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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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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序号

1

2

3

受理编号

信 20170823001

信 20170823160

信 20170823196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资阳市雁江区丰裕镇方山村 15 社
的镇、村、社领导将大约几十亩耕地许
可给私人老板开石厂，满目疮痍，石厂
的噪声惊扰村民，生态环境严重破坏。

资阳市安岳县清流乡 8村 7组村民
养鸡场污染环境问题，清流乡政府于 8
月 13日告知养殖户后强行将养鸡场拆
除，未留任何余地和时间让养殖户处置
养殖物及设备设施，降低损失。

资阳市安岳县瑞云乡梨坪村、长石
村两村无生活污水处理厂，生活废水直
排入小河流，地下水不达标，村民严重
缺水。

行政
区域

雁
江
区

安
岳
县

安
岳
县

污染
类型

噪声

其他

水

调查核实情况

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周忠前带队，召集市环保局、雁江区人
民政府到现场进行核查，经查：资阳市国土资源局已于 5 月 4 日
向该地块采石老板送达《停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该石
厂已停止开采，并于 7 月 29 日完成拆除并搬离设备等去功能化
工作；目前无噪声污染。

经安岳县农林局、县国土局、清流镇人民政府组成的专项工
作组调查核实：该组李勇的养鸡场确实存在环境污染情况，2017
年 8 月 13 日下午养殖业主自行处理了蛋鸡、鹌鹑和养殖设施设
备；经本人同意于 2017年 8月 13日-14日拆除养殖圈舍并复耕。

安岳县治理办、县环保局、县水务局、县农能办和瑞云乡等
相关单位进行了现场调查，发现梨坪村、长石村（道仕坝）为瑞云
乡居民聚居点，涉及 4个组，共有 109户，345人，27户有农村户用
沼气池（梨坪村共有 57户，243人，18户有农村户用沼气池；长石
村 52户，102人，9户有农村户用沼气池）。未修建污水处理厂，大
部分农户未修建农村户用沼气池，生活污水直排入河，季节性居
民生活用水不能完全满足需要，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是否
属实

是

是

处理和整改情况

市国土局、市环保局、雁江区相关部门到现场进行了实地调查，走访了周边干部
群众，会同区纪委对采石老板及村组干部及群众做了询问笔录。目前，上述部门正在
会商研究制定整改方案。

经工作组现场调查核实，该信访件属李勇夫妇本人投诉，工作组遂与养殖业主李
勇进行再次沟通，目前正在疏导解释中。工作组对周边村民开展回访调查，村民对工
作组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

整改方案：由安岳县治理办牵头，县农能办、县水务局和瑞云乡配合,在两村下游
修建一处三级过滤池。由疾控中心对地下水进行检测，7天内完成检测，出具检测报
告，县环保局对流经两个村的河道地表水进行取样检测，2天内出具检测报告。地下
水如果检测达标，村民继续使用原饮用水，不足部分，由瑞云乡政府在适当位置打一
口大型机井，解决季节性缺水问题。如地下水检测不达标，则由县水务局立即规划启
动自来水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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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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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受理编号

信 20170818021

信 20170818056

信 20170818127

信 20170818128

信 20170818133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资阳市安岳县每
年 9 月至次年 1 月，柠
檬集中采摘期间产生
的大约 1.5 万吨含沥青
的柠檬废弃套袋纸的
保鲜塑料袋多采用就
地焚烧处置，未无害化
处理，焚烧产生的有毒
恶臭气体污染空气。

资阳市乐至县天
池镇天空城小区高层
住户饮用水水质差，污
染严重；水龙头里时有
废旧胶纸、破旧水管片
杂物。二次供水设施
有 8年以上未作清洗和
消毒。

资阳市乐至县荣
华 街 有 20 余 家 KTV，
且 KTV 的隔音效果很
差，传出音量超 60 分
贝，经常通宵营业，噪
声严重影响我们的生
活。

资阳市乐至县佛
星镇石洞桥村兴隆猪
业合作社排放污水污
染饮用水源；排放的粪
便污物至今保留在现
场未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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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8月 19日上午，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副局长陈德贞，市农业局党组成员、
农机监理所所长陶建平，安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邹武超及安岳县柠檬产业
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进行现场调查。调查组在四川兴益环境管理有限公
司召开了座谈会并了解该企业的运行情况；通过调查四川兴益环境管理有
限公司、鑫柠乐果业有限公司、欣农源柠檬专业合作社、安岳县宏发果业有
限公司，走访 4个村 3户种植散户，了解了柠檬产量，柠檬套袋废弃套袋纸
的处理方式等基本情况。

