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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沈阳市老虎冲垃圾填埋场渗滤液污染周
边地下水，且异味扰民，影响附近居民正常生
活。

罗家房镇房申村现代农业园内所有企业
无污水处理设施，废水直排地下或排放到园
区外西侧空地上，渗入地下；生产废气直排大
气，气味难闻，污染大气环境；固体废物露天
堆放，气味刺鼻。

皮口镇府西街38号的大连矢铁铸工有限
公司烟囱排放腐蚀性气体，导致附近居民家
金属材质房板遭到腐蚀；生产废水直接排放
到厂内沉淀池中，废水下渗导致地下水被污
染；露天堆放生产废渣，刮风天气扬尘扰民。

花园口经济区大崔村南王屯的中华精密制
造厂不定时排放污水至水库中，污染地下水，异
味扰民，举报人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未果。

举报人对11月 27日大连市第十二批反
映的蓝色海岸居民小区98号楼3单元一楼住
户私挖地下室，导致粪水溢流等问题不属实
的调查结果不满意。破坏环境的当事人是原
沙河口区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现在大连市
城建局工作。中山区政府有关部门不作为，
敷衍整改，不深入现场内部查看，互相包庇，
谎报结果。

一、仙浴湾镇胜利村孙某（原村委会主任
及村党支部书记）在胜利村胜利桥南侧500米
的晾台周围及东侧半山腰处、山脚处大面积
毁林毁草，占为己有。曾于2017年向环保督
察组反映，却只对镇政府人员警告处罚，未对
孙某进行任何处罚，仍继续破坏生态环境；
二、在东山、南杰世勇园（当地人称呼）毁林养
猪，机器声、猪叫声扰民，猪粪随意倾倒，臭气
熏天，污染地下水，村民井水暗黄。

许屯镇徐屯村村委会主任刘某某劈山毁
林填河造地。一、2009年在许屯镇小房村矫窑
西大山劈山开垦1.8万平方米，毁林1万平方
米；二、将劈山的土方倾倒红沙河中，形成长
300米，宽50米的土方填充地；三、在许屯镇肆
意采砂；四、私自开垦毁坏山林600亩左右。

大连中远石化有限公司有危险废物经营
许可证，但场内根本没有危险废物处置设施，
危险废物贮存场所也不合格。公司把收集到
的废矿物油私自贩卖给商贩，场地内堆有大
量废油桶。

海城市污水处理厂有两个排水口，一个
是未经处理直接排放污水口，一个是经过处
理正常排放口，未经处理污水排水口排出的
废水发黑发臭直接流入五道河，污染水源。

岫岩县石灰窑镇坎子村甲木金矿无相关
手续，非法毁坏600余亩林地，开采矿山。

鞍钢齐大山铁矿和鞍钢尾矿坝，有毒铁
矿粉污染特别严重，农作物和蔬菜上落满厚
厚的灰尘影响农作物生长，有害物质污染水
源，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一、岫岩县万成镁业集团在生产高纯电
熔镁砂过程中污染严重；二、整改期间采矿场
一直采矿，借排险之名开采镁矿和镁白云石
矿；三、整改期间将部分烟尘临时收拢密封，
晚上或白天见机统一排放；四、自2009年资源
整合以来，界外超占林地1000多亩。

偏岭镇包家堡村恒河组北海集团东和源
矿业公司越界采矿，探矿并盗采矿石，导致
100多亩林地被毁，破坏生态环境。

偏岭镇包家堡村兴东矿业无环保及其他
任何手续，偷采矿石，生产时噪声扰民，严重
影响周边村民生活环境。该企业有检查时，
锁门阻止检查；督察“回头看”期间停产。

鞍山市台安县韭菜台历家村，辽南生物
能源再生基地，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挂着
“台安县亿邦秸秆加工厂”的牌子，长期非法
收购废机油。

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齐大山分公司在
无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增容扩建尾
矿库。投诉人称该尾矿库存在安全隐患，可
能污染附近农田及地下水。

东洲区政府旁边的搭连河上游有好几家
化工厂，超标排污导致搭连河水变为青黄色，
水面冒白沫子。举报人担心下游浑河被污
染。

河北乡东华村自来水水库旁边有两个炼
油厂和一家骨粉厂，3家企业将生产废水、废
油随意排放到水库附近，导致自来水和地下
水受到污染。

会元乡马进村基石建材公司违法生产，
生产时扬尘、异味以及噪声扰民，危险化学品
过氧化氢储存不当，存在安全隐患。

一、抚矿中机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在未做
环评验收情况下违规生产，产生噪声污染、粉
尘污染、废气污染、辐射污染。二、演武垃圾
场渗滤液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且异味扰民。

龙凤化工厂无污水处理设施及排水管
网，工业污水直排地下，严重影响周围居民生
活。举报人多次举报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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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老虎冲垃圾场修建了渗沥液处理设施，并正常运行，排水在线监测设施与环保部门联
网，出水水质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垃圾场内生活污水全部进入化粪池，运送至污水处理
设施进行处理。

