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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唐嘉阳 实习生 李
佳芮）7月，市、区两级海事部门在对雁
江区昆仑渡的日常安全环保巡查中发
现，昆仑渡川资阳车 0001、川资阳拖
0019两艘船舶存在船貌较差、机舱油
污较重、艏舱和艉舱严重破损和渗漏、
技术状况严重不良等情况，已不具备
安全生产条件。雁江区海事部门当即
向两艘船舶下达停航维修整改通知
书，要求立即将川资阳车0001、川资阳
拖0019船舶拖上岸进行维修整改。

市、区海事部门与船主、维修人员
研究维修方案，经过半个多月的跟踪监
督，川资阳车0001、川资阳拖0019两艘
船舶的安全隐患逐一整改完成。8月7
日，经市船舶检验局和区海事处共同核
查，川资阳车0001、川资阳拖0019船容
船貌得到改观，机舱得到清洗，艏舱和

艉舱严重破损、渗漏问题得到修复，船
舶已具备安全生产条件，获准复航。

同时，市、区海事部门也对川资
阳车 0001、川资阳拖 0019 的从业人
员和监管人员提出明确要求：继续加
强对船舶的安全检查和维护工作；严
格遵守水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认真
落实“六不发航”制度；严禁将生活垃
圾和油污水直接排放到沱江河；严格
遵守汛期安全规定，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和船舶安全度汛。

下一步，海事部门将举一反三，
对全区其余渡船进行逐一检查，发现
问题立即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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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资阳乐至县万贯鞋业产业园内，
大东皮鞋厂、顺煌皮鞋厂、丽高皮鞋
厂、天友皮鞋厂和 DG 皮鞋厂证件不
齐，没有污染治理设施，违规生产。

资阳市乐至县漆家沟水库用化
肥、动物粪便等养鱼，严重破坏了水
库水质。

资阳市雁江区城南工业园区四
川昊元绿舍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新
型节能环保自保温墙体生产线建设
项目，未批先建且已投产，不但分文
未罚，反而取得了补作环评的批复。

资阳市雁江区政府西路159号民
事物业小区垃圾、杂物乱堆乱放，堆
积如山，臭气熏天。

资阳市雁江区迎接镇能威再生
资源回收利用公司利用轮胎炼油，在
该镇因污染严重老百姓反映强烈而
改名换姓搬迁建设，搬到现址建成投
产后，继续污染周边环境。来信希望
查实：这种企业是否该批准建设？为
何在审批、验收公示时弄虚作假侵害
公民知情权而不实地调查征求意见？

资阳市安岳县城西大街垃圾站
脏乱不堪，影响城市文明形象，影响
市民身心健康。

资阳市乐至县四川顶呱呱饲料厂
无任何治理设施，一直使用燃煤锅炉，
灰尘、噪音、污水、有害气体从未任何治
理；乐至县复兴镇（应为佛星镇）农欢猪
场获得了几百万的圈舍改造与沼气项
目款，虽然建了蓄污池与粪污管网，但
并不能消纳产生的粪污，猪场附近水
井、池塘已严重污染变成了蓄污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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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市经信委会同乐至县相关部门到现场调查核实：举报件所指大东鞋业，系2015年
8月10日在乐至注册企业康喜鞋业，有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符合本地产业规划，有项
目环评手续及环保设施，不属于违规生产。举报件所指DG鞋业，查证无此企业，经查
证，乐至万贯产业园内BG鞋业，正在办理工商注册相关事宜，暂时未办理完成相关证件
及环评手续，在租用厂房安装生产设备。举报件所指天友鞋业，经查证，正在办理工商注
册相关事宜，暂时未办理完成相关证件及环评手续，在租用厂房安装生产设备。举报件
所指丽高鞋业、顺煌鞋业在乐至县注册的公司正在成立阶段，拉运部分机器设备存放至
租用厂房内，厂房暂未通电，未安装机器设备，无工人走动，没有生产迹象。

经乐至县水务局牵头调查核实：漆家沟水库在承包期内，承包人存在私自下肥
现象，给水体造成一定污染。2016年12月合同到期后，漆家沟水库由乐至县双龙桥
水库联合管理站收回自管，至此未再开展水体养鱼。

资阳高新区管委会会同雁江区相关部门进行了现场调查，经核实情况为：该项
目于 2014年 7月在雁江区经信局进行了项目备案，于 2016年 5月投产。2016年 11
月25日，雁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检查，发现该项目未报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即开工
建设。针对该违法行为，2016年12月22日，雁江区环保局进行了10万元行政处罚，
企业于当日缴纳了罚款。市环保局在区环保局给予该项目行政处罚后，于2017年1
月 25日审批了该项目环评报告表，并于 2017年 6月 20日受理了该项目竣工环保验
收检测表行政审批，目前市环保局正在开展审核工作。

市房管局会同雁江区相关单位到现场进行了调查核实。经查实，该小区9单元
401号业主家中长期堆放大量废品，导致小区环境污染。社区及物业服务企业也曾
多次对其进行劝阻，但该户业主一直拒绝配合，甚至以暴力方式进行对抗。社区及
物业企业也曾多次对该户在家中及小区堆放的废品进行清理，但因其始终不配合，
不断地将废品回收到家中，故一直未取得实质性效果。

