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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市群众信访举报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序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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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编号

20170811004

20170811007

20170811015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
道龙桥社区新亚西、巴丽、
长江鞋厂内有多家小型制
鞋作坊（来自武侯区金花、
簇桥、双流区九江的小厂）
未办理环评手续，违规生
产；武侯区、双流区附近的
永强、好丽多、俊峰、卡比
丽尔、七加一鞋厂等搬迁
至安岳国际鞋都，相关证
照不齐、排污设施不到位。

资阳市安岳县南门桥
的三家烧烤摊夜间占道经
营，油烟扰民；另反映南门
桥“内江面大王”未安装油
烟净化设施，油烟污染严
重。

资阳市雁江区的沱江
（城区内整个河段），机动
船夜间电鱼情况严重。

行政
区域

成都市
资阳市

资阳市

资阳市

污染
类型

其
他

油
烟
，
其
他

生
态

调查核实情况

2017年8月12日9：00，安岳县
龙台发展区管委会牵头，会同安岳
县环保局对安岳县川渝制鞋产业园
现场检查，检查发现安岳县永强佰
丽鞋业取得了环评审批手续，未完
善污染治理设施，也未通过环保竣
工验收；好丽多、卡比丽尔建成已投
产，未取得环保审批手续；俊峰已安
装好机械设备未取得环保审批手
续；七加一鞋厂未入驻。

在2017年8月12日上午10：00
对“内江面大王”进行现场勘查，了
解到“内江面大王”在8月11日已经
完成了油烟净化装置的安装。同
时，在12日下午4：00，外南街中队、
食药监局、环保局、公安局、岳阳镇
等单位与南门桥3家烧烤摊摊主召
开了协调会，了解核实反映情况，其
确实存在油烟污染。

接件后，市农业局会同雁江区
相关单位立即开展现场巡查（0 点
至3点），暂时未发现群众投诉的电
鱼行为。

是否
属实

属
实

是

处理和整改情况
2017年 8 月 12 日

2017 年 8 月 12 日上午，龙台发展区管委
会与涉及的 5家企业负责人进行座谈了解情
况，要求在生产的企业立即停产整顿，要求渝
成制鞋产业园加强监管；要求企业做好职工思
想教育疏导工作；县环保局已启动立案调查程
序：对安岳县永强佰丽鞋业、好丽多、俊峰、卡
比丽尔进行了现场检查，开展现场调查询问，
制作了勘验笔录。

由于“内江面大王”已经完成了油烟净化装
置的安装，在现场勘查的过程中，再次对业主进
行了政策法规的宣传，要求其一定要在烹饪过
程中使用油烟净化装置。同时，在12日下午4：
00的协调会上，对三家烧烤摊业主宣传政策法
规，要求其在未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前必须停业
整顿，在安装好油烟净化装置后，在规定的时间
段与区域内进行经营。

今日上午 9 点，市农业局局长纪昌兴、市
水产渔政局局长魏国勇会同雁江区区长文勇
带队对沱江河雁江城区至南津驿进行了专项
巡查。现场巡查结束后，召集雁江沱江河、阳
化河沿河12个镇（乡、街道办）书记（或镇长）、
农业、水务、交通、法制、公安等部门负责人，对
该项工作进行了专题部署研究。明确由区农
业局牵头，区上成立综合执法队，各镇乡立即
成立巡查队，加强昼夜巡查，同时积极走访周
边群众，了解具体情况，各部门联动，依法打
击。市水产渔政局今天下午3：00召开全市打
击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推进会议，专题
安排打击工作。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本报记者郭静雯

8 月 10 日零时 20 分左右，资阳市政
府收到中央环保督察组移交的一件信访
件，称“资阳市安岳县龙台镇龙台河饮用
水源不达标”。

龙台镇龙台河地处涪江流域，是河
流型饮用水源地，服务近 6 万群众。接

到信访件后，资阳市环保局牵头，会同资
阳市水务局、安岳县政府联合前往现场
调查。

紧急成立调查组

10 日 10 时，龙台镇政府来了几位特
殊的“客人”。此时，龙台镇党委书记高治
能还不清楚，他担任河长的龙台河被群众
信访举报水质不达标。

联合调查组成员、资阳市环保局监察
支队副支队长胡正芳表示，按资阳市环境
保护委员会指示：“调查组采用不发通知、
不打招呼、不用陪同，直奔基层、直奔现场
的方式，目的就是不给被调查单位准备时
间，以便充分掌握事实情况。”

