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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东官营村丰中组，施可丰化肥厂生产时味道刺
鼻，露天堆放磷石膏造成粉尘污染、地下水污染，影响
居民饮用水水质。

2018年4月20日，北炉乡三盛永村个别人烧荒引
发森林大火，导致十几个山头一万来亩的油松和杏树
都被烧光了，乡里只上报了几百亩。现在满山烧过的
黑树，不让动，也不让栽树。举报人要求追究放火人
和瞒报森林大火面积的地方官员的责任，赔偿群众火
灾损失，过火林地恢复栽种林木。

八里堡村原红砖厂埋有几十万吨垃圾，距离八里
堡水源地及河流不足1000米。

举报人对朝阳市政府向社会公开的第13批调查
结果第九项第二个问题答复不满意，受理编号：0429

（大平房镇东街村吕某某在未经相关部门审批的情况
下，毁坏国家公益林60多亩；破坏红土沟省级公益林
5.7亩。）举报人认为调查人员欺骗市政府，调查结果
不真实。

建平县江泉肉联厂污水处理设施不运行，废水直
排。

一、凤凰新城小区，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到大凌河，
夏季异味严重。曾多次向市环保局、市水利局反映，
至今未解决。二、易某在阎王鼻子水库库区（水源地）
内占地200多亩建滑雪场和饭店，严重污染水源地。

三家子乡歪脖杖子村鳝鱼沟翅翼矿业，破坏山体
植被；污水直排，污染地下水；无除尘设备，产生大量
粉尘扰民；夜间生产，爆破等噪声扰民。多次向政府
部门举报，未果。

凌钢五号高炉及辅助设施无除尘、降噪等环保设
施，噪声扰民、粉尘无组织排放，污染环境。

一、朝阳市龙城区大平房镇东街村吕某某 2015
年至2018年在燕山湖水库内（饮用水源地）采砂。

二、吕某某毁坏国家公益林60多亩，破坏红土沟
省级公益林5.7亩。举报人对已公开的办理结果不满
意。

新都黄金在地下一米多深处私设暗管，往大凌河
排放污水，污染水体；外泄废水污染附近农田；废矿渣
私自拉到附近山沟随便倾倒。

小庄子乡马家洼子村一工厂用海水焯海货，产生
的废水排入自己挖的渗坑内，污染地下水。

沈阳市沈阳中能建康平三台子光伏、中能建康平
东关镇三台子光伏、沈阳瑞城康平三台子光伏、沈阳
通顺康平三台子光伏、沈阳祥丰康平三台子光伏、沈
阳鑫创康平三台子光伏、沈阳三义康平三台子光伏、
沈阳直通东关康平三台子光伏、沈阳华宇三鑫康平三
台子光伏、沈阳直通康平三台子光伏、沈阳中能康平
花古水库光伏，朝阳市坤泰新能源朝阳梁家店光伏、
晶澳朝阳东大屯光伏，阜新市阜新万德号光伏、阜新
北八里光伏、阜新腾龙紫都台光伏、阜新彰武台阿尔
乡光伏，葫芦岛市葫芦岛信成南票光伏、葫芦岛中润
南票光伏，辽阳市辽阳唐程辽阳县寒岭唐家村光伏等
20座光伏电站存在未批先建，违规审批，破坏生态湿
地和林地等问题。

通辽泰鼎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丹东鑫业有色金属
有限公司，在辽宁省长期从事废旧铅酸蓄电池的非法
收集、贮存、拆解、倒酸和冶炼活动。

投诉人对信义玻璃（营口）有限公司被相关部门
责令停产整顿一事提出质疑，认为相关部门这一做法
属于“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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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该公司防护距离800米范围内无居民，现场检查时各项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均正常运行，其
生产废水不排放均循环使用。生活污水通过排水管网流入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该项目产生一般固体废物磷石膏，堆放在磷石膏渣场，目前堆放磷石膏渣大约16.5万吨，
磷石膏已用防尘网全覆盖。干燥后运输频繁，容易产生扬尘。该渣场底部铺设HDPE防渗膜
进行防渗。

