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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八里华子峪金鼎镁矿和英落青山怀金鼎镁矿，开采
矿石毁林50多公顷。举报人曾连续三年向林业局举报，
无人过问

海城市牌楼镇东三道村远东矿业集团公司侵占、损
毁上千亩林地采矿，产生大量粉尘、污染环境。

高力房镇嫂木村亿全生物科技公司（饲料厂）将生产
废液挖沟偷偷排放到地下，且使用6吨燃煤锅炉，烟囱冒
蓝烟，有异味。举报人向台安县环保局反映过，但未得
到解决。

高丽房镇红星村红星大队有一镍厂，生产时冒黑烟，
噪声扰民，生产废水直排地下，污染地下水。

腾鳌镇前甘村中心有两家造纸厂，均没有环保手续，
生产废水直排地下，污染地下水；均使用 6吨燃煤锅炉，
没有除尘设备，扬尘污染严重；厂区内堆积大量废品，污
染土壤和地下水。

辽宁省海城市后英集团无相关手续，将原海城市大
顶山果树场改建为尾矿库，毁坏果树30余万棵、松树1.3
万余棵，生态林 1100 亩、耕地 330 亩、房屋 1140 间，破坏
生态环境。

腾鳌镇接官村鑫广源钢铁加工厂常年向杨柳河边
（接官村西口、中石油加油站旁、杨柳河堤坝下）排放有
毒有害粉尘，对土壤和水源造成严重污染，夜间生产噪
声极大。东西厂区 3台钢铁加工设备无环保手续，非法
生产一年之久。

偏岭镇贾家堡前村西侧的东辉矿业生产时冒黑烟且
有异味，风机噪音扰民，镁粉露天堆放，扬尘扰民严重，
未经处理的废水随意排放；镁矿石开采时严重破坏山
林，树木全都被毁，极易发生泥石流，希望予以处理。举
报人之前寄信反映此事，属于第九批转办件，编号是
X210000201811120020，但鞍山市政府称举报不属实，该
处没有污染问题。举报人称污染问题已持续十余年，之
前当地政府已经和附近 7户住户签订动迁协议，但是现
在政府不承认。

范家峪村与华宇集团、后英集团矿界交界处，有一个
非法盗采滑石的黑矿。该采矿点非法占地60余亩，破坏
集体山林50余亩，毁坏果树1万余棵，盗采国家矿产1万
余吨。因长期采取洞采方式盗采，污染附近地下水。

鞍山市公园1号附近市建筑垃圾场无环评，无审批，
存储违法偷排的巨量脱硫灰、污泥和其他工业废物。

后英集团机匠沟尾矿库、大顶山尾矿库环评手续造
假，非法占地，违法倒卖基本农田。

一、河坎子乡沙果沟子村的选矿厂无证开采金矿，尾
矿渣堆积如山，提炼黄金用的氰化钾等化学试剂进入河
流，污染河水。

二、白理石矿区毁林建厂，加工石粉导致大量粉尘污
染大气环境，污染饮用水水源地。

三、朝阳市与葫芦岛市交界处有一家白灰水泥原料
矿石厂，大面积毁林取石，作业造成扬尘污染，车辆超载
运输导致公路损坏。

辽阳县下达河乡下涧村龙峰寺对面山上，汤河水库
附近建有一片别墅，占地100亩。

中央大街南段一座桥西侧有一家名为卡斯特的企
业，采用暗管偷排污水，暗管埋在桥洞旁斜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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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八里镇华子峪村金鼎镁矿有33.43万平方米国土使用证，有采矿许可证和安全生
产许可证,并且采矿行为全部在国土使用证和采矿许可证范围内。

英落青山怀镁矿实为辽南耐火材料厂青山怀镁矿，该处只办理采矿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
可证,经第三方鉴定，该企业因开采矿石破坏的地块属性为非林地。是否存在占用林地毁坏林
木问题，需聘请第三方机构鉴定。

