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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一、2009年，凌海市建业乡未经招投标，非法将
2.5万亩滩涂承包给大连商人贺某、滕某等三人，实
际占用滩涂面积约 5 万亩，围海面积严重超标，且
养殖海参大量用药，导致鱼虾等生物灭绝，污染海
水；二、建业乡党委书记张某某将滨海路的1000亩
滩涂开发建设乡政府办公楼，另外2000亩滩涂划给
开发商；三、2010年，凌海市大有乡未经招投标，非
法将 3.6万亩滩涂承包给开发商黄某某，实际占用
滩涂面积约10万亩，围海面积严重超标。

太和区营盘街道董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周某、村
主任王某某无证开采特定矿种金矿，毁林约 340
亩，树木4.8万株；乱扔乱堆表土、山皮、矸石。在山
顶采用化学方法炼金，废弃的剧毒炼金化学药水

（氰化钠）随雨水流淌，污染土壤，破坏生态环境。
此外，王某某违法建墓 300 多个，墓区占地 150 余
亩，毁坏森林、果树林地160余亩。

刘某某和柳某某投资50亿，以开发旅游建设湿
地乐园为名，在凌海市无偿取得 8.6万亩的滩涂使
用权及凌海市内海岸线向南延伸12海里管辖权范
围内的浅海使用权（浅海海域面积约 50 万亩），凌
海市海洋渔业局用化整为零的办法给刘某某、柳某
某及他们的十几家公司办理了几十万亩的海域使
用权证。刘某某公司在没有取得任何合法手续的
情况下，进行违法填海造地几万亩，其中违法侵占
保护区湿地 3000多亩，并在无偿取得的 8.6万亩滩
涂内大肆违法围建海参养殖圈。

大有经济开发区龙湾馨港项目非法围填海，破
坏生态环境。督察期间虚假整改，敷衍整改。

华夏石材城天隆石材有限公司私自打 20多口
井抽取地下水，并将加工石材废水直接排到农田，
废渣通过两台污水车直接排到厂北侧水沟，加工时
还存在扬尘扰民问题。

西马峰镇顺航纸业有限公司将生产废水倾倒
至附近大坑里，离水源地很近，污染地下水。

祁家镇窦双树村有一天然鱼塘，在无环保手续
及环保设施情况下，被毁为收费垃圾填埋场。常年
收费处理垃圾，臭气熏天，污染地下水，现鱼塘已快
填满，表面用黄土掩盖。

举报人曾向督察组反映狼洞沟森林被砍伐问
题，编号为2262。举报人认为林业局公布的毁林面
积为248亩的调查结果不属实，实际还有数百亩未
统计在内，希望重新核实。

寒岭镇邱家村、前达村、二道河村附近，葠窝水
库周边选矿企业把舍岩和废渣直接倾倒到至水库
里，选矿的废水也直接排放到水库里，导致水质恶
化。

一、兴隆镇西王庄村西侧的炼钢厂生产时产生
噪音、粉尘污染，矿粉颗粒污染周围农田。举报人
质疑该厂是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产能。二、村北侧
的碳素厂离村民住宅仅50米，严重污染空气，影响
周围居民生活，举报人认为企业环评手续不合法。
三是村北宏阳热电厂距离居民住宅较近，企业噪声
和附近高铁噪声，严重影响村民正常生活。

铁岭市开发区官台工业园区内百家企业工业
废水直排到园区内河里，数公里的河道内漂浮着大
量垃圾，河水发黑有臭味，造成铁岭县凡河省级保
护区内的河流被污染。

三江口镇污水处理站的排水管道废弃，污水存
放在辽河边无防渗的大坑内，污染地下水，雨天污
水冲入辽河，污染河水。

一、新开街瓜台子村东面有一烧水厂，无任何
手续，厂内 3 台锅炉生产时排放大量废气和烟尘，
污染环境。二、村内洗衣染剂房、化工原料厂无废
水处理设施，设暗管偷排废水，严重污染环境。

