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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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序号

1

2

3

受理编号

信20170824038

信20170824039

信20170824130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资阳市雁江区小院镇位于濛溪
河上游地段，整个场镇居民的生活污
水全部通过明沟暗渠直排河内，加之
此河又承包给他人养鱼，遇到极端天
气时死鱼大量漂浮河面，恶臭味道严
重扰民，濛溪河被严重污染。

恳请督促资阳市相关部门尽快
落实资阳殡仪馆火葬场的搬迁工作，
避免焚烧纸钱及燃放鞭炮对城区空
气环境的影响。

资阳市安岳县八庙乡卧佛村 1、
2、13组的柠檬承包土地每年打农药
7、8次，造成水、土壤污染。

行政
区域

雁江区

资阳市

安岳县

污染
类型

水

大气

水、土壤

调查核实情况

8 月 25 日，雁江区委常委、副区长龚小平，区委常
委、区纪委书记龚华带队，区水务局、区环保局、小院镇
党委政府到现场对群众投诉事项进行了调查，走访了
周边部分群众，小院镇整个场镇居民的生活污水全部
通过明沟暗渠直排濛溪河上游支流小院河，群众投诉
事项属实。

经核查，资阳市雁江区正在推进殡仪馆迁建工作，现
土地还未调规，未启动招投标工作；受传统丧葬习俗影
响，丧属还有焚烧纸钱及燃放鞭炮的情况，对周边环境
产生影响问题属实。

经安岳县柠檬产业局、县农林局、县环保局、县工商
局、卧佛镇等相关单位调查核实，卧佛村 1、2、13组柠檬
种植业主 1户（王明中），面积 378亩；其中 1、2组无柠檬
散户种植，13组柠檬种植散户2户，面积0.8亩；同时对业
主周围 3组柠檬种植散户 7户进行了调查，面积 44.5亩；
共走访调查面积423.3亩；每年农药施用最多次数农户为
5次，部分散户未施药。

是否
属实

是

是

是

处理和整改情况

8月 25日,小院镇组织人员对场镇排污口进行排查，共排查出 3个大排污
口，6个小排污口。按照“立即行动，先易后难”的原则，小院镇立即对河道进行

“三清”（杂草清除，垃圾清理和河面清捞）。
8月25日10：30，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龚华带领区纪委监察局、水务局、环

保局一行实地勘察后，召开了现场会议，议定：1.小院镇牵头对河道再次开展
“三清”，彻底清除河边垃圾杂草和河面漂浮物；2.小院镇负责对场镇居民进行
宣传教育，增强保护环境意识，减少污水排放量，引导群众支持和配合党委政府
工作；3.区水务局牵头对小院镇场镇 3大 6小的排污口进行逐个研判，分类施
策，于当日内制定出相应的方案；4.区委、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会议，研究所提
方案的可行性，最后落实方案；5.整改方案要长短结合，要结合一河一策及小院
镇污水处理厂后期工作进行科学谋划，掌控全局，标本兼治。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家茂组织区民政局、雁江镇相关人员于25日上午
到殡仪馆迁建项目现场，查看了工作推进情况，并召开现场办公会，要求：一是
加大宣传引导力度，转变群众治丧理念；二是耐心细致做好丧属宣传工作；三是
召开宣传动员会，将治丧新理念的宣传要求贯彻到村、组，广泛向社会宣传；四
是举一反三，开展殡仪馆周边及馆内环境整治工作，给周边群众和治丧群众创
造优美的环境。

截至 25日 15:00，雁江区民政局制作了《殡仪服务告知书》和“温馨提示”，
张贴在殡仪馆醒目位置；安排殡仪馆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做好丧属宣传工作，引
导丧属破除封建迷信思想，用新时代的新理念祭奠亲朋、寄托哀思；殡管所召开
殡仪服务职工会、城区“三镇四处 ”民社办（综合办）主任会议和区民政局全体
干部职工大会，安排宣传低碳祭奠措施和区殡仪馆迁建项目推进工作；将殡仪
馆内原来的“限时燃放鞭炮”措施更新为“馆内禁止燃放鞭炮”，殡仪馆派出专人
到成都购置音量可控的电子鞭炮、零污染的电子香烛，尽快提供治丧群众使用；
将售卖花圈调整为租用；向殡仪馆外丧葬用品商家宣传，同时开启花圈租用业
务等有效措施，以减轻噪声、大气等环境污染。

