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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 进行时

资阳市群众信访举报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2017年8月26日）

序号

1

2

3

4

受理编号

信
20170825078

信
20170825105

信
20170825112

信
20170825278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资阳市雁江区
城北农贸市场商贩
长期将污水、粪水直
排、垃圾乱丢，严重
污染环境。

资阳市雁江区
临江镇临庵村同兴
砂石公司污染问题
查处走过场。

资阳市安岳县
丝厂污染河水，对长
河沿河老百姓的生
产、生活造成了严重
的影响。

资阳市安岳县
周礼镇生猪屠宰场
十多年来，生产污水
未经处理直排濛溪
河，且噪声臭气扰民
严重。

行政
区域

雁
江
区

雁
江
区

安
岳
县

安
岳
县

污染
类型

水、
垃圾

其
他

水

水、
噪声、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经核查，城北农贸市场内门面和摊位共计约140余处，日产生垃圾近1吨，每天有3个保洁员负
责市场内的清扫保洁，城北农贸市场 2008年由富邦公司与城北六组签定升级改造协议并开发征
用，后由于该公司资金不足，一直未支付城北六组资金，未进行升级改造。现因商贩混杂、配套设施
不足、管理不到位等原因，市场内存在垃圾清运不及时、污水直排污水沟等现象，群众反映属实。

8月26日，市纪委监察局牵头，会同市委督查室、市环保局、市信访局及雁江区相关部门深入现
场查看，该公司的设施设备已拆除完毕，正在开展厂区用地修复和恢复原状工作。走访调查周边群
众，对取缔行动表示满意。

经安岳县经科信局、县环境保护局、县水务局、县治理办、县工商局、县商务局、县城市管理局、
县住建局、岳阳镇、长河源镇等相关单位组成的专项工作组调查核实，该厂业主付应中对原生产车
间、闲置厂房进行出租，共有小作坊12家（织绸厂、文教厂、汽车修理厂、家具厂、遮阳网厂、中药苗
圃、塑料废品收购、钢材废品收购、玻璃厂2家、肥料库房2家）。查勘3个排污口，发现原排水系统
管沟堵塞，管路不通。对距厂区约2公里红双村附近排污口至长河上游段查勘，未发现异样。

接件后，市农业局高度重视，立即安排分管领导韦方俊及相关工作人员于26日00:30出发赶赴
周礼镇，凌晨 2：45与市、县农业，环保，水务等部门会合，组成工作组深入安岳县周礼屠场突击检
查，经调查核实：一是安岳县周礼屠场位于周礼镇濛溪路400号，地处濛溪河支流边，距离濛溪河干
流约1000米。二是场内有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1套，未发现生产污水直排现象。三是在2016年7
月前，屠场粪污经沼气池处理后排放至濛溪河支流；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底，经一体化污水处
理设施处理后排放至濛溪河支流；2017年7月至今，屠场粪污通过居民张帮富外运到周礼镇田坝村
3组蓄粪池内处理后用于种植业生产。四是经安岳县环保局对厂界外噪声进行监测取样，东、南、
西、北4个监测点位噪声均超标。26日上午，市、县两级组成四个调查组对屠场周边农户进行走访
调查，已调查走访周边农户14户，其中11户表示，有噪声、有一定的气味，但对正常生产生活影响不
大；有3户表示噪声对正常生产生活有影响。

是否
属实

是

是

是

处理和整改情况

8月26日凌晨，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局长、雁江区区委副书记杨天学组织莲
花街道办事处、区住建局、区工商局、市场管理方等部门到场进行了调查处理，
制定了初步工作方案。8月26日上午，区住建局、区城管办、莲化街道办事处、
区工商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再次到现场开展工作，经研究，进一步明确下步工
作举措：一是责成市场管理方立即整改，由莲花街道办事处城北社区6组负责
市场卫生保洁，解决垃圾乱丢问题；二是规范活禽宰杀，引流散水，防止乱排，
由莲花街道办事处城北社区负责市场内部污水管道的处理，对外部排水沟进
行清掏，解决污水、粪水问题。26日上午，莲花办事处和工商局约谈了市场经
营商2人，市场业主3人，村组干部3人，督促市场业主加强日常监理。