经林业局核实举报人连续三年投诉不属实。

该矿山为历史老矿，现公司于2010年2月承包，该公司菱镁矿、滑石开采项目使用海城市
牌楼镇东三道村集体林地面积合计28.6634公顷。现矿界内实际占用林地大约37.5公顷。

该企业有采矿许可证、环保手续，未验收。矿山开采项目只有在正常运行情况下才能开展
验收工作，由于该企业正处于矿山整合和整改阶段，不具备环保监测和验收条件，正在督促企
业尽快完成验收。

据调查了解，该企业在正常凿岩开采、矿石装卸、道路运输过程中有粉尘或扬尘产生，对周
围群众有一定影响。

该公司承包人牛清华曾在2018年8月份某天夜间向本公司前面沟内排放过10吨左右的
废液。次日上午，厂内负责人发现后将沟内的废液（原料玉米浸泡液）抽了回来并存放在2个
铁罐中。该厂前面沟内现已干涸，没有废液废水的痕迹，沟两侧树木长势良好。

根据检测报告显示，该公司前面沟内土壤检测项目pH值、镉、汞、砷、铅、总铬、铜、镍、锌的
检测值达标。但 2个铁罐中的废液（原料玉米浸泡液）污染物氨氮、化学需氧量、悬浮物均超
标。

该公司西侧厂房有一台6吨燃煤链条炉，安装多管旋风除尘器，烟气经15米烟囱排放，为
干燥物料所用。东侧厂房内闲置一套饲料生产线，有一台6吨锅炉，一直停用。

信访人从未向台安县环保局反映过“6吨燃煤锅炉，烟囱冒蓝烟，有异味”的问题，只反映过
该公司向前面沟渠排放废液的问题。

该公司烧结窑以天然气为燃料，烟气通过除尘、脱硫处理后通过20米高排气筒排放；烧结
窑出料废气和电炉车间废气均集中收集，经过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20米高排气筒排放。

该公司目前停产。2018年7月25日该公司废气、噪声检测数据显示，有组织废气、无组织
废气和噪声排放均达标。未见该企业有污水外排现象，且循环水池均有防渗措施。

2018年12月3日对该企业附近地下水监测数据显示，pH7.38、镍未检出。

两家企业生产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循环水池已做防渗处理，现场检查未发现有向地下
排放生产废水的迹象，对周边土壤和地下水无影响。

2018年9月，两家企业均进行了锅炉改造，用生物质锅炉替代燃煤锅炉，采用湿式除尘器
除尘。企业委托监测公司对改造后锅炉废气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达标。

现场检查，华新公司厂区只有造纸原料的纸盒，阔联公司厂区内有少量垃圾，垃圾清理工
作已于12月3日完成，现场未发现堆积大量废品。

经查，后英集团尾矿库非法占用山地3195.82亩，涉及果树13万株，没有松树也不存在生
态林；2010年后英集团果树二厂动迁后，果树弃管，截至2014年果树死亡率达50%；2014年办
理的砍伐证涉及312亩土地、果树1.6万株，其余没有办证部分也已掩埋在尾矿库中无法查证。