经雁江区工作组调查核实：该企业位于前丰村、东庵村、牛藤村三村交界处，2017
年5月5日被资阳“阳光问廉·面对面”第二期曝光后，市、区纪委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
了查办，已启动问责程序。该企业已于今年5月2日关停，并开展了去功能化。

安岳县成立了以县住建局牵头，县环保局、县城管局、岳阳镇配合的专案工作
组，经工作组到现场调查核实，该垃圾库在 2017年 4月前存在所反映的脏乱问题。
2017年 4月后，经过整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只有在垃圾清运时存在异味和垃圾抛
洒现象。群众所反映问题属实。

关于顶呱呱饲料厂投诉事项，经乐至县经信局牵头到现场调查核实：该公司燃
煤锅炉已于今年5月底停止使用，燃气锅炉于6月调试运行。该公司目前建有脉冲
除尘设施4套。但存在燃气锅炉废气排气筒高度不够、有组织粉尘15m高排气筒不
够、食堂未安装油烟净化装置、未建中和池和隔油池、环保相关制度不完善等问题。
关于佛星镇农欢猪场投诉事项，乐至县农业局、县环保局、县疾控中心等单位先后深
入现场查看猪场周边水井、池塘的水质情况和猪场的沼气池、贮液池和管网等治污
设施，县疾控中心、县环保局分别对水井、池塘水体进行了抽样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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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对天友、BG两家涉嫌违规先建的企业，已由乐至县政府
负责协调，于8月15日实施了断电；乐至县环保部门依法立案
查处；责令企业按程序办理有关证照，完善环保措施。对大东
鞋厂，提醒依法生产。对海乐鑫公司，提醒依程序完善相关证
照手续、环保设施，报相关部门审查合格后才能生产。

乐至县水务局工作组深入走访当地群众，周边群众反映
该水库的水质有所好转。鉴于前期存在的问题，乐至县水务
局已责成管理站，根据水库水面面积，下生石灰调节水库水
质；经常性组织站工作人员对水面漂浮物，进行清理打捞，并
适地填埋；利用主汛期实时空库，交换水库水体，进一步净化
水质。

资阳高新区管委会与市、区环保局联系对接，调取和查阅
了该项目的备案、环评、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环保竣工验收
申报等资料，并与雁江区纪委一行，对该项目环保相关资料、
项目现场及企业负责人询问调查，调查核实信访举报内容，企
业负责人对反映的情况进行了确认。工作组要求公司配合市
环保局尽快完成项目环保竣工验收工作，并进一步落实清洁
生产制度和现场规范管理制度。8月 16日，高新区管委会将
会同雁江区政府做好周边群众的走访调查工作。

市住建局会同雁江区相关单位于8月15日上午组织环卫
所及物业企业对该户在小区内堆放的废品进行了清理。因堆
放垃圾业主开始不配合，经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深入做工作，
于当日下午 2点开始清理其室内堆放垃圾，待清理完毕后，工
作组将进一步会商制定长期监管措施。

雁江区纪委监察局召集迎接镇、区经信局、区环保局召开
会议对该案件进行了综合研判；会同迎接镇、区经信局、区环
保局到现场对关停落实情况进行“回头看”；下一步将对场内

“三清”工作查漏补缺，并加大周边群众的宣传走访力度。

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安岳县制定了长短结合整改方案：
一是对该垃圾库增加一名保洁人员，及时清运垃圾，并按程序
购置一台吸粪车抽取渗滤液集中处置，力争短期内取得改观；
二是建立长效机制，由县住建局加快县城生活垃圾一体化处置
系统建设，力争2018年建成投用；由县城管局负责，在2017年9
月完成清扫保洁市场化运营方案编制，按程序审定后实施。

针对顶呱呱饲料厂投诉事项，乐至县整改方案为：对企业
未使用燃煤锅炉 8月 18日前拆解；对企业存在的环境违法问
题进行依法立案处理；要求企业按照环评要求完善相关污染
治理设施，建立健全相关制度。针对农欢猪场投诉事项，待水
井、池塘等水体抽检测结果出来后，如存在水体污染情况，乐
至县将坚决按照相关规定予以查处，再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整
改措施，责令业主彻底整改。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中央环保督察 进行时

本报讯（张运）连日来，雁江区先
后接到几起中央环保督察组移交的
信访件，接件后，该区按照相关要求，
立即会同市级相关部门，组成市区联
合工作组，深入一线，立行立改，推进
环保问题整改落实。

该区加强沟通对接，针对反映的
不同环保问题，第一时间与市住建、
环保、交通等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和协
调，分别成立市区联合工作组，明确
时间节点，建立专项整改台账，形成
合力，强力推进问题整改。市区联合
工作组第一时间深入一线，对群众反
映的信访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对反映
不实的，做好解释工作；对反映属实
的，立即制定整改方案，快速开展整
改工作。按照中央、省、市相关要求，
建立整改台账，及时上报问题整改情
况。举一反三，以点带面，以扬尘、垃