市监察局会同相关部门进行了实地查看，走访调查了周边群众，提取了市
环保局、雁江区临江镇政府等部门相关资料。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
阶段。

在接到举报信件前，安岳县政府已责成县经科信局于 2017年 8月 25日下
午，由副局长陈元帅带领县电力执法大队、县供电公司，会同县环境保护局、县
治理办、岳阳镇政府，前往丝厂，对丝厂内的12家小作坊按有关规定进行了断
电工作并责令停产整顿。目前，正在会商完善整改方案。

一是成立了以市农业局副局长韦方俊为组长，安岳县副县长邹武超，市县
两级环保、水务部门负责人为副组长，县农林局、县环保局、县水务局为成员的
调查处理工作组；二是由安岳县人民政府负责，对安岳县周礼屠场即日起开始
限产，日屠宰量控制在50头以内；三是由安岳县人民政府负责，指导安岳县周
礼屠场整顿生产经营活动，加强车辆管理，降低生产噪声；四是由安岳县周礼
镇负责，督促屠场整治排污口，立即将排污口接入城镇污水处理管网；五是由
安岳县人民政府负责，在2018年底前，将安岳县周礼屠场迁往他处，另择址规
范新建；六是由县环保部门负责，加强噪声、废水排放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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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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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编号

20170819015

20170819047

信
20170820039

信
20170820196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资阳市安岳县
龙台镇居民饮用水
多年来一直呈黄色、
有杂质，多次向地方
反映未果，希望督察
组调查处理，改善水
质。

资阳市安岳县
龙台镇的自来水呈
黄色，希望有关部门
调查处理。

资阳市雁江区
小院镇自来水水质
极差，浑浊、有色，无
法食用，要放一天后
才能洗衣服。

举报四川现代
汽车有限公司在涉
及废旧汽车蓄电池、
废机油、废旧汽车尾
气净化剂、废制冷剂
等危险废物管理上
的 严 重 违 法 行 为 。
这些企业不按危险
废物管理要求，将上
述危险废物随意堆
存，随意出售，造成
较为严重的环境污
染隐患。

行政
区域

安
岳
县

安
岳
县

雁
江
区

资
阳
市

污染
类型

水

水

水

其他

调查核实情况

市卫生计生委、安岳县政府组织市卫生计生
监督执法支队、市疾控中心和安岳县卫生计生
局、环保局、水务局、供销社、龙台镇等部门相关
人员赶赴龙台自来水厂现场开展督查。经查:1.
龙台镇部分分支水管主管网属 70 年代修建，材
质为铸铁和镀锌材质，每次停水后通水有原积沉
物排出，未改造完的铸铁管道、铁制水龙头生锈，
可能造成铁锈物流出，致使饮用水个别时段呈黄
色。2.龙台自来水厂采用人工投放消毒制剂方
式消毒且沉淀池内壁有青苔，未按要求对水厂反
应沉淀池、滤池、清水池及配水管网进行清洗、消
毒，消毒制剂未做到隔墙离地规范存放。3.涉水
产品索证不齐，自来水厂无检测设备，未进行自
检。4.一名制水人员未能提供健康合格证明。5.
安岳县疾控中心 8月 20日对龙台自来水厂出厂
水和末梢水开展抽样检测，抽样结果显示水质不
达标（色度、耗氧量、菌落总数不符合 GB5749-
2006标准）。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8月 20日 8时 30分，安岳县常务副县长鄢华
带领县卫计局、龙台镇政府、县水务局、县环保
局、县疾控中心、县供销联社等部门领导及工作
人员到龙台镇中心供销合作社自来水厂现场进
行了调查核实。经查，一是龙台镇部分分支水管
主管网属 70年代修建，材质为铸铁和镀锌材质，
每次停水后通水有原积沉物排出，未改造完的铸
铁管道、铁制水龙头生锈，可能造成铁锈物流出，
致使饮用水个别时段呈黄色；二是龙台镇自来水
厂采用人工投放消毒制剂方式消毒且沉淀池内
壁有青苔，未按要求对水厂反应沉淀池、滤池、清
水池及配水管网进行清洗、消毒，消毒制剂未做
到隔墙离地规范存放；三是涉水产品索证不齐，
自来水厂无检测设备，未进行自检；四是一名制
水人员未能提供健康合格证。信访反映问题属
实。