垃圾填埋区和渗沥液积存池已按设计要求铺设了防渗膜。11月25日，委托检测报告
显示：老虎冲垃圾场区内地下水各项重金属含量指标均达标，个别指标如细菌总数、氨氮
等指标略有超标；场区内硫化氢和臭气浓度在标准范围内，厂界达标，但在特殊天气条件
下偶有异味。

所诉为沈阳鼎珺置业有限公司建设的标准化厂房项目。该项目环保审批、验收手续
齐全，配套建设日处理能力1000吨的污水处理站1座，集中接纳入园区企业污水，处理并
达标排放。目前，有22家企业承租该项目厂房，院内及周边未发现渗坑，未发现废水直排
或向园区外西侧空地排放。相关企业陆续停产至今，检查未发现废气排放。在园区东北
角建有固定的封闭式垃圾收集堆放点，无固体废物露天堆放问题。

对该项目院内及附近地下水进行采样检测，检测指标均符合标准。11月25日，罗家房
镇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企业周边地下水取样检测，检测结果符合国家标准。

该公司产生的废气未安装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排出废气有一定气味，但不会产生
腐蚀性。该企业周边并没有居民。

该企业注蜡工艺和硬化工艺涉及用水，循环使用不外排。贮存池内无渗漏、无排放暗管。
厂区西侧约1.5吨铸造废渣露天堆放，刮风天气确实会产生扬尘。

该企业无生产废水，只产生少量生活污水（0.05吨/天），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厂内植
被浇灌，无外排；现场核查没有发现污水排入附近水库（灌溉用）的痕迹。水样监测结果显
示厂区附近水库和地下水水质均达标。异味监测结果表明，厂区上下风向差距很小，影响
不大。

此案件在2018年11月27日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期间系首次受理，在此之前未接到
过此案件相关的信访投诉。

“回头看”期间，交办“北斗街98号蓝色海岸小区居民私挖地下室导致污水溢流”投诉
案件3件次，其中重点案件1件次，接到交办案件后，对投诉人先后反映的地下室污水积
存、暖气井内积水等问题，多次组织相关部门到现场核实，没有新的施工迹象，没有漏点，
未发现污水。

该房屋当时产权人及委托人，非执法局或城建局工作人员。

一、经调查，2014年12月，孙某某有滥伐林木行为。因孙某某的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
被发现，不再追究其行政违法责任。孙某某除上述毁林毁草情况外，未发现其他破坏生态
环境行为。

二、孙某某未在东山、南杰世勇园（果园地）毁林建猪舍。2017年5月，孙某某在该果
园内修建了一处石质大棚地基，未继续施工。经现场勘测，地基修建位置为非林地。

一、经调查，2009年9月,刘某某的岳父张某某涉违法占用林地开垦，已对其进行了行
政处罚，此地现已恢复原状。

二、对刘某某填占河道违法行为的处罚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未发现刘某某在许屯镇境内河道里有采砂行为，也未接到过类似举报。
四、许屯村村民王某某（系刘某某的表弟）于2014年4月承包许屯村部分村民土地200

亩左右，地块为非林地，不存在毁林行为。

经调查，该单位车间内有废矿物油综合利用和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及设备，危险废物贮
存场所符合规定。经核实该单位经营账目和销售记录，未发现该单位有私自销售废矿物
油的违法行为。该单位厂区封闭仓库和半封闭仓库内存放有约3000个油桶。

海城市污水处理厂一级A新建工程于2018年6月30日通水调试，8月20日经第三方公
司检测，检测报告结果显示，出水水质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两条百乐克工艺系统在完成
清淤后，进水调试时会出现少量浮泥外溢情况，并非污水处理厂未经处理污水直排。

海城市五道河流域没有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不存在污染水源情况。

岫岩县甲木矿业有限公司已办理了工商执照、《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环保
备案手续。

2014年，该公司非法占用林地2190平方米的违法行为已被处罚。从2014年处罚至
今，甲木矿业有限公司没有进行生产，也不存在继续破坏林地行为。

经查，该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确会产生扬尘，企业已采取一定措施遏制扬尘污染。经查
阅10月25日、11月21日监测数据，颗粒物排放达标。但不排除大风干燥天气下上述作业
区存在扬尘污染问题，影响附近百姓的日常生活。

2017年，在金胡新村金家岭一组于蔬菜采收期和玉米成熟期进行了农产品抽样检测，
检测结果全部正常。

2017年5月11日、2018年9月17日对风水沟尾矿库坝渗水进行了监测，监测数据显
示，污染物排放达标。

一、经调查，该公司厂房、库房全封闭，地面硬化，除尘设施正常运行，经监测均达标排
放。

二、该公司矿山2017年3月末停产，至今没有采矿行为。
三、截至目前，未发现企业有烟尘偷排行为。
四、该公司非法占用林地面积10.40公顷，被占用林地原有植被和林业种植条件均遭

受严重破坏，于2016年10月11日立为非法占用农用地案进行侦查。侦查中又发现该公司
开采镁矿非法占用林地面积6.45公顷。

一、东和源矿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至2017年有越界开采违法行为，2017年依法处
罚。该公司正在办理扩界手续。