安民镇安民村加油屯水源地的上游有5家个体
养殖户将养殖废物排入河道内，污染物渗到地下，
污染地下水。

执中村的垃圾场渗漏，污染河道和地下水，且
该垃圾场未取得环评验收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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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一、2010年12月1日，大连人滕某双承包哈达铺村集体经营的滩涂，承包未经过招投标，有
协议。经核实，滕某双修建的海参圈总面积约为30560.038亩，在合同约定四至范围内。经核
实，目前凌海市所辖海域海水水质符合国家二类水质标准，适宜养殖海产品，目前未发现有海
水污染情况，也没有发现鱼虾等生物灭绝情况。

二、建业乡政府只有690亩滩涂经营权，无其他滩涂。 2010年6月，用上述征占的690亩滩
涂经营权进行置换，在建业乡政府原址翻建办公楼，滩涂由开发商用于水产养殖。

三、黄某某确实于2011年3月8日经小柳村村民集体表决后，未经招投标，与凌海市政府签
订了承包协议，承包了大有乡小柳村滩涂，合同约定面积约为3.6万亩（合同约定在合同四至范
围内以实际测定面积为准），在合同四至范围内，已开发围海养殖面积为6.9万亩。

经核实，董家沟村确有开矿破坏林地、在墓园北侧非法占用林地建墓地的行为，初步认定
为董家沟村委会所为。

经核实，发现堆放表土、山皮和矸石现象两处，均为正在修建的国家高铁项目的堆放行为。
举报人举报的矿山为太和区董家沟硅石矿，该矿山已废业近3年，现场检查时未发现该矿

山企业开采作业行为。现场未发现废弃的剧毒炼金化学药水（氰化钠）随雨水流淌污染土壤的
现象。

墓区占地面积65亩（包括墓区停车场、办公区、道路），不涉及耕地，董家沟村委会存在未取
得土地批复的情况下，在规划区外建成并下葬的墓穴数量300余个。

龙海馨港公司从华龙集团和东方华地集团购买 4.5万亩，达莲公司（入股公司）原有滩涂
0.57万亩，政府招商奖励1万亩，合计为60700亩滩涂由龙海馨港公司使用。

2015年以来，凌海市政府确实将海岸线向南延伸12海里管辖权范围内的约25万亩浅海使
用权确权给龙海馨港集团及其名下的子公司，用于贝类养殖，该公司一直依法缴纳海域使用
金。

凌海市政府为龙海馨港集团及其名下子公司共办理了126宗海域使用权证。
龙海馨港集团依据和凌海市政府签订协议，于2015年2月开始修建东、西养殖围堰，其中

东围堰面积为4780.7253亩，西围堰面积为9435.0223亩。总计围海面积为14215.7476亩，填海
造地几万亩情况不属实。

东围堰占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约3583亩，其中占保护区实验区1600亩，占保护区缓
冲区约1974亩。

龙海馨港集团在修建东、西养殖围堰中存在总体无环评核准、非法占用海域、擅自改变海
域用途的行为。

大有经济开发区龙湾馨港项目存在无海洋环评审批手续、非法占用海域、擅自改变海域用
途问题。

东围堰占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约3583亩，其中占保护区实验区1600亩，占保护区缓
冲区约1974亩。

按照要求拆除了取水设施，华夏石材城对私自开挖的29眼取水井封停。营口市天隆石材
销售中心并无私自打井行为。未再发现打井和抽取地下水行为。

经查，营口市天隆石材销售中心处于正常生产状态，切割用水来源于自来水，为冷却循环
水，不外排，不存在加工石材废水直接排到农田行为。循环水池内的污泥统一收集在华夏石材
城院内的收集池内，加工产生的边角余料统一存放于华夏石材城的固废仓库内，定期运送到辽
宁营东陶瓷有限公司回用于陶瓷生产。

生产车间整体处于全封闭状态，切割机产生的粉尘由立式水幕除尘器进行收集，除尘效率
达到95%以上，其余粉尘无组织散落在车间内，定期清理。

反映的附近大坑实为该企业的2000立方米防渗蓄水池。企业有环评审批手续，没有完成
验收，取得了《排污许可证》。企业建有日处理能力3000吨污水处理站一座，企业院内有1000
立方米事故水池一座，2000立方米蓄水池一座，企业至今没有生产。