经调查核实，信访反映的柠檬废旧纸袋焚烧情况属实；2016年，安岳县
柠檬废旧纸袋企业回收约 78.85%，农户重复利用约 7.09%、农民散户作为生
活燃料使用约 10.08%、送至垃圾填埋场处理约 3.24%、农民露天焚烧约
0.74%；据安岳县柠檬产业局提供的青岛裕华纸业有限公司检验报告结果
表明柠檬纸袋含有沥青不属实（柠檬纸袋所用纸张采用木浆添加黑色染料
生产，无对人体有害的任何杂质及农药残留，均匀一致，无异味，符合袋纸
标准要求，检验合格）。

接件后，乐至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立即作出安排，县住建局立即会同
相关单位赶到现场调查，经现场逐栋走访座谈部分住户、询问物业服务公
司工作人员，逐栋到部分住户供水终端观察，未发现自来水里存在废旧胶
纸、破旧水管片等杂物，经对自来水厂出水口、天空城小区自来水入水口、
住户家中供水终端的自来水取样检测，目前，理化指标已完成检测，检测结
果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尚未发现水质差、污染严重等问题。微生物指标检
测尚在进行中，需 7天左右出检测报告。但群众反映该小区的两个二次供
水设备稳流罐启用至今未进行清洗消毒的问题属实。

8月 19日,接件后，我市高度重视，立即责令乐至县人民政府现场调查
核实处理。乐至县分管副县长李炜立即进行安排部署，于 8月 19日凌晨 1
时 05分，率县文体广新局局长罗斌，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付兵，
执法人员王博、苏鹏赶赴现场进行调查核实。

经查，群众反映的荣华街KTV，位于乐至县天池镇北街，其周围是由原
酿造厂改建的多层楼房而形成居民住宅区。

荣华街开设有KTV11家，现场检查时，缘分、姐妹吧、不夜城、星缘、自
由空间、今世缘、香水有毒、流星雨等8家KTV已关门歇业，格莱美、格律诗、
金嗓子等 3家KTV正在营业。11家KTV中有 7家KTV办理了工商营业执
照，4家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荣华街11家KTV均未办理娱乐经营许可证；
均存在设施设备简陋，隔音效果差，噪声扰民，超时经营的问题。执法人员
随即责令其停业。

8月 19日上午 10时，县文体广新局组织人员对荣华街所有KTV进行现
场巡查，约谈相关经营业主，并走访周围居民。经核实，荣华街 11家 KTV
确实存在噪音扰民和超时营业的问题。

8月 19日上午 9点 14分,市农业局会同市环境保护局、市水务局组成调
查组到达举报人反映的资阳市乐至县佛星镇石洞桥村 9组乐至县兴隆猪业
专业合作社猪场开展现场核查，并与周边群众进行座谈。乐至县兴隆猪业
专业合作社位于资阳市乐至县佛星镇石洞桥村 9 组，不属于禁养区范围
内。养殖场建于 2011年，场内有圈舍 6栋、沼气池 5口、蓄粪池 1口、干粪堆
放场 1个。2015年，该场在场外新建了沼气池 1口、沼液储存池 1口。法人
代表为吴玉林，实际出资人为杨冬林和蒋敬春，设计年出栏生猪 1000头，由
杨冬林和蒋敬春各经营 3年，前期由杨冬林租给蒋帮友饲养生猪。因排污
管道存在渗漏、粪污违规直排等问题，7月 12日和 19日，佛星镇政府先后两
次向该场发出限期整改通知。7月 20 日，该场已将生猪全部处理，但蓄粪
池、沼气池内的粪污和化尸池内的污物未作清理，山上储存粪污的土坑清
理不彻底，当地群众反映该场渗漏的沼液严重影响耕作、臭气熏天、影响井
水。7月 24日，县经信委对该场采取了断电措施。经调查核实，信访反映问
题情况属实。

是否
属实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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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加强宣传引导，规范处理柠檬废旧纸袋。8月 19日，安岳县召开了柠檬种植业主（农户）、
加工企业、营销企业参加的专题培训会，并与参会的 188 户代表签订了关于切实做好柠檬面源污
染相关工作的承诺书，未签订承诺书的种植大户，在 8月 31日前，全面完成承诺书的签订（责任领
导：安岳县副县长邹武超，责任单位：安岳县柠檬产业局。）

二、明确责任，强化部门管理。8月 20日，安岳县柠檬产业局、县农林局、县环境保护局、县治
理办召开了专题会议，拟定整改方案，落实责任，从强化宣传、建立机制、加强管理、强化引导等方
面入手，确保柠檬废旧纸袋做到应收尽收。