经查阅监测数据，废气无组织排放和有组织排放监测的各项指标均符合排放标准。
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了现场监测，有组织废气颗粒物、氨、非甲烷总烃、硫酸雾等项目

和无组织排放废气颗粒物、硫酸雾、氯化氢、氨、非甲烷总烃等项目均符合排放标准。现场检查
时，无刺鼻性味道。

经疾控中心抽样检测东官营镇东官营村丰中组两户居民井水，检测结果全部合格。

一、火灾发生后，有关部门最后确定因火灾造成采伐面积1209.65亩，此次火灾无瞒报，已
办理采伐手续，过火树林已砍伐。

二、火灾过后补偿事宜已办理，已由中华财产联合保险对受损森林面积进行了赔付。火灾
当日，森林公安部门对现场进行了调查和群众走访，已立案调查，案件一直在调查之中，并未结
案，追究放火人责任之事森林公安部门一直没有中断。

经现场核实调查，红砖厂位于水源地下游，距水源地、大凌河约 1.8千米，距离居民区 800
米，并不在水源地保护区内。厂内无垃圾和红砖，厂外空地现用于存沙。

经扩大检查范围，发现在原红砖厂北100米处有700平方米、深约5米的土坑内堆放约3500
立方米建筑垃圾。凌源市环境监测站对八里堡水源井进行季度性检测，四次检测结果均符合
国家标准。

再次调查发现，举报人所反映的吕某某毁坏国家公益林60多亩所在的林地，为大平房镇东
街村吕学民与肖国武承包的荒地，是公益林地种类中的无林地。承包以来通过治理，已栽植树
木43亩，另17亩2019年具备栽植条件。目前，已责令吕学民和肖国武明年完成栽植。

红土沟在国土数据库中为非林地，林业数据库中为公益林。东街村委会主任吕学民把平
整后的红土沟承包给了村民，有毁坏行为。2017年朝阳市森林公安局对红土沟改造工程中毁
坏林地的行为立案。

经两次调查，调查结果是一致的、真实的。

江泉肉联有限公司配有日处理400吨的污水处理站，有项目环境现状评估报告备案手续。
现场调查，污水处理站正在运行。建平县环境监测站当日对该公司污水处理站出口水井

中污水采样监测，污染物均符合备案确认的执行标准限值；第三方公司对该公司污水处理站废
水总排口采样监测，监测结果合格，均符合备案确认的执行标准限值。

查阅该公司生产运行情况，由于“非洲猪瘟”疫情，屠宰量短期剧增，造成污水处理系统超
负荷运行，维护池内管道破裂，致使部分污水排入市政管网进入建平县城市污水处理厂进行处
理。

没有污水处理站出水自行监测数据报告。

一、经过排查，此次群众反映问题为管道上游体育路雨水管道和污水管道交叉处少量污水
渗流到雨水管道所致。

二、朝阳燕山湖庙子沟滑雪娱乐有限公司不在水库库区以内。易某滑雪场占用林地属性
为一般商品林，为其他无立木林地，不是国家公益林，面积为31.6亩。该滑雪场排水一方面是
滑雪场到春季时冰雪融水，冰雪融水经排水渠排入两座有防渗措施的方塘。另一方面是生活
污水，主要是游客及工作人员盥洗及如厕污水，排入化粪池定期清淘，并设置两套移动式环保
厕所，定期清淘。滑雪场内没有饭店，只有一个员工临时就餐搭建的简易棚子。未发现该滑雪
场污水直排水库。

经查，凌源市翅冀矿业有限公司生产线和矿山占用林地有占用林地行政许可手续，批准占
用林地 59.1397公顷。批准占用林地上树木均已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共采伐树木 11991株。
经核实，未超出批准面积占用林地。

凌源市翅冀矿业有限公司产生的生产废水为机械设备冷却水，配套建有一台冷却塔和一
座500立方米防渗漏循环水池，生产废水全部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废水经化粪池沉淀后进入
日处理能力15吨的一体化生物接触氧化污水处理装置，符合排放标准后排放。经第三方公司
检测，结果显示达标排放。

