/年常减压蒸馏装置、

120万吨/年柴油加氢精制和3万吨/年硫黄回收装置）和350万吨/年常减压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书由具备资质的单位编制，经原国家环保总局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及审批手续
齐全、完整。

是否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部分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不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不属实

属实

不属实

不属实

基本属实

不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加强对两个企业的日常监管，发现环境违法问题及时
报告，由环保部门依法查处。

责令东港市铸钢厂停止环境违法行为，限期改正，罚款
3万元。

为减少对下游草莓苗种植户可能产生的影响，两家公
司出资为下游草莓苗种植户修建从依龙河调水灌溉的管
线，现已完成了部分管线安装。

加强对两个企业的日常监管。

加强对该公司的日常监管。

2018年12月3日，对丹东市镁宝镁业有限公司下达《责
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治法》，拟处罚款人民币2万元。

1.对庆兴化工厂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对其拟处
罚款40万元。

2.对志华化工厂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对其拟处
罚款15万元。

3.对东镁化工厂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对其拟处
罚款10万元。

4.加强监督检查，发现宽甸丹硼化工厂生产及时对其
进行监测，如超标排放将依法查处。

加强对该地区企业的日常监管，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
排放。

对私自填埋次氯酸钙废渣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相关规定，罚款人民币3
万元整，现已整改完成。

加强日常监管，确保企业治理设施正常运转，各类污染
物达标排放。

对企业加强监管，如发现有违法问题将依法依规处理。

加强监管，定期监测，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加强日常监管，对企业擅自扩建洗砂机2台，筛分机1
台，擅自扩建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处理，罚款人民币1万元
并要求其恢复原状，现已拆除设备。

无

一、将该企业行为立为非法占用农用地案进行侦查，非
法侵占林地534.62亩，以上区域林地用途被改变，原有植被
被全部破坏，林业种植条件严重毁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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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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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志辉采石场总面积为271亩，经
司法鉴定，侵占林地面积为17.84亩，损毁程度为严重毁
坏。倪志辉涉嫌犯有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已立案侦查，目前
此人外逃，已列为网上逃犯。

无

企业现处于正常生产状态，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未
发现企业私设渗井情况。经勘察：企业6个污排井及管道、
污水处理站的各池体、污水处理站的设备及管路等均采取
了防腐防渗处理，未发现企业有利用渗井偷排行为。

加强日常监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严肃处理。

无

问责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通报1人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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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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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