龙台镇是安岳人口大镇，近5万群众
的饮水都靠龙台河。此外，龙台河还为相
邻的白水乡提供饮用水，供水人口接近 6
万。按照要求，龙台河水质每年检测两
次。近五年内，除 2014 年检测时总氮超
标外，其余几次检测数据均达标。“最近一
次检测在今年 5月。”安岳县环保局副局
长付德娟介绍，“指标显示，水质达到饮用
水三类标准。”

群众信访举报的龙台河段取水口位
于龙台镇桶车崖水坝附近，记者跟随调查
组率先来到此地。只见河水浑浊，呈土黄

色。市县两级环境监测站人员分别拿出
水质检测专用小瓶，在河水中涮了2次才
将瓶子灌满。两级部门同时检测，以确保
检测结果真实准确。

另一边，资阳市水务局节水办主任
张孝能在周边进行排查。他时不时拨开
杂草，以防疏漏任何一个细节。半小时
后，在距取水口几十米远的田坝发现：杂
草覆盖着一条十多厘米宽的排污沟，污
水从这里排进河道。顺着沟渠来向，调
查组成员发现了污染源——奉中泥鳅养
殖场，当场向其开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通知书”。

随后，调查组将调查范围从河面、河岸
附近扩大至河道周边50米。这是饮用水源
一级保护区的划定范围，现场却没有任何
标记标识和防护围栏。调查组还陆续发现
两处雨水冲刷至河岸的垃圾，一级保护区
内有3户住户、1家已停业的农家乐，以及部
分河内养鱼和周边小散养殖情况。

当天拆除排污口

10 日下午，资阳市环保局、水务局，
安岳县环保局、水务局、农业局，龙台镇党
委政府负责人共20余人在镇政府会议室
召开会议，面前是一摞摞有关龙台河保护
的资料和记录。

张孝能说：“我代表市水务局提 3 点
要求。第一，当晚 12 时前拆除排污口。
第二，立即完善饮用水源保护标记标识。
第三，对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未搬迁的
3户农户和未拆除的 1户农家乐，尽快完
成搬迁和拆除。”

“保护区 50 米纵深范围内的养殖问
题，哪个部门牵头负责？”胡正芳问。“环保
局牵头，下周取缔。”紧接着，县农业局也
承诺，将尽快完成一级保护区内的小散养
殖取缔。

还剩下一个难题：一级保护区内的住
户搬迁、防护围栏、165亩土地流转，所需
的上百万元经费从哪里来？

高治能坦言，早在两年前镇政府就着
手这两项工作，但实在拿不出钱。多个部
门协商后决定，立查立改的同时，建立长
效机制，由县水务局尽快拿出龙台河饮用
水源保护整体方案，提前启动安岳县第三
批饮用水源保护工作，龙台河列入其中，

“由县政府统一划拨专项资金”。
查改效果立竿见影。10 日 14 时，龙

台河附近的垃圾被清除。18 时，排污口
被拆除。11 日中午，龙台河水质检测结
果显示，铁、石油类、总氮等 5 项指标超
标。截至记者发稿时，资阳市环保局等相
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针对性整改方案。

原载8月12日《四川日报》

资阳调查群众反映的一处乡镇饮用水源不达标问题

立查立改当天拆除河道排污口

中央环保督察 进行时

●当日 14时清除龙
台河附近的垃圾，18时排
污口被拆除

●市环保局牵头，未
来一周取缔保护区50米
纵深范围内的小散养殖

●建立长效机制，由
县水务局尽快拿出龙台河
饮用水源保护整体方案

整治步伐

本报讯（记者 李小凤 实习
生 苏秋伃）近年来，市商务局
按照“引进一批电商物流企业、
建设一批电商物流服务站点、
包装一批电商产品、培训一批
电商人才、打造一批电商示范”
的思路，依托国、省电商进农村
示范县建设，积极探索电商扶
贫模式。目前，电商+贫困户、
电商+党建+贫困户、电商+超
市+贫困户、电商+流通企业+
贫困户、电商+生产基地+贫困
户、电商+农产品加工企业+贫
困户、电商+乡村旅游+贫困
户、电商+金融服务+贫困户等

