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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 进行时

资阳市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2017年8月23日）

序号

1

2

受理编号

信 20170816099

20170821051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资阳市乐至县天池
镇印家沟村四川乐鑫畜
禽加工有限公司、四川英
英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四
川乐达畜禽加工有限公
司均属于屠宰企业，他们
均无排污许可证，前段时
间他们经常在深夜往河
边偷排污水，并且吵得周
围居民无法休息。

1、资阳市雁江区临
江镇临庵存 2 组同兴砂
石公司的加工厂，粉尘、
噪声污染严重扰民；2、一
家洗石厂无环保设施，污
水直排沱江；3、沱江一带
被无序开采，千疮百孔，
特别是老君镇流域内水
土流失严重，良田土壤被
严重破坏。

行政
区域

乐
至
县

雁
江
区

污染
类型

水
、噪
音

噪
声
，水

调查核实情况

8月 17日凌晨 4点，市县联合调查组组长、市农业局
副局长韦方俊带领市县相关部门近 30人深入三企业及时
进行了调查取证，向周边群众走访了解情况。8月 19日，
乐至县县长彭玉秀深入涉访企业开展现场督导。 经查
实：1、三公司确实无排污许可证，但在 2016年 12月，由乐
至县环境保护局向乐达公司、英英公司下达了同意建设项
目备案的通知（乐环建函备〔2016〕5号、14号）。2、屠宰场
多在深夜作业，生产有噪声，综合走访群众意见，企业生产
没有影响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3、租赁乐达（乐鑫）公司
闲置区域从事豆、卤制品经营的小作坊存在经公司雨水
管道排放污水现象。

市环保局会同市水务局、市国土局、雁江区相关单位
对信访问题提及的两个点位（临江镇临庵村 2组、老君镇
河岸采砂弃用场）开展了现场调查。1、同兴砂石公司因
未办理环评相关手续，雁江区环保局前期已责令该企业
停止违法行为，完善环评手续并对环境违法行为实施了 4
万元的罚款，现场检查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故无法开展
环境监测。目前该企业环评正在受理公示期间。8月 22
日晚，雁江区临江镇政府对该企业周边 600米内 230余户
居民进行了走访调查，群众反映该企业生产噪声扰民。
2、投诉人提及的洗石厂应为采砂过程的生产环节。3、经
查看，老君镇采砂弃用场无修复措施，水土流失情况正在
进行专业调查。

是否
属实

是

处理和整改情况

1、8月 17日下午，已完成对租赁乐达公司闲置区域从事豆、卤制品经营的小作坊去功能化处理，乐达公司已完
成对排污口附近的废弃排水管和隔离圈的拆除。2、8月 19日，针对乐达公司排污口未规范化建设的环境违法行为，
县环保局进行了立案调查，于 8月 22日发出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乐环罚告字〔2017〕58号），同时发出责令改
正违法行为通知书（乐环责改字〔2017〕58号）。3、8月 20日，英英公司监测数据表明：化学需氧量 137mg/l，超标 0.72
倍；氨氮 28.3mg/l，超标 0.88倍。县环保局针对乐至县英英公司超标排放污染物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于 8月 22
日发出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乐环罚告字〔2017〕57号），同时发出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乐环责停字〔2017〕4
号）。4、8月 20日，英英公司已完成对排污管道改道，完成排水沟整治，对损坏的围墙完成修补加固。5、排污许可证
问题。乐达、英英公司不属于国、省、市重点排污单位，属于《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部令第 45号）规
定中第二农副食品加工业第 5类，可进行排污许可简化管理，在规定时限 2018年之前持证排污。因此现阶段未纳入
必须发放排污许可证的范围，但企业均办理了临时环保备案且落实了相应的污染治理设施，符合排污条件。要求县
环保局按《排污许可证排污暂行管理规定》（环水体〔2016〕186号）规定，责成企业完成排污许可证的办理。（牵头领
导：谢鑫；责任单位：县环保局；责任人：倪理；完成时限：2017年 12月 30日以前）6、加大对乐达公司、英英公司监督管
理。乐达公司、英英公司完成整改措施后，经县环保局和县农业局检查验收后，才能恢复生产；并责成环保局加强对
企业废水排放、噪音的监督监测，加大日常监督管理力度，发现违法行为立即处罚。确保企业稳定达标排放。（牵头
领导：管昌平、谢鑫；责任单位：县农业局、县环保局；责任人：文国光、倪理；完成时限：2017年 9月 3日以前）7、对乐鑫
公司违规生产经营活动的问题依法调查处理。（牵头领导：管昌平；责任单位：县农业局；责任人：文国光；完成时限：
2017年 9月 2日以前）