尾矿库占地为荒山、山沟，不存在优质耕地。尾矿库动迁时共涉及360座房屋，动迁结束
后安置回迁房460套，现在只有5座房屋4户居民因没有达成安置协议尚未搬迁。

一、该企业于2018年4月开始建设，有营业执照，但无环保审批手续。三条破碎生产线均
安装了除尘系统（2台布袋除尘，1台旋风除尘）。

二、企业于2018年10月中旬停产，至今未生产。由于企业处于停产状态，无法对其进行环
境监测。

岫岩县东辉镁制品厂生产设备为两座高产环保新式轻烧窑，除尘设施正常运行，未发现
“黑烟弥漫”。2018年 11月 13日监测数据显示，烟尘、SO2、NOX均达标排放。2018年 11月 14
日、18日分别对昼夜噪声进行了两次监测，监测数据昼夜均达标。该厂对未封闭的投料口进
行封闭改造，经监测，该厂无组织粉尘、有组织粉尘均符合排放要求。该厂产生的炉壁冷却水
不外排，生产时只产生少量出渣水，厂区建有一防渗废水储集池，用于收集出渣水及检修时排
放水封水，定期用水车吸取重新投放于窑上水箱内，循环使用，不外排。该厂为轻烧镁加工企
业而非矿山企业，因此不存在镁矿石开采引起的破坏山林、树木被毁、引发泥石流等问题。

岫岩县相关部门重新调查梳理，确认该企业近十年来，严格依法缴纳排污费，污染治理设
施正常运行，岫岩县环境监测站对其不定期进行环境监测均达标排放。关于动迁问题应由企
业与居民签订协议，偏岭镇政府从未与7户居民签订过动迁协议。

举报人反映的非法盗采矿石的黑矿地点位于八里镇范峪村东南方向青山寺沟。2011年该
区域曾发生过2次无证开采滑石案件，已依法处理。

2018年12月2日，现场发现原封堵洞口南侧有一处新开洞口，与原洞口巷道相通，但未发
现有采矿迹象。

经调查核实，举报人反映的地点地类为非林地，现场未发现毁林现象，盗采洞口占地不超
过200平方米，不存在占地60亩、毁坏山林50亩、毁坏果树1万余棵等行为。

2018年12月3日，海城市卫计局已对该采矿地点附近的居民生活饮用水进行了取样检测，
送检水样总硬度指标超标0.35倍。由于范家峪村为山区，地质结构复杂，水质容易出现硬度超
标，盗采滑石矿与污染地下水无相关性。

举报的建筑垃圾场位于鞍山市铁东区公园1号小区南侧，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东鞍山
分公司月明山排岩场内东侧。该排岩场本身就是工业废物堆场，为工矿用地，允许堆放工业固
体废物。经现场检查，排岩场地内存放有建筑垃圾约50万立方米，脱硫灰约十万立方米，脱硫
灰为工业一般固体废物，未发现污泥和其他工业危险废物。

2018年10月以来，该场地未再接收建筑垃圾、脱硫灰等任何固体废物。

2013年机匠沟尾矿库已经闭库并进行复垦，环保手续齐全。果树二厂尾矿库有环评审批
和验收手续。

后英集团两个尾矿库非法占地情况属实。机匠沟尾矿库非法占用丑家沟村集体土地
585460平方米建设尾矿库，大顶山果树二场尾矿库非法占用3195.82亩。经确认，所用土地为
原果树二厂国有农业地均不是基本农田，所以不存在违法倒卖基本农田情况。

一、河坎子乡沙果沟子村的选矿厂为凌源市河坎子乡胜利金矿，没有采矿许可证，也没有
采矿行为；有环评和验收手续，生产废水不外排；该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使用的氰化
钠经公安部门审批；该矿的尾矿库占地1766平方米，属非法占用未利用地。工作人员现场发
现，在该车间门口东侧有约2吨干渣堆存，旁边有一座该厂生活污水沉淀池，有污水渗出。经
凌源市环境监测站及第三方监测机构对该厂附近河流进行监测，结果显示水质符合《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三类标准。

二、白理石（大理石）加工为凌源市九洲矿业有限公司行为，有环评及验收手续。该公司矿
区已经取得占用林地行政许可手续，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的树木均在允许范围内，未
发现超出批准面积占用林地。该矿区距离最近居民为 500米，未发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经凌源市环境监测站对该公司下游300米处两家住户井水进行采样监测，水质符合《地下水质
量标准》三类标准。目前，该公司处于季节性停产、检修阶段，无法对粉尘进行监测。