三、8月 21日，安岳县柠檬产业局代表县人民政府与兴益公司签订了《安岳县柠檬废旧纸袋
回收处理协议书》，要求兴益公司对全县范围内规模营销、种植大户的柠檬废旧纸袋签订回收协
议，进行全覆盖回收。

四、8月 21日，组织宣传车 2辆，在全县范围内流动宣传柠檬废旧纸袋禁烧和综合利有相关政
策和措施，引导群众合理利用和处理柠檬废旧纸袋，禁止露天焚烧。

该案已结案。

一、关于信访反映“饮用水水质差，污染严重”的问题。县疾控中心对县城自来水厂出水口、
天空城小区自来水入水口、住户家中供水终端的自来水取样检测，目前出具的理化指标检测结果
显示，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未发现水质差、污染严重等问题；生化指标检测结果正在检
测中。已责成县水务局、海天水务公司严把水质量关和供水设备监管，确保市民用上“放心水”。

二、关于信访反映“水龙头里时有废旧胶纸、破旧水管片杂物”问题。调查处理工作组深入天
空城小区，走访、抽查了 100余户住户自来水情况，未发现水龙头里有废旧胶纸、破旧水管片杂物，
感观正常、无异味，接受走访和抽查的住户也未反映平时水龙头里时有废旧胶纸、破旧水管片杂物
等情况，受访住户对调查处理工作组开展的工作表示感谢。

三、关于信访反映“二次供水设施有8年以上未作清洗和消毒”问题。已责成海天水务8月19日
—20日对天空城小区两个二次供水设备稳流罐进行彻底清洗、消毒和维护。责成乐至县鸿运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严格执行二次供水设备清洗和消毒的相关规定，对天空城小区的两个二次供水设备定期
进行清洗、消毒和维护，确保住户用水安全。8月19日-20日，责成县房管局会同相关部门、单位，对
县城区38套罐式无负压二次供水设备进行拉网式排查、清理，现场逐一检查，逐一督促责任单位对
二次供水设备稳流罐进行彻底清洗、消毒和维护，并督促责任单位严格执行二次供水设备清洗和消
毒的相关规定，对二次供水设备落实管护责任，建立清洗和消毒台账，坚决避免因管理不到位影响
住户用水质量。

该案已结案。

2017年 8月 19日上午 11时，县政府分管副县长李炜召集县文体广新局、公安局、环保局、天
池镇党委政府等相关部门（单位）对该信访案件进行专题研究，明确了责任领导（副县长李炜）、责
任单位（县文体广新局、县公安局、县环保局、天池镇政府）。

8月 19日 20时 30分，副县长李炜、县文体广新局局长罗斌、县公安局副局长周世军、县环保局
总工程师袁玉龙、天池镇党委书记王伟、副镇长王刚和北街社区负责人等 33人到现场对荣华街
11家KTV开展专项整治。根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对违规经营的格莱美、格律诗、金
嗓子等 11家发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停止营业，并依法立案调查，按程序予以取缔。

8月 20日 20时 30分，文体广新局、公安局、环保局、天池镇人民政府等责任单位对县城歌舞娱
乐场所进行了拉网式的巡查，进一步明确经营要求，并对荣华街歌舞娱乐场所进行了整治情况

“回头看”，未发现违规经营行为。
2017年 8月 22日，县文体广新局依照《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对天池镇荣华街 11家KTV作出依

法取缔的处理。
该案已结案。

一、8月19日，佛星镇政府督促该场业主组织人员对舍内遗留的粪污进行了彻底清理。
二、8月20日-22日，乐至县农业局组织吸粪车，将场内外沼气池、储液池等设施内的粪污转运

到乐至县孔雀乡林科院柠檬基地、东山镇龙达猪场蓄粪池储存，就地还田利用。
三、8月 20日，乐至县政府对该场作出依法关闭决定（乐府发[2017]24号）。8月 21日，县纪委

已启动对相关部门及乡镇责任人员的立案调查，开展问责追责。
四、8月 21日，乐至县环境保护局向该场依法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乐环罚

告字[2017]54号），拟处罚金 5万元；并将问题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五、8月 22日，乐至县疾控中心对 6个检测水样分别出具了检测报告书（乐疾（水）检<2017>