经市环保局会同市水务局、市国土局、雁江区政府会商议定：1、由区砂管办、临江镇政府共同对位于临江镇临庵
村 2组的同兴砂石加工厂予以取缔，将设施设备去功能化。全面排查该公司其余点位具体情况，由环评公司上报不
符合相关要求的点位，及时实施取缔等措施。2、由雁江区法制办牵头对除同兴砂石公司之外的砂石加工企业进行
排查，根据排查情况实施取缔及搬迁相关事宜。3、迅速查明沱江流域砂石是否无序开采，核实采砂弃用场是否存在
水土流失情况，提出初步方案，在 8月 25日 18:00前由雁江区政府指定相关部门统一上报情况。4、举一反三，通盘考
虑，制定采砂场整改标准、弃土场修复标准、新建采砂场环保标准，由雁江区政府牵头制定整体解决方案。目前，各
项工作正在开展中。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资阳市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办结情况一览表 （2017年8月23日）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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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编号

20170817070

信 20170817005

信 20170817006

信 20170817150

信 20170816090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资阳市安岳县千佛乡千
佛中学旁的养猪场（老板姓
伍）臭气熏天，污水乱排；千
佛供销社肥料库房的废品收
购点（老板姓汪），废品堆积
如山，污染环境。

资阳市雁江区和平北路
148 号 7 栋 1 单元 2 楼 4 号楼
下住改商经营小吃店，造成
油烟、噪声污染。

资阳市安岳县兴隆镇（原
兴隆粮油食品管理站职工住
房背后）村民李永扬常年喂
猪，随意排放猪粪，臭气熏
天；兴隆镇场镇环境卫生差，
垃圾清运不及时；兴隆镇居
民饮用自来水水质不达标。

资阳九曲路 14-2、14-3
号门市外长期摆放一辆移动
垃圾车臭味扰民问题；苌弘
广场外沱江河里两艘从事餐
饮和茶楼经营的大船，长期
污染沱江水环境。

资阳市安岳县芳林中学
两侧街道下水道多年未修，
学校居民生活污水直排浸入
地下；居民住房前后街道路
面一直未硬化，经常灰尘满
天飞；柠都大道路口临时洗
车场长期违规放水洗车，污
水直排在路上，建筑垃圾随
意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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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养猪场位于千佛乡龙铁村五组，当事人伍强（千佛乡龙铁村人），现存
栏生猪 48头，其中：母猪 14头、肥猪 7头、仔猪 27头，圈舍 15间面积约 300平方
米，建有一口沼气池 65立方米，蓄污池 45立方米，另有 15亩土地作为粪污循
环利用消纳。该养猪场属场镇规划区范围内，周围住户较多，离学校较近。

2、废品收购点位于千佛乡民兴街 155 号，当事人汪永国（千佛乡龙铁村
人），从 2005年开始经营废品收购业务，有营业执照，从 2016年 8月开始，由于
市场原因，部分废品（废钢铁制品为主）无法卖出，导致约 13吨废品堆积至今，
影响周边环境。

1、关于住改商经营小吃店问题。市城市行政执法局 8月 18日凌晨 0时 30
分到达现场检查，该住房大门上张贴有店招“朱二妹凉面店”，住房外有烟道
直通楼顶。8月 18日 7时 45分再次到达现场，有客人正在吃面，店内墙上张贴
有“朱二妹凉面店价格表”。

2、关于油烟污染问题。市城市行政执法局 8月 18日 7时 45分到该处进行
现场检查，虽然厨房内安装了家用抽油烟机和直达楼顶的排烟道，但在厨房
熬制熟油辣子仍产生呛人的油烟。

3、关于噪音污染问题。市城市行政执法局 8月 18日 7时 45分到该处进
行现场检查，由于陆续有客人前来就餐，易产生噪音。

4、举报反映的地址核实应为资阳市雁江区和平北路 137号 1栋 1单元 1
号，房屋产权人叫刘菊华，由刘菊华负责生产经营。

市卫计委、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市农业局派出工作组会同安岳县相关部
门深入现场对群众投诉事项进行了调查，工作组实地走了 4条街道，查阅了今
年监测监督资料，走访 3户经营户 6名群众（其中清扫保洁员 1名），现场核实
村民李永杨(实名“李永洋”）养猪及排放情况，对兴隆镇水厂进行监督检查和
抽样送检。