模式在全市广泛推广应用，效
果明显，15家电商物流企业入
驻全部扶贫村，开展电商扶贫
专项推介活动 3 次，在扶贫村
开展电商培训 400 余场次，培
训 10000 人次，新建电商物流
服务站点 145 个，扶贫村及周
边村产品网上交易额近亿元，
带动扶贫村就业近10000人。

本报讯（张运）8月 12日凌晨，雁江区
收到中央环保督察组移交信访件，称雁江
区的沱江（城区内整个河段），机动船夜间
电鱼情况严重。接件后，市区连夜安排相
关工作。8月12日上午，市农业局、水产渔
政局会同雁江区相关单位，深入城区沱江
河沿线多个点位，开展电鱼毒鱼等非法捕
捞专项巡查。

当天，由农业、水务、公安、交通、工商
等部门组成的市区联合巡查组，先后到南
津驿水电站、沱一桥、沱二桥、沱三桥等沱
江河沿岸开展现场巡查，暂未发现群众投
诉的电鱼行为。随后，巡查组召集沱江河、
阳化河沿河 12 个镇（乡、街道办）书记（或
镇长）以及农业、水务、交通、法制、公安等
部门负责人，对该项工作进行了专题部署
研究，明确由区农业局牵头成立综合执法
队，各镇乡立即成立巡查队，加强昼夜巡

查，同时积极走访周边群众，了解具体情
况，部门联动，依法打击。

当天下午，市水产渔政局召开了全市
打击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推进会，
专题安排打击工作，要求精准摸排，以镇乡
为主体，对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人员
开展摸排，对辖区内所有电捕人员名单进
行造册登记，建立台账；广泛开展宣传，发
动群众举报违法犯罪线索；市区联动，加强
巡查，由公安、农业、水务、交通、环保等部
门依据自身职能职责，加强对沱江干流雁
江段及阳化河等主要支流的巡查力度，严
厉打击电、毒、炸鱼等非法捕捞行为，以及
制造、销售电鱼器具等非法生产经营行为；
加强保障，本着务实管用的原则，及时给予
人力、物力的支持,以专项整治行动为契
机，推动全域治理，推进整治行动常态化、
长效化，并取得实效。

本报讯（记者 唐嘉阳 实习
生 李佳芮）8 月 10 日，市国土
资源局与市人保财险公司来到
安岳县岳阳镇岳井村，为该村
25 户“插花式”贫困户发放鸡
苗，帮助贫困户加快脱贫。

一大早，村委会门前热闹
非凡。贫困户们或背着背篓，
或推着手推车，等候在运输鸡
苗的货车旁，逐一排队领取鸡
苗和防治药品。市国土资源局
的工作人员一边与贫困户拉家
常，一边帮忙搬运鸡苗。

10 组贫困户刘茂建第一
个 领 到 了 50 只 鸡 苗 和 防 治
药。看着鸡笼里一只只活蹦乱
跳的小鸡，他笑得合不拢嘴。
然而，刘大爷也有自己的担忧：

“以前也养过鸡、鸭，但由于经
验不足，成活率很低。”“大爷，
你不要担心。”该镇相关负责人
说，镇上成立了农技巡回服务
小组，将根据村民的实际需求，
上门为大家做养殖技术培训和
指导。