该企业不在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距离附近的灯塔市野老滩水源地2公里左右。
2018年11月28日，灯塔市疾控中心对该村居民地下饮用水水质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达标。

投诉的鱼塘位于辽阳市太子河区窦双树村，面积约35亩，深度12米，不属于太子河区基本
农田保护区范围。2012年窦双树村委会将废坑承包给个人。为防止坑岸连年塌方，承包者用
黄土和建筑垃圾填埋，未违反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相关规定，没有收费现象，非生产经营，
不需要办理环保手续。并在废坑周围加设围挡，对场地进行平整，在废坑周围植树绿化。

2018年12月6日由辽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水质监测报告显示，窦双树村饮用水符
合饮用标准。

调查核实，该鱼塘没有生活垃圾，鱼塘内水面有漂浮物（建筑垃圾内所含有的苯板及塑料
袋等），鱼塘内水体无异味。

在前期案件办理的基础上，再次对举报的511.05亩砍伐林木情况进行了全面排查，共发现
伐根716株（腐朽伐根509株，近年伐根207株）。其中，在排查范围内有一处面积为16.1亩地块
有集中毁林情况(该地块植被已自然恢复)，该范围内有238株腐朽伐根，其余伐根均呈零星分
布。已于2017年12月立为刑事案件侦办。

辽阳市辽阳县寒岭镇邱家村、前达村、二道河村毗邻葠窝水库，周边共有选矿企业4家，分
别为辽阳西洋鼎洋矿业有限公司、辽阳聚鑫矿业有限公司、辽阳金石选矿厂和辽阳县鞍辽选矿
厂。4家企业环保手续齐全。经现场调查。4家选矿企业均建有尾矿库，选矿产生废水均按环
评要求排到尾矿库，现场检查未发现废水直排水库现象。

经调查，葠窝水库周边辽阳县境内确有舍岩、废渣堆放，有部分舍岩排入水库中，是2015年
以前所排放。该舍岩、废渣属一般废物，不会对水库水质造成明显影响，经辽阳市环境监测站
对葠窝水库水质进行检测，水质符合国家考核标准中的灌溉用水标准。

一、兴隆镇西王庄村西侧的炼钢厂名为辽阳县慧煊铸造有限公司，环保手续齐全。过往监
测结果显示，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现场核查时，企业处于停产状态，待恢复生产后补充监测，
监测合格后允许生产。

二、村北侧的碳素厂实名为辽阳首山碳素厂二车间，环保手续齐全。现场检查时企业正在
生产，生产时产生的粉尘对周边居民有影响。2018年1月，企业委托第三方公司对项目地环境
空气质量进行检测，检测结果符合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三、村北侧宏阳热电厂实名为辽阳县宏达热电有限公司，环保手续齐全。该项目厂界距离
最近居民住宅为42米，符合卫生防护距离要求。2018年12月6日，噪声监测达标。经调查，辽
阳县宏达热电有限公司与小赵台村之间有哈大高铁穿过，最近居民住房距高铁20米左右，高铁
穿越居民住房一侧建有隔音板，而且居民住房已建有隔音窗。

官台园区现有企业30家，目前生产企业有16家，停产停建14家。其中排放工业废水的有1
家，为辽宁三星玉米产业科技有限公司，该企业环保手续齐全，建有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
达标排放。

园区内企业产生的生活污水和经处理的生产废水全部排入园区污水管网后进入城市污水
处理厂处理后排放。

园区内河流为双龙河，河道内没有垃圾漂浮和水体发臭现象。没有造成铁岭县凡河省级
保护区内的河流污染。

三江口镇污水处理厂及排水管道始建于2013年，目前污水处理设施停建。现三江口镇生
活污水存放在一无防渗的储污池。

三江口镇20世纪90年代修建一条老生活污水管线，生活污水进入东辽河。在新建1万吨
污水处理设施时又新建了一条管线，因污水处理设施停建，管道工程未完工。鉴于1万吨污水
处理项目已不适应当前需要，经县政府研究，决定将日处理 1 万吨污水项目改为日处理 3000
吨，并将新老污水管线合并，所有污水进入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排入东辽河。