核实情况为：李永洋之子李维贵养殖生猪 29头，除 1口简易粪池外，无其
它粪污收集处理设施，养殖环境脏乱差，粪污直排沟渠，调查组同时还发现 4
户养殖户同样存在粪污直排现象，该问题属实。该镇以前确实存在垃圾清运
不及时的现象，场镇保洁较差，县治理办已于 8月 8日对兴隆镇场镇进行了通
报。兴隆镇被通报后，立即进行了整改，经整改后，群众反映垃圾清运及时，
情况较好，环境卫生问题得到了改善。自来水水质经市卫生计生委、安岳县
政府组织调查，2017年 7月 11日及 8月 18日的场镇出厂水、管网末梢水抽样
监测结果显示，该水厂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问题一：1、因资阳九曲路周边没有生活垃圾收集库、点，沿街商铺生活垃
圾无处倾倒，所以 14-2、14-3号门市外暂时摆放一辆可卸式垃圾车收集箱收
集生活垃圾。2、该可卸式垃圾箱每天采用可卸式勾臂车清运生活垃圾到沱
一桥垃圾中转站至少 2次以上，做到了随产随清，每次清运后都将箱体冲洗干
净再放置回原处收集使用。由于夏天气温高，此处周边数家餐饮夜市烧烤店
倾倒了餐厨、食材垃圾，极易腐烂产生臭味，针对臭味问题，采取喷药处理，每
天一次，群众投诉事项属实。

问题二：2017年 8月 18日上午，雁江区委书记罗道坤、资阳市交通运输局
局长曾洪光带队，市交通运输局、市海事局、区交运局、区环保局、区水务局、
区安监局、区工商局、区海事处等单位相关人员到现场对群众投诉事项进行
了现场调查，水上茶园餐饮船舶设施老旧，污水处理设施失效，水上渔家环保
设施存在瑕疵，其擅自修建的上船栈道严重影响沱江河行洪。群众投诉事项
属实。

经工作组现场核实，芳林中学东、西两侧街道连接化粪池与城市污水主
管网之间管网未实施，部分点位存在污水渗漏现象；石桥铺镇石华村 6组安置
点主街道约有 200米，周边背街道路未硬化；柠都大道路口有一临时洗车场违
规放水洗车，污水直排在路上；周边存在建筑垃圾随意堆放现象。反映情况
属实。

是否
属实

是

是

是

是

是

处理和整改情况

8月 18日：1、成立了以安岳县副县长邹武超负责，县农林局牵头，县环保局、县商务
局、千佛乡政府配合的工作组，到达现场开展调查处理工作；2、制定了信访件涉及的伍强
养猪场搬迁拆除方案（伍强养猪场位于场镇规划范围，属于禁养区）；3、对千佛供销社肥料
库房的废品收购点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已调集3辆货车、10名工人进行现场清运。8
月 19日：4、对伍强养殖场，一是关停了养殖场，关停原因是养殖场所处区域属禁养区，转
运生猪41头，其余7头为临产母猪，于2月内处理完毕（责任领导：邹武超；责任单位：安岳
县农林局）；二是拆除了除怀孕临产母猪圈舍外的其余全部圈舍；三是对养殖场沼气池、蓄
污池内粪污进行了彻底清理；四是对养殖场内外粪污、废弃物进行了清理，全场进行了消
毒，解决养殖臭气扰民；五是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参与测评20人，满意度为100%；六是进行
了巡查监管，无反弹。5、对废品收购点，截至19日9时30分，已完成千佛乡肥料库房废品
收购点露天堆积废品的清运和场地清扫恢复，对周边居民进行了访谈和整治工作满意度
测评，走访居民20人，整治工作满意度为100%。由千佛乡政府牵头发布了整治工作完成
通告。8月20日：县农林局牵头，会同县环保局、县商务局、千佛乡政府，对伍强养猪场、废
品收购点进行了巡查，无反弹。该案已结案。

8月 18日上午，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副局长杨峰带队，市城管支队、市工商局、市食药
监局执法人员和莲花街道办事处、雁中社区干部对该处住改商经营小吃店进行了联合执
法。1、现场清除门口店招和墙上张贴的价格表；拆除用于经营固定到墙上的桌子，去功能
化；2、对经营业主进行了约谈，各执法部门分别宣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四川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3、为了避免油烟、噪音污染，经营业主刘菊华同意立即停业，重新选址经营；4、街道、
社区干部首先与居住在该栋二楼住户进行了沟通，二楼住户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下步
将对该小区内所有的业主开展走访工作。8月19日上午9:00，市城管支队执法队员、莲花
街道办事处、社区干部再次与投诉人和被投诉人沟通，均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该案已
结案。