第 328-333号）。共检测 31个指标，从检测结果看，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中有 2个水样浑浊
度、肉眼可见物超过《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限值要求，1个水样锰超标，其余指
标符合国家卫生标准。4个微生物指标中，全部 6个水样总大肠菌群＞200.5 MPN/100mL，6个水
样均检出大肠埃希氏菌，2个水样检出耐热大肠菌群。县疾控中心派出专业技术人员会同佛星镇
政府，将检测结果告知养殖场周边农户，逐户对饮用水进行了消毒，指导农户煮沸饮用不喝生水，
注意水井周围环境卫生，减少外来污染。

六、8月 22日，乐至县农业局落实专人督促该场业主对场内主要生产设施去除功能化和全场
彻底消毒，并落实佛星镇政府的日常监管责任。（牵头领导：管昌平；责任单位：县农业局、佛星镇
政府；责任人：文国光、唐洪全；完成时限：2017年 8月 25日以前）

该案已结案。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上接一版）全区按照沱江资阳段“一
河一策”管护方案和治理方案要求，加
强沱江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生
态修复、河道及岸线管护等，力争到
2020 年，沱江干流资阳段水质达标率
达到 75%以上，劣ⅴ类断面比例控制在
25%以内。

雁江区不断完善河长管理机制，
建立区、镇、村三级河长责任体系，完
善工作例会、督导检查、信息报送、考
核奖惩等制度机制，实行区级河长每
季度至少巡河 1次、区级责任部门每个
月至少巡河 1 次、乡镇每月至少巡河 1

次、村组每周至少巡河 1 次的巡河制
度，推动“河长制”责任落地落实。全
面清理河滩地种植和乱搭乱建行为，
累计投入近 30 万元，对沱江城区段河
滩地种植和乱搭乱建行为进行了全面
清理。强力取缔沱江资阳城区段餐饮
茶船经营行为。定期进行河道清淤保
洁，镇村按“一河一策”管护方案，组织
开展岸线保洁。

雁江区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全区全面开展沱江河流域水污染综合
整治，取缔了沱江流域非法网箱养鱼，
累计投入资金 1300余万元，对涉及 8个

乡镇的 2193 口网箱、4657 平方米守鱼
棚进行全面取缔。强力整治电鱼、毒
鱼、炸鱼等非法捕捞行为，通过广泛宣
传、常态巡逻、联合执法、严厉打击等形
式，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有力打击
非法捕捞行为。有序开展畜禽养殖面
源污染整治，累计关闭规模畜禽养殖场
13家、治理 32家，对其他污染隐患户已
制定整治方案，正按计划抓紧整改。

截至目前，雁江区通过沱江河水
体污染专项治理，沱江雁江段出境水
质较 2016 年同期有明显改善，7 月份 3
个断面水质全面达标。

（上接一版）场内外沼气池、储液池粪污
未作处理，沼液排放管道破损、渗漏等
问题，临近该场农户井水受到污染，场
区周边臭气较重。调查组立即果断处
置，依法对该养殖场作关闭处理，并组
织人员对场区垃圾进行清理、转运至指
定位置作无害化处理。

……
同时，乐至还举一反三、自我加压，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集中、彻底的环保
问题摸排。乐至县主要领导还带领环
保和有关乡镇负责人不打招呼，不听汇
报，直奔现场，先后到城区污水泵站、蟠
龙河天池镇段、城区河道等地查看，了
解天池镇河长制工作推进情况及城区
黑臭水体整治等工作。

挺纪在前 严格追责

“对乐至县水利工程管理总站站长
张鹏飞、东禅寺水库管理所原负责人谢
东政纪立案……”

日前，乐至县严肃查处了一批在环
境保护领域责任落实不到位、监管不
力，工作不作为、慢作为的违纪案件，给
予党纪处分 2人，政纪处分 2人，诫勉谈
话 2人，通报批评 4人。

强有力的问责，显示出乐至对环保
领域的失职渎职行为“零容忍”，对全县
党员干部形成了强力震慑。

“我们始终坚持挺纪在前，把严肃
问责作为倒逼环保责任落实和推动问

题整改到位的重要手段。”乐至县纪委
监察局负责人表示，“要为保护乐至绿
水青山提供坚强纪律保证。”

据了解，为督促各职能部门对中
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做
到反应灵敏、及时跟进，确保环保问
题整改见真招、出实效，乐至动真格、
下深水、出重拳，不回避问题，不遮掩
问题，对相关职能部门移送的问题线
索 ，坚 决 做 到 立 即 核 查 、快 查 快 结 。
截至 8 月 23 日，乐至县已先后处理了
该县垃圾场渗滤液在线监测系统未正
常运行，东禅寺水库、漆家沟水库施
肥养鱼等一批环保领域责任落实不到
位、监管不力，工作不作为、慢作为的
违纪案件。

沱江流域雁江段水生态持续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