8 月 21 日，雁江区区委书记罗道坤带队，区
水务局、小院镇党委政府到现场对群众投诉事项
进行了现场调查，走访了周边部分群众。

8 月 22 日，雁江区区长文勇带队，检查小院
镇自来水水厂水质处置情况及信访工作开展情
况。经查，近期以来，小院镇自来水水质确有浑
浊、颜色偏黄的情况，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8 月 21 日，市商务局局长余贵冰率市经信
委、市环保局、高新区管委会等部门人员（共 15
人）组成调查组，进行了现场核查。一是四川现
代汽车有限公司所产生的危险废物经市环保部
门现场核查未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二是对斗成、
格罗唯视、现代岱摩斯、起光、利源、世钟 6户与
四川现代配套的企业开展现场核查；三是发现四
川格罗唯视物流有限公司危险废物未向当地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审报，该行为涉嫌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五十三条规定；四是四川现代岱摩斯汽车系统
有限公司危险物未见识别标志，该行为涉嫌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五十二条规定。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是否
属实

是

是

属实

是

处理和整改情况

1.龙台自来水厂8月20日完成了对消毒制剂的隔墙离地规范存放；8月21日完成了对接触消毒池、反应沉淀池、滤池、清
水池的全面清洗，完成了消毒制剂、混凝剂存放架等设备的改建和产品的索证工作；8月22日完成了对配水管道的冲沙和全
面清洗，并建立了清洗和消毒台账。2.龙台自来水厂于8月22日购置了二氧化氯发生器、水质自检检验设备，已完成安装调
试并投入使用。3.制水工人8月21日在安岳县疾控中心完成体检工作，体检结果合格。4.安岳县疾控中心8月24日对龙台
自来水厂出厂水（2份）和末梢水（2份）开展抽样检测，抽样结果显示色度已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标
准，其余指标将在4日内完成检测。5.加强对地表水、水厂出厂水、末梢水的监测；按规范要求建立自来水厂运转机制；保质
保量安全供水。（责任领导：副县长朱晓霞，责任单位：县环境保护局、县疾控中心、龙台镇自来水厂）6.按照县政府统筹推动的
购买社会服务或PPP模式等方式在2020年前完成对配水支管网的更换。（责任领导：副县长朱晓霞，责任单位：县供销联社、
龙台镇自来水厂。）7.龙台镇通过张贴公告、发放用水须知、入户宣传等方式，就自来水存在的问题、整改措施和自来水使用的
注意事项，积极主动向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共张贴公告30余处、发放用水须知10000余份。8.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于8
月21日对龙台镇自来水厂给予4.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9.安岳县组织对100名居民进行了信访处置工作满意度走访和座
谈，听取整改工作意见。经测评，群众对处理结果满意度达100%。该案已结案。

县环境监测站于8月20日对饮用水源地的地表水进行了采样检测，结果符合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县疾控中心于8月
20日对龙台镇自来水厂现场的出厂水和末梢水进行了抽样检测，结果显示水质不达标。根据调查核实存在的相关问题，该
县从20日起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龙台镇自来水厂于8月22日按要求对配水管道进行了冲沙和全面清洗，健全了定期清洗的长效机制，完善了清洗
和消毒台账。（二）关于制水工艺和水质不达标的相关问题。龙台镇自来水厂于8月20日，完成了对消毒制剂的隔墙离地规
范存放；21日完成了对龙台镇自来水厂的接触消毒池、反应沉淀池、滤池、清水池的全面清洗；22日完成了对已购置的二氧化
氯发生器、水质自检检验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并成功投入使用。23日对整改后的出厂水和末梢水进行了再次抽样检测，色
度指标检测结果已符合GB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三）龙台镇自来水厂于8月21日完成了对消毒制剂、混凝剂
等涉水产品的索证工作。县疾控中心于8月21日对制水工人进行了体检，23日体检结果显示合格。（四）积极做好群众的宣
传解释工作。龙台镇积极主动向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共张贴公告30余处、发放用水须知10000余份。（五）责任追究。专
项工作组对县供销联社和龙台镇自来水厂相关责任人(4人)进行了约谈，责成龙台镇自来水厂党支部向龙台镇党委作出书面
检讨。（六）县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大队依法对龙台水厂进行4.5万元的行政处罚。