成立了由县长刘怀笔负总责，副县长邹武超牵头，县柠檬产业局、县农林
局、县环保局、县工商局、卧佛镇等相关单位具体负责的专项工作组，于8月25
日上午到八庙乡（卧佛镇）卧佛村 1、2、13组进行了实地走访，种植业主每年打
农药最多 5次，部分散户未打药。工作组已对村民饮用水（水井）进行取样送
检，并要求八庙乡（卧佛镇）政府对村民饮用水（水井）周边 10米内的柠檬树进
行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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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序号

1

2

3

受理编号

信20170819024

信20170819026

信20170819027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资阳市农业局小区环境
问题：1、搭建养鸡棚；2、占用
小区公共绿地种植花木苗
圃，导致小区花园寸草不生。

资阳市金穗花园 15 栋
下有一家门窗加工作坊和一
家不锈钢批发部，长期占用
街道施工，噪声扰民严重。

资阳市安岳县永清镇有
四处公厕，均为旱厕，臭气熏
天，要求安装水管。

行政
区域

资阳市

资阳市

安岳县

污
染
类
型

其他

噪声

其他

调查核实情况

8 月 20 日上午 7：30，市住建局副局长唐兴荣召集市房管局副局长王海
东、物管科副科长吴畏，市建设监察支队副支队长易有明、陈文岚、大队长陈
新贵，市园林管理处处长秦波、工会主席王健，并组织了市农业局总农艺师计
长远、办公室主任何芸及雁江区三贤办事处书记曾晓斌、主任肖磊到现场进
行了调查核实。经调查核实，居住在该小区的一名市农业局退休干部在小区
围墙边上搭建鸡舍养鸡，造成周边环境恶劣，严重影响环境卫生，住户反映强
烈；另一名市农业局退休职工占用小区公共绿化带种植盆栽经营绿化租摆，
严重破坏了小区绿地。

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经查，群众反映的门窗加工作坊为“罗普斯金宏鑫门窗”，该店位于资阳
市雁江区金穗花园小区15栋64门市，经营范围为塑钢门窗加工、销售。

二、群众反映的不锈钢批发部为“靓的不锈钢资阳直销店”，位于资阳市雁
江区春天路金穗花园15栋60、62号门市，经营范围为不锈钢制品及配件销售。

三、两家店在经营过程中的确存在占道经营问题。
四、关于噪声扰民问题。资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两家店的社会环境噪声

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噪音为77.2分贝，规定是58.6分贝，超出2类功能区噪声
排放标准。

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经工作组现场核实，永清镇场镇面积 2.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近 11000人。
场镇共有8座公厕，分别位于老派出所旁、老菜市场、杜家坡、同心街铁心桥、粮
站路口、麻柳弯农贸市场内、永清老纸厂和永清计生事业综合楼。

其中老菜市场、粮站路口、麻柳弯农贸市场、计生事业综合楼4座公厕为近
年新建，部分设施设备损坏；其余 4座为老旧公厕，无水、电、冲水设备，其中老
派出所和同心街铁心桥2座公厕无化粪池。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是否
属实

是

是

是

处理和整改情况

8月 20日，市住建局会同市农业局、雁江区三贤祠街道办事处及时
与该小区两名退休干部取得联系积极开展思想工作，经过反复沟通、政
策解释和宣传教育，两名退休职工同意对各自问题进行整改。20日上午
8:00，养鸡的退休干部将鸡舍内的鸡全部清走，另一名退休职工也开始
对堆放在小区公共绿地的盆栽进行搬运。为及时妥善解决信访反映的
问题，市住建局及时组织市园林管理处安排车辆、人员帮助两名退休干
部搬运盆栽和拆除鸡棚。8月 20日 21：00，信访人反映的问题已全部整
改到位。市住建局协调相关部门对该小区业主进行了回访，小区业主表
示非常满意，该案已结案。（责任领导：李泽军 市住建局党委书记、局长，
唐兴荣 市住建局副局长。责任单位：市住建局，配合单位：雁江区三贤
祠街道办事处）

8月20日上午，资阳市城市行政执法局主要领导带队会同资阳市环
境监测中心站、雁江区城管办、雁江区纪委、狮子山街道办事处、狮子山
执法大队等工作人员到现场对举报进行调查处理，向两家店送达了《责
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占道经营行为，停业整顿，依据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27条第一项、第42条的规定，对两家店的占道行
为分别作出了罚款 200元、400元的行政处罚。并要求商家在今后的经
营过程中，只能在规定时间段（08：30-12：00，15：00-19：00）在店内施
工。8月21日上午，市城市行政执法局下属狮子山执法大队再次到现场
复查，两家店已停止占道，正停业整顿。通过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与举报
人、附近居民进行沟通，大家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该案已结案。