三、反映的矿石厂为凌源市方舟矿业有限公司，在开采矿石过程中超占林地3.2585公顷，
但无证据证明超占部分有毁坏树木行为。已将此案移送凌源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该公司
在生产排放粉尘节点均安装了布袋除尘设备，环保手续齐全。2018年8月29日，企业委托第三
方监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
标准限值。

经现场检查，该企业废料堆、成品堆未完成全封闭，道路有时洒水不及时，均能产生扬尘。
目前，企业因炸药库整改，处于停产状态。经调查，省道绥三线（原南老线）于2017年扩建升级
并验收合格后，至今该路段完好无损。

达河乡下涧村龙峰寺对面山上别墅实为下达河乡下柳林子村辽阳县乐高田园有限公司，
位于汤河水库汤河西支河流上游二级保护区内。该项目无规划、林业和土地手续，该项目占地
总面积 2.2571 公顷，其中林地面积 1.7894 公顷。建筑物及附属设施总硬化面积 5724.6㎡，其
中，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3236.62㎡，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487.98㎡。

举报人反映的企业全称为辽宁卡斯特金属材料发展有限公司,环保手续齐全。
11月26日，现场检查企业处于生产状态。经查，企业生产的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

达标后通过园区排水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生活污水经厂区化粪池处理后进入污水处理厂。
检查中发现在厂区大门北侧墙外建有一条下水管路，该下水管路是公司建厂时期土建施

工阶段临时使用，用于排放生活污水，未及时拆除。检查当日管路为闲置状态，未见排水。

是否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不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不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部分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具体占用情况需聘请第三方机构鉴定,已与辽宁省
内仅有的一家专业鉴定机构商定，由于鉴定工作程序复
杂，工作时间相对较长,将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

聘请第三方机构鉴定占用林地情况,已与辽宁省内
仅有的一家专业鉴定机构商定，由于鉴定工作程序复
杂，工作时间相对较长,将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

待企业恢复正常生产时，海城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将
对该企业进行监督性监测，依据环境监测结果依法依规
处理。由于矿山整合和复产工作复杂，此项工作 2019
年底前完成。

责令鞍山市亿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停止违法行为，
罚款人民币10万元整。

无

加强环境监管，确保企业达标排放。

对后英集团海城市尾矿加工有限公司扩建的尾矿
库新占161.1618 万平方米土地（2417.42亩）依法予以行
政处罚，共计罚款1611.61183万元。

针对该建设项目未批先建行为，依法罚款 21.4994
万元，责令该企业办理环保审批手续，在未办理环保审
批手续前不得生产使用。

无

已将洞口堵死，并贴上封条，并加大监管力度。

针对扬尘问题，已依法对其实施了行政处罚，并责
令其进行了整改。

非法占地问题已依法处罚。地上非法建筑物已经
被没收并移交给当地政府。

一、对胜利金矿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9796
元，并责令该企业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对尾矿库违法
占用林地 0.07864 公顷，处罚款 7864 元；责令该企业停
业整顿，停止选厂动力电；责令将临时堆存的尾渣清运
至尾矿库，并罚款1万元。

二、要求方舟矿业有限公司对存料场采取全封闭覆
盖措施，道路洒水抑尘。矿山闭矿后，按生态恢复方案
要求有序进行生态恢复。

对未批先占林地行为依法依规进行查处，已移交辽
阳县森林公安局立案，将依据立案查处情况追究相关责
任人刑事责任；对符合项目规划和使用林地条件的，完
善林地手续。

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
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对非法占用土地罚款65304元。

针对企业私设排污口排放部分生活污水的行为，调
兵山市环保局依法对辽宁卡斯特金属材料发展有限公
司进行了查处，责令该企业立即拆除私设管路，并处罚
款3万元。

2018年 11月 26日，辽宁卡斯特金属材料发展有限
公司已经将该下水管路彻底拆除。

问责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诫勉3
人，党内
警告1人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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