村支书袁国军告诉记者，
村里的主导产业是柠檬种植，
国土部门实施精准扶贫，为贫
困户规划柠檬树下套养产业，
从而实现更长久的效益。

据了解，今年以来，市国土
资源局针对该村 25 户贫困户
制定了“五个一”帮扶措施。建
立一本台账，摸清岳井村 25户
贫困户的家庭情况及生产生活
状况，明确帮扶措施，细化帮扶
台账，确保不折不扣完成结对
帮扶任务。实施一个项目，由
市国土资源局出资 2万元为该
村 11 组新建蓄水池 1 口，解决
贫困户吃水难问题。扶持一个
产业，继续发展壮大优质柠檬
产业，实现种植、销售、加工有
机结合，同时为每户贫困户帮
扶提供 50只鸡苗，扶持贫困户
发展柠檬树下养殖产业。帮扶
一个群体，为 6 名特困学生每
人提供助学金 1000元，为每户
特困家庭赠送 1 份人身意外
险、1 份家庭财产险。建设一
个家园，支持谢志贵等 3 户危
房改造资金2.5万元，帮助他们
安心居住、放心生活。

市国土资源局:
免费鸡苗为脱贫加马力

市区联动 专项整治电鱼等非法捕捞行为

市商务局：
创新推动电商扶贫取得实效

本报讯（龙涛）近日，笔者
从雁江区健康扶贫工作推进
会获悉，该区结合脱贫工作实
际，扎实做好健康扶贫，切实
解决贫困群众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等问题，助推贫困群众早
日脱贫致富奔小康。上半年，
全区保障对象住院治疗总共
16166 人 次 ，诊 疗 总 费 用
6096.58万元，其中医疗机构减
免 207.74 万元，医保报销及各
项救助 5852.3 万元，保障对象
个人自付36.54万元，实现了保
障对象住院治疗微支付。

该区加强区、镇（乡）、村
三级卫计网络建设，利用中央
财政项目资金，夯实贫困村卫
生室基础，确保所有贫困村卫
生室及合格乡村医生“两个全
覆盖”，让贫困患者“有地方看
病”。健康扶贫巡回医疗服务
团队，按照划片包干原则每季
度到贫困村免费开展巡回医

疗服务，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
贫困人员家门口，让贫困患者

“便捷就医”。以减轻贫困患
者就医负担为出发点，以患者
看得起病、看得好病为衡量标
准，全面落实“一减免四保险
一救助四基金”多元医疗救助
政策，确保保障对象住院治疗
微支付。严格执行分级诊疗
制度，落实基层首诊责任，规
范双向转诊，落实城乡对口支
援，建立省、市级医院接诊贫
困患者登记备案制度，促进优
质医疗资源下沉，引导因病致
贫人口合理有序就医。贯彻
落实资阳市农村贫困人口救
治医疗机构监督管理办法，防
止升格住院、挂床住院等不合
理医疗和违规行为，严格落实
贫困人口医疗费用公示制度，
广泛接受患者和社会各界监
督，确保健康扶贫资金用在

“刀刃上”。

本报讯（记者 朱涛）8 月 11 日凌
晨，市水务局和雁江区政府收到中
央环保督察组移交的信访件，称雁
江区石岭镇生活污水直排附近河
流，导致紧邻的石岭村四组、五组和
梓橦村二组的河流受到污染。当天
上午，市水务局会同雁江区水务局、
环保局等相关部门前往石岭镇现场
调查，环保局工作人员立即对举报
河流河水取样，并送回检测。

群众信访举报提到的河流叫来
凤河，正处于石岭场镇生活污水排放
口附近。

现场调查结束后，市水务局、雁
江区水务局和环保局、石岭镇党委立
即召开整改会议，研究整改措施。8

月12日上午，市水务局、雁江区水务
局和环保局等部门负责人再次来到
石岭镇，召开落实整改相关会议，立
即对受污染的来凤河水采取临时性
生物降解措施；对目前石岭场镇的生
活污水管道进行全面排查并做适当
修复；对现有污水净化池进行升级改
造；加快推进场镇污水处理厂建设。
会上，雁江区水务局和石岭镇政府还
承诺，在8月14日前拿出一份具体的
整治工作方案。

8 月 12 日下午，记者了解到，雁
江区水务局联系的对来凤河采取临
时性生物降解措施的企业和污水厂
建设勘查设计团队均已来到石岭镇
开展相关工作。

石岭场镇生活污水直排来凤河
市区即查即办即整改

雁江：
健康扶贫惠泽困难群众

决胜全面小康
推进脱贫攻坚

发放鸡苗。

国土部门工作人员帮
助贫困户搬运鸡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