8月20日，成立了由安岳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鄢华任组长，县治理
办常务副主任陈伟、永清镇人民政府镇长代勇任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县
治理办副主任王元均和永清镇副镇长李昌见等具体负责。二是 8月 20
日凌晨 1点半开始，县治理办会同永清镇政府进行了现场调查，经调查
反映情况属实。永清镇场镇共8座公厕，其中4座为近年新建，部分设施
设备损坏；其余 4 座为老旧公厕，无水、电、冲水设备，其中 2 座无化粪
池。三是研究制定整改方案：计划对2处无化粪池老旧公厕进行关停拆
除，其余6处公厕进行整改，完善维修水、电、冲水设备等设施，清运处理
积存的粪便粪水。四是8月21日，已完成所有公厕积存粪便粪水的清运
处理，关停拆除老派出所和同心街铁心桥 2处无化粪池公厕，完成对其
余6处公厕的整改，水、电、冲水设施已经维修完善。五是对所做工作进
行了民意调查和走访，群众均表示满意。此案已结案。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我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第五环境
保护督察组关于追责问责工作的要求，
持续加大工作力度，强化追责问责。现
将近期中央环保督察组移交的2起信访
问题的追责问责情况通报如下。

一、雁江区碑记镇明阳水库施肥养鱼
导致水污染问题。2017年8月15日，雁江
区政府接到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查组交
办的群众信访件（编号：20170815024），反
映雁江区碑记镇明阳水库施肥养鱼造成
水污染。经查，群众举报问题属实。责任
情况：明阳片区水库管理站站长王洋未切
实履行保护辖区水源的职责，导致2015
年8月以来明阳水库施肥养鱼的行为未
得到禁止，水质受到严重污染达“劣 V
类”。对此，王洋、孙萍应负直接责任，

唐大勇应负主要领导责任，吴登良应负
重要领导责任。整改情况：责成雁江区
水务局及时制定和落实改善水质的整
改措施，并在全区范围内自查自纠；由
雁江区环保局牵头，根据监测报告制定
明阳水库周边村民生活用水整改方
案。问责情况：经雁江区纪委监察局研
究决定：给予明阳片区水库管理站站长
王洋行政记过处分；给予雁江区水务局
水库管理站站长孙萍行政警告处分；对
雁江区水务局党委委员、水利工程管理
总站站长唐大勇谈话诫勉；对雁江区水
务局局长吴登良进行通报批评。

二、雁江区南津镇四川创惠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环境污染问题。2017 年 8
月 13 日，群众向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

察组举报雁江区南津镇四川创惠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污染环境的问题（受理
编 号 20170813006，20170813024），经
查，群众举报问题属实。经查，雁江区
环保局在前期检查中，发现该企业无
环评等手续、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从事经营活动，于 2017 年 7 月 26 日将
该企业涉嫌违法线索移交给雁江区公
安分局南津镇派出所，至 8 月 16 日仍
未果。8月 17日，市督查问责组根据市
环保委办公室移交线索立即启动问责
核查工作。经核查证实，雁江区环保
局、雁江区南津镇政府和雁江区公安
分局南津镇派出所等单位有关人员存
在不作为、慢作为问题，对相关人员 11
人进行通报批评。经雁江区纪委监察

局研究，对兰玉元（雁江区环保局环境
监察大队副大队长）、陈伟生（雁江区
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副大队长）、李杰

（雁江区环保局副局长）、曾勇（雁江区
环保局局长）、陈善金（雁江区南津镇
政府建环中心负责人）、周莉（雁江区
南津镇政府原副镇长）、陈萍（雁江区
南津镇政府副镇长）、钟洵（雁江区南
津镇政府镇长）等 8 人进行通报批评；
经资阳市纪委监察局研究，对胡茂勇

（资阳市公安局雁江分局南津镇派出
所所长兼侦查组组长）、杨宇（资阳市
公安局雁江分局刑警大队技术中队民
警兼勘查组组长）、王麒麟（资阳市公
安局雁江分局法制大队民警兼保障组
组长）等 3人进行通报批评。

环保督察的组织形式

环保督察这一制度设计，出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一项重大制
度安排。2015年7月，中央深改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环境保
护督察方案（试行）》，明确建立环保督察机制，规定督察工作将以中
央环保督察组的组织形式，对省区市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开展，
并下沉至部分地市级党委政府部门。

环保督察的对象

主要是各省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但在督察的过程中可
以下沉到部分地市级党委和政府，而且能够直接深入企业进行调查。

因此，环保督察重点由以往的“督企”转向“督政”，督察对象包括
了省级、市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地方企业，实现了对“党政企”
的全覆盖。

中央环保督察组移交的信访问题追责问责情况通报 中央环保督察小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