圾、饮用水等10余个专项治理行动为
载体，全面推进环境保护，促进经济
建设与环境保护健康协调发展。强
化追责问责，将环保问题整改纳入目
标考核管理，对工作执行不力的单
位、个人进行追责问责，确保环保问
题整改取得实效。通过标语、报纸和
乡村广播等现代媒体、坝坝会、社区
宣传、执法人员为企业业主讲课、定
向回访信访群众等方式，宣传全区环
保问题整改措施和成果，收集群众意
见建议，营造浓厚环保氛围。

截至目前，该区已对沱江河机动
船夜间电鱼、石岭场镇生活污水直排
等信访件进行快速办理。对 8 月 15
日接到的雁江区政府西路159号民事
物业小区垃圾杂物乱堆放、迎接镇能
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公司利用轮胎
炼油等信访件，正加快办理。

雁江立行立改
推进环保问题整改落实

海事部门跟踪监督
整治昆仑渡口安全隐患

(2017年 8 月 15 日)

本报讯（记者 刘梦娜 实习生 刘佳
雨）“谢谢啦，帮我们把这些垃圾都清走
了。”8月15日，家住雁江区政府西路159
号民事物业小区的居民心中十分高兴，
因为堆放在该小区一户居民家中、楼梯
间大量杂物、废品被全部清运走了。

原来，该小区居住两位老年人，长
期从外面捡回废品堆放在自己家中、
单元楼道，对周围居民生活和健康造

成影响，社区和小区物业服务企业虽
然多次自费帮助处理，但仍然赶不上
其堆放速度。办事处、社区、物业企业
多次劝阻、宣传仍无效。

15日凌晨2：00，市住建局、雁江区
资溪街道办事处接到转办的中央环保督
察组关于反映该小区“垃圾、杂物乱堆乱
放、堆积如山、臭气熏天”的信访件。接
件后，由市房管局和资溪街道办事处牵

头，联合公安、消防、疾控等部门和单位，
于当日早上6点赶到现场，经核实发现
该住户家中确实存放大量废品、杂物，严
重影响周边环境卫生和居民的正常生
活。在与当事人反复沟通、进行政策宣
传后，由资溪环卫所组织工人、垃圾车、
装载机对该户居民家中所有的废品、杂
物进行清运，确保小区环境卫生及秩
序。截至15日21:00，已经完成大部分废

品和杂物的清运，但因晚上清运工作不
便开展，剩余废品预计16日将全部清理
完毕。资溪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对该小区的巡查
和管理，及时发现并处理堆放的杂物和
垃圾，并加强对当事人的思想教育和法
律宣传，使其认识到收捡、堆放垃圾的行
为对周围居民造成的影响，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

本报讯（刘孝军 记者 朱涛 孙正良 实习
生 李文柔 李益凡）8月15日下午，位于乐至
县佛星镇玉皇庙村 6 组的新时代畜牧有限
公司种猪良繁场外，来自乐至县环保局和县
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当地堰塘和村
民饮用井水进行抽查取样。

原来在当天凌晨2:00，乐至县接到中央
环保督察组移交的信访件，反映该县佛星镇
农欢猪场（现新时代畜牧有限公司种猪良繁
场）获得了几百万的圈舍改造与沼气项目
款，虽然建了蓄污池与粪污管网，但并不能
消纳产生的粪污，猪场附近水井、池塘已严
重污染变成了蓄污池。

接到信访件后，乐至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当天上午，乐至县农业局、环保局等
相关部门立即驱车赶往现场进行调查，同时
佛星镇政府也积极参与配合调查。

据调查，该养猪场位于乐至县佛星镇玉
皇庙村 6 组，主要以培育和销售仔猪为主，
目前存栏母猪 500余头。在现场，调查组工
作人员发现养猪场内建有粪污处理设施，且
一直处于运行状态，同时铺设的粪污管网基

本完好，养猪场周围的堰塘水质和村民饮用
井水水质没有异味。“水质是否受到污染，单
凭肉眼是无法分辨的，所以我们邀请相关部
门进行现场抽样检验。”乐至县农业局局长
文国光说道。

当天下午，乐至县农业局、环保局、疾
控中心及佛星镇相关负责人再次来到玉皇
庙村 6 组，工作人分别对养猪场下游的两
口堰塘和两口村民饮用井水进行取样，并
送回检测。

文国光表示，如果取样送检的水质不达
标，则证明养猪场的粪污的确对当地造成了
污染，乐至县农业局及相关部门会根据相关
规定依法对该养殖场进行处理，同时还会启
动问责机制。

乐至县农业局、环保局等相关部门还就
养猪场的粪污消纳问题进行了现场追踪调
查。经查，该养猪场所产生的粪污基本用于
当地村民农作物和紧邻的孔雀乡现代林业
科技示范园区内柠檬及其他经济作物的灌
溉，因此基本不存在养猪场粪污不能被消纳
的问题。

乐至及时处理中央环保督察组移交信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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