一、开原市兴开街瓜台子村烧水厂及洗衣房为同一建设项目，烧水厂未办理环保手续，锅
炉配套建有陶瓷多管除尘器、湿法喷淋脱硫治理设施，经现场检查，治理设施正常运行。

对该项目未批先建、未验先投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目前已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二、开原市金地豪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洗衣房无任何治理设施，废水直接通过下水管道排放

至瓜台子村内一自然沟渠内，最终流入沙河。在该村未发现化工原料厂。

举报人所称的加油屯为安民镇安民村嘉犹屯，该村水源地现为废弃水源地。
嘉犹屯现废弃水源地上游有5家个体养殖户，养殖规模分别为：李忠玉家，猪54头，有防渗

井和堆粪场；宋光家，猪151头，有防渗井和堆粪场，部分粪污有直排现象；李忠民家，猪45头，
粪污直排；阮光辉家，猪85头，粪污直排；阮贵春家，猪30头、牛12头，粪污直排。

经对养殖户周边2户居民水井取样检测，检测结果符合饮用水标准。

1.举报反映的是西丰县城区生活垃圾处理厂，该项目于2010年经过环评审批。经检查，没
有发现任何泄漏点。

2.经监测，地下水和垃圾场废水排放口监测点位存在超标现象。
3.项目存在未验收问题，城建部门正在推动验收工作。

是否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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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属实

属实

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部分属实

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对滕某某涉嫌非法围海10170.9855亩的行为立案，并
处罚15256478.25元，并督促滕某某依法完善用海手续。

二、黄某某涉嫌非法围海和擅自改变海域用途，对其立案
查处，目前已经结案（案件已移交法院执行）。

针对开矿违法破坏林地12.44亩违法行为已移送森林公
安局立案调查。

墓园非法占用林地 1520.0076平方米，罚款 2.28万元，并
责令董家沟村委会于 2019年 6月 15日前将非法占用的林地
恢复原状。

凌海市海洋与渔业局正在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编制龙海
馨港项目用海环境影响后评价，待专家论证，再实施整改。

违法围填海问题正在整改，凌海市海洋与渔业局正在委
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编制龙海馨港项目用海环境影响后评价，
待专家论证，再实施整改。

加强监管，确保石材加工企业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2018年12月13日，对企业下达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对
企业未完成验收即投入使用，拟处罚 37万元，责令企业立即
开展验收，未完成验收前不许生产。

对废坑内的漂浮物进行打捞清理，因冬季废坑表面冰冻，
目前打捞工作暂停，太子河区政府责令祁家镇政府 2019年 4
月30日前完成清理工作。

加强监管，发现违法问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经辽阳市环境监测站对水库水质进行检测，符合灌溉用
水标准。将严格执法，杜绝企业向葠窝水库排放舍岩、废渣
及废水现象发生，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查处。

加强对企业巡察监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严肃处理。

加强对园区企业的日常监管。

预计 2018 年 12 月 30 日前完成污水收集管网的铺设，污
水处理厂计划于2020年12月30日前投入运行。目前三江口
镇已经开始污水管道铺设施工。

一、对该公司 3 台燃煤锅炉及电力设施、1 台 1 吨锅炉实
施了查封。

二、加强监管，要求洗衣房未取得环保手续前不得投入使
用。

一、西丰县动监局对5家养殖户分别下达《告知书》，要求
养殖户马上封堵排污口、建设污水处理池和堆粪场，并要求
禁止向河道排污。

二、建立健全长期监管制度，加强养殖业监管。

要求西丰县城区生活垃圾处理工程建设项目尽早完成环
保自主验收，针对超标排放问题进行查处，处20万元罚款。

问责情况

无

无

锦州市已
启动追加
问责程序，
问责情况
另行上报。

锦州市已
启动追加
问责程序，
问责情况
另行上报。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约谈1人

约谈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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