矿山开采凿岩使用的凿孔机自带布袋除尘器，配备两台洒水车。该公司共安装9套布袋除
尘器，并在加工厂区东、北两侧建有抑尘网。经第三方公司对废气进行采样检测，结果显示烟
气排放符合《工业窑炉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二级排放标准。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
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二级排放标准。

该公司矿山约3天至5天爆破一次，爆破时产生瞬时噪声并伴有少量粉尘。委托第三方检
测机构进行现场检测，结果显示符合国家排放标准。

三家子乡政府曾几次接到群众投诉。委托第三方公司对凌源市翅冀矿业有限公司爆破振
动进行了为期16天的检测。检测结果，凌源市翅冀矿业有限公司东、西采区爆破施工产生的振
动没有对毛头坝村西岭组、歪脖杖子村（龙爪沟组、河西组、善于沟组）、苏官杖子村（北沟组、头
道河子组、双塔组）民房的结构安全造成影响。

该高炉配套环保设施齐全，高炉矿槽、出铁场、原料转运等主要产尘部位均按国家环保要
求配备了高效袋式除尘器，同时出铁场、矿槽除尘器均按环保要求安装了重点污染源自动在线
监控设施。5号高炉及其配套环保设施运转正常，自动在线监测设施运转正常，上传数据全部
达标。各主要噪声源采取消声器、降噪房 、密闭、减震等措施来降低噪声。

经监测，5号高炉区域的TSP浓度符合国家规定的空气环境质量标准。该监测结果与企业
每季度委托第三方监测单位监测结果相吻合，同时和5号高炉自动在线监测设施上传数据反映
情况一致。

现场检查发现，5号高炉厂墙外和富洋小区之间环境非常复杂，多种噪声叠加，对附近居民
区造成影响。对5号高炉厂界噪声进行了监测，厂监测结果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4类要求。

一、经现场查看，发现水库上游库区外有一个长约40米，宽约6米，深约0.2至0.8米的积水
坑，此积水坑为村民盖房、砌墙等少量挖沙遗留下来的砂坑。从现场调查及走访看，该河段内
没有发现非法采砂行为。

二、举报人所反映的吕某某毁坏国家公益林60多亩所在的林地，为大平房镇东街村吕学民
与肖国武承包的荒地，是公益林地种类中的无林地。已栽植树木43亩，另外17亩在2019年具
备栽植条件。

红土沟在国土数据库中为非林地，林业数据库中为公益林。东街村委会主任吕学民把平
整后的红土沟承包给了村民，有毁林行为。2017年朝阳市森林公安局对红土沟改造工程中毁
坏林地的行为立案。

辽宁新都黄金有限责任公司废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经废水排放管路排放至厂区
东南侧大凌河，符合环评批复。污水处理系统改造项目通过环保验收，该公司提供了2018年1
月至10月的废水检测报告，数据显示各项指标均符合标准。不存在私设暗管，污染水体现象。

由辽宁新都黄金有限责任公司总排口，沿废水外排管路一直勘察至公司的大凌河排放口，
经过农田处未发现有废水泄漏的现象。

该公司将废渣进行无害化处理后放入渣场，未发现将废矿渣私自拉到附近山沟倾倒行为。

小庄子镇马家洼子村原有宏达水产品加工厂（即绥中县小庄子镇宏达海产品购销处）和隆
达水产品加工厂（即绥中县小庄子镇隆达海产品经销处），生产工艺简单，现有工艺为淡水冲
洗、蒸汽烘干，不使用海水。

2017年10月，对两家企业因未办理环评、未批先建立案处罚并责令停产，已申请强制执行，
对其采取停止供电措施。

经调查，2018年以前曾利用厂区附近原自然坑排放工艺废水，今年未生产，未造成新的污
染。

一、11座光伏电站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事项。沈阳市中能建康平三台子光伏、沈阳市中
能建康平关东镇三台子光伏、沈阳市瑞城康平三台子光伏、沈阳市通顺康平三台子光伏、沈阳
市祥丰康平三台子光伏、沈阳市鑫创康平三台子光伏、沈阳市三义康平三台子光伏、沈阳市直
通东关康平三台子光伏、沈阳市华宇三鑫康平三台子光伏、沈阳市直通康平三台子光伏、沈阳
市中能康平花古水库光伏等11个项目占地为水库滩涂和部分水库水面（花古水库），属库塘湿
地且不涉及林地、林木和林业部门负责管理的湿地。