1、8月 18日凌晨 5时，兴隆镇政府组织兴隆畜牧兽医管理组对李维贵养猪问题进行
了处理，李维贵已将存栏的所有生猪通过转运、售卖等方式，全部进行了处理，并通过转
运车辆将粪污转运至滕亮柠檬园储存利用，李维贵养殖圈舍的圈栏等主要生产设施已
拆除，舍外粪池及粪沟内的粪污已清理并消毒。该村其他 4户存在污染隐患的农户也
已整治到位。2、安岳县治理办、兴隆镇政府已对群众反映的兴隆镇环境卫生差问题进
行了整改，在前期整改基础上，重新添置 120L场镇垃圾桶 100个，并对场镇已有的老旧
桶进行了维修。同时，设立群众投诉举报热线（028-24010021），做到责任分工明确，确
保垃圾转运“日清日结”。3、市、县卫生计生监督执法部门对兴隆镇水厂开展监督性检
查，安岳县疾控中心对安岳县兴隆镇饮用水水质开展加密监测。4、8月 18日、8月 21日
先后两次召集周边群众召开了座谈会，向参会群众反馈了投诉举报件调查核实情况及
处理整改情况，周边群众对信访件办理工作表示满意。该案已结案。

问题一：2017年 8月 18日凌晨 1时，将此可卸式垃圾箱运走，并对放置箱体的地面
采用水车和人力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冲洗，截至 3时 30分，工作顺利完成。2017年 8月 18
日 7时开始，资溪街道办、社区组织人员积极向周边商铺开展宣传，让商铺将生活垃圾
自行收集装袋暂存，每天三轮清运车辆两次上门收集时投放。2017年 8月 18日 8时开
始，资溪环卫所派出三轮清运车辆，于上午、下午各一次上门转运周边商铺自行收集装
袋暂存的生活垃圾，并积极做好原可卸式垃圾箱处的街面清扫保洁和近日个别市民扔
放的生活垃圾清运工作。

问题二：1、“水上茶园”上船栈桥已全部拆除，船体已拖离至指定拆解地点并基本拆
解完毕。苌弘广场外原停靠“水上茶园”的沱江河岸已恢复干净整洁面貌，“水上茶园”
餐饮趸船污染沱江河环境得到彻底整治。2、8月 20日上午，区水务局积极协调配合区
交运局、区海事处，现场指导“水上渔家”船舶所有人完成了与评估工作无关物资的清理
搬离。下午在工作时限前“水上渔家”已停止对外营业，“水上渔家”违规上船栈道已全
部拆除。区海事处积极做好船体的护船工作。目前“水上渔家”已去功能化，对沱江水
域不再造成污染。3、评估公司对“水上渔家”外业评估工作已完成，正在进行下一步工
作。待资产评估工作全面完成后，市区两级相关部门将组织认定并及时与船舶所有人会
谈协商，确保9月5日前完成“水上渔家”餐饮船舶的取缔拆除工作。（责任人：雁江区常务
副区长龚小平；责任单位：区交运局、区海事处）该案已结案。

2017年 8月 17日，成立了以安岳县常务副县长鄢华牵头，县住建局负责，县城管局、
石桥铺镇政府配合的专项工作组，制定了当前应急措施和长效工作机制。目前，1、对石
桥铺镇石华村 6组、桅坝村 9组两个安置点化粪池进行了全面排查，未发现溢漏现象；方
林中学化粪池污水已抽取完毕，正在进行渗漏点排查；堡坎外侧水沟扩宽及泄水口收集
管安装等引水入市政污水管网工程正加快推进，8月底前完成。(责任领导：鄢华；责任
单位：安岳县住建局)2、对石华村 6组安置点约 200米未硬化道路进行了清扫，并安排洒
水车适时对该路段进行洒水作业，以抑制扬尘；已同步启动两个安置点背街道路硬化、
污水管网建设等附属设施规划现场查勘，2018 年春节前完成工程建设任务。(责任领
导：鄢华；责任单位：安岳县房管局、房屋征收局、石桥铺镇政府)3、对路口洗车场业主进
行了约谈，该洗车场现已停业，正在协助为其落实租住房屋。4、安置点周边区域内的建
筑垃圾及生活垃圾收集和清运已全面完成；已在石华村 6组安置点安放了 1个垃圾大
箱，以便集中收集和清运生活垃圾。5、向安置点居民和商户发放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门前五包等宣传资料。6、对所做工作进行了民意度调查和走访，群众均表示满意。此
案已结案。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