二、该公司非法占用林地5.43亩，2017年已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一、经查，该公司无采矿行为，2018年7月停产整改，整改前确有噪声扰民问题。
二、该公司有营业执照和环评批复，正在等待验收。已办理发改立项、安全生产、水土

保持方案、防洪规划报告手续。
三、该公司已于2018年7月11日断电停产整改，整改期间该企业一直停产，日常巡检

时未发现该企业存在锁门阻止检查情况。

经调查，院内东北角有小炼油厂遗址一处，场地内存有空置贮存罐12个，贮油槽1个，
底部有残余黑色沥青油，有部分小炼油生产设备。现场检查没发现小炼油生产及利用该
场地收购废机油迹象，也没有收购废机油使用痕迹。

经查，投诉的风水沟尾矿库增容扩建工程有土地、安全相关手续，环评批复正在办理
中。该尾矿库安全生产运行符合安全设施设计的要求，目前生产运行正常，无安全隐患。

2017年5月11日、2018年9月17日鞍山市环保局组织环境监测机构对风水沟尾矿库
坝渗水进行了监测，监测数据显示，污染物排放达标。

经查，投诉中提到的搭连河实际为东洲河，东洲河沿岸有17家化工企业及石油二厂、
乙烯化工厂储罐区，除东泽污水处理厂外，其他化工企业在河道上均没有排口。

2018年3月至10月东泽污水处理厂一直超标排放，导致东洲河水质恶化。环保部门
已对其进行处罚。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两个炼油厂和一家骨粉厂分别是抚顺市顺城区双兴试剂厂、抚顺
市晁元经贸有限公司和顺城区新东骨粉厂。

抚顺市顺城区双兴试剂厂生产用水用于循环冷却，不外排。生活废水暂存于旱厕，定
期清淘用于农田堆肥。生产工艺中不产生废油，没有废油外排问题。

抚顺市晁元经贸有限公司无生产加工工艺，厂区院内储油罐已全部清空。无排放废
油、废水问题。

顺城区新东骨制品加工厂已停产三年，加工场地已清空，无原料、产品堆放，在过去生
产时也不产生废水。

小水库干涸无水，地下水监测结果均符合饮用水标准。

抚顺基石建材有限公司生产期间有噪声，共储存工业双氧水约10吨。2018年6月，依
法对其处罚，责令停产并罚款。

日常巡查检查，企业未生产，已将双氧水退回商家。

一、该公司有环评批复，其脱硫、脱硝、除尘设施完成自主验收，但整体项目因居民搬
迁等问题还未验收。为保障居民冬季取暖，该单位在确保达标排放的基础上实施生产。
2018年企业历次监测均达标排放。该单位有两枚IV类放射源用于煤质分析，手续齐全。
2018年12月第三方公司对辐射工作场所开展监测，符合国家标准。

二、相关部门陆续建设了拦污坝、截洪沟、污水收集池、渗滤液回喷装置、填埋气导排
等多项防治污染的工程项目，在2012年至2016年进行封场治理。

经查，抚顺龙凤化工厂在生产过程中，无生产废水外排，厂区生活污水经厂内污水处
理站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环保部门在日常监管等工作中，均没有发现企业工业和生活
污水直排地下的情况。经查阅投诉记录,未曾接到过百姓对龙凤化工厂无污水处理设施、
污水直排地下问题的投诉。

是否属实

基本属实

不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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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属实

部分属实

不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老虎冲已实施了相关治理工程，以检测数据为依据，最
大限度地控制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加强日常监管。

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于2018年 12月 30日前完成
VOCs污染防治设施安装。

加大对中华精密制造厂及水库周边的环境监管力度，
持续保持良好的环境质量。

责成小区物业公司及相关单位加强日常监管力度。

加强该区域的监管，防止违规问题发生。

加强河道管护工作，安排专人定期护河巡查，杜绝违法
毁占河道、私采乱挖行为。

加强林地、林木管理和看护，保护现有森林资源。

加强监管。

升级改造后，使用A2O工艺系统排放口。

无

加大监管力度，确保企业环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最大限度地减少粉尘排放。

针对辽宁万成镁业集团有限公司非法占用林地面积
10.40公顷和6.45公顷，案件合并后移交岫岩满族自治县
人民检察院。

对其无证勘察行为进行立案调查，下达了《行政处罚决
定书》：责令其停止无证勘查行为；处以50000元罚款。

对非法占用林地行为已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无

对该企业动力电进行了断电处理，并责令该企业拆除
所有小炼油生产设备。

无

东泽污水处理厂已将东洲河排污口关闭。污水通过临
时管线输送到三宝屯污水处理厂进行再处理。

加强对该区域的监管，一旦发现废水、废油偷排问题，
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实行常态化日常巡查，坚决杜绝该企业违规生产行为。

目前，抚顺矿业中机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已经启动验收
申请工作，在2019年11月前完成环保验收。

无

问责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通报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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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批 2018年12月2日）

（下转第十三版）

12月11日，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二十八批337件群众信访问题已办结307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