二、9座光伏电站涉及林业审批。朝阳市坤泰新能源朝阳梁家店光伏、晶澳朝阳东大屯光
伏，阜新市阜新万德号光伏、阜新北八里光伏、阜新腾龙紫都台光伏、阜新新彰武台阿尔乡光
伏，葫芦岛市葫芦岛信诚南票光伏、葫芦岛市葫芦岛中润南票光伏，辽阳市辽阳唐程辽阳县寒
岭唐家村光伏等9个光伏建设项目涉及林业部门的相关审批。经调查有7家存在未批先建和
破坏林地的问题，已经被当地林业部门立案侦查，有的已移送司法机关。对审批方面进行调查
核实，未发现违规审批问题。举报人反映的“辽阳市辽阳唐程辽阳县寒岭唐家村光伏电站”实
为辽阳唐程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光伏发电项目，确实存在未批先占林地的问题，已进行行政处罚
并立案侦查。

信访件涉及的19个光伏项目全部为原辽宁省环保厅审批，经调阅环评审批档案卷宗，均不
存在环评违规审批问题。

沈阳市沈阳中能建康平三台子光伏、中能建康平东关镇三台子光伏、沈阳瑞城康平三台子
光伏、沈阳通顺康平三台子光伏、沈阳祥丰康平三台子光伏、沈阳鑫创康平三台子光伏、沈阳三
义康平三台子光伏、沈阳直通东关康平三台子光伏、沈阳华宇三鑫康平三台子光伏、沈阳直通
康平三台子光伏、沈阳中能康平花古水库光伏项目、晶澳朝阳东大屯光伏项目等12个项目，存
在环评“未批先建”违规行为，但其违规行为在环评审批前均已依法进行了处理，其他7个项目
不存在环评“未批先建”问题。

19个光伏项目的建设均在环评中提出了减缓生态影响的保护措施，经现场核实，不存在破
坏湿地和林地等问题。

丹东市鑫业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为辽宁省危险废物持证经营单位，收集废铅蓄电池，各项台
账记录齐全，按要求办理转移联单审批，实施危险废物跨省转移，丹东市环保部门对其经营行
为进行监管，未发现违法行为。信访件涉及案件未发现与丹东市鑫业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及通
辽泰鼎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有关。

相关部门积极协调，帮助企业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诉求得到圆满解决。企业从整改通知下
发之日起到目前，一直没有停产，处于正常生产状态，没有任何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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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属实

部分属实

不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不属实

不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要求企业及时采取洒水降尘措施，避免扬尘污染。

已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分。

将原红砖厂北 100米处的生活垃圾和农业生产废弃垃
圾清运至生活垃圾填埋场；明年春季拉土种植植被或从事
农业生产。

责令吕学民和肖国武明年完成栽植。
目前毁坏林地案件正在履行法律程序。

针对该公司没有进行污水自行监测的违法行为，责令
其立即改正，并罚款两万元。

一、对交叉处管线进行整治改造。
二、对该公司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该企业立即拆

除旱厕及临时员工餐厅。

一、企业安排检测计划，定期进行检测。
二、对扬尘采取有效措施。
三、运输车辆在矿山、厂区及村庄行驶时要减速慢行，

禁止鸣笛。

无

已对村民挖砂遗留的砂坑进行平整。目前毁坏林地案
件正在履行法律程序。

无

绥中县环保局已分别对上述2家企业立案处罚：
一、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二、处以行政罚款5万元。
三、违法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加强对建设项目环境监管，省林草局对7家违法占地项
目，督促相关基层部门查处；1家正在办理手续；对全省征占
用林地加强监督检查，防止违法占用林地、破坏生态环境的
现象发生。

无

无

问责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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