下步工作，一是由县环境保护局负责，加强对地表水的监测，由县疾控中心负责，加强对出厂水和末梢水的监测，由龙台
镇自来水厂按规范要求建立运转机制，保质保量安全供水；二是由县供销联社牵头，龙台镇自来水厂负责，按照县政府统筹
推动的购买社会服务或PPP模式等方式，在2020年前完成对配水支管网的更换。（责任领导：副县长朱晓霞，责任单位：县供
销联社、龙台镇自来水厂）。安岳县组织对100名居民进行了信访处置工作满意度走访和座谈，听取整改工作意见。经测评，
群众对处理结果满意度达100%。该案已结案。

一是对责任单位进行了处罚。区水务局于8月18日对伍隍水厂水质不达标的行为给予了6000元的行政处罚。二是采
取了应急处置措施。对过滤池滤料进行了更换，同时对清水池、沉淀池等进行全面清洗消毒，对所有场镇管网进行排污处
理，提高了提水泵，取水口向水库库心前移。小院镇水质浑浊等情况逐渐改善，截至 22日 19时，自来水出水水质已明显改
善，23日，再次对小院镇辖区自来水进行查看，自来水已基本清澈。区卫计局再次对出水进行抽样，6个工作日后将出具检测
结果并进行公示。三是制定了整改方案，相关整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1.实施水源水质净化工程。委托成都八八五生物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原位获取有益微生态生物，按双石桥水库功能需求，培育并形成功能性微生态生物制剂，应用微生
态物质平衡技术，通过人工干预，重建生物因子间的平衡关系，在可控流态条件下，利用以微藻为主体，微生物（兼氧型）为辅
的生物体系进行物质、能量的传递、转化和交换，持续保持一个良性的动态平衡关系，创建生态屏障，实施生态环境全域化有
机污染源治理，使受污染水体重现健康水域生态功能，进一步净化双石桥水库水质。（整改时限：9月底前，责任领导：欧阳建，
副区长；责任单位：区水务局，伍隍镇，区环保局：责任人：吴登良，区水务局局长；刘大彬，伍隍镇党委书记；曾勇，区环境保护
局局长，）2.提升水处理技术。针对目前水库低水位水质情况，邀请资阳市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专家到现场进行督促指导，邀请
药剂供应商现场对设备进行维护调试。（整改时限：8月21-8月25日，责任领导：欧阳建，副区长；责任单位：区水务局，小伍南
片区自来水厂；责任人：吴登良，区水务局局长；韩炳雪，小伍南片区自来水厂厂长）；3.加快应急水源工程。加快双石桥水库
应急水源（振书水库与双石桥水库联通）工程进度，确保及时向双石桥水库补水，彻底改善双石桥水库水质。（整改时限：9月
10日前完成，责任领导：欧阳建，副区长；牵头单位：区水务局，小伍南片区自来水厂；责任人：吴登良，区水务局局长；韩炳雪，
小伍南片区自来水厂厂长）。四是群众对整改表示认可。8月23日，小院镇社区干部对场镇居民进行走访调查，通报整改进
度，居民表示理解和认可。该案已结案。

一是对四川格罗唯视物流有限公司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行为，市环保
局当场立案（资环行处【2017】66号），责令企业依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要求进行整改，并报环保部门审核（责任领导：吴明
星，曾学杰，责任单位：高新区管委会、市经信委；整改时限：2017年8月27日），该企业在当天（8月22日）已清除了原堆放在
贮存场所内的生产物资，设立了危废物贮存室，对产生的危废物已标注标识、标牌，已于8月24日向雁江区环保局报送申报
相关资料，同时向市环保局报送资料；二是对四川现代岱摩斯汽车系统有限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行为，市环保局当场作出立案调查（资环行处【2017】65号），责令企业依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要求
进行整改，并报环保部门审核（责任领导：吴明星，曾学杰，责任单位：高新区管委会、市经信委；整改时限：2017年 8月 27
日）。目前，该现企业已制定整改方案，正按照要求进行整改。三是在8月23日，市商务局、市经信委、高新区管委会对四川
现代周边企业、群众开展走访，共组织高新区21家企业21名群众代表进行座谈，向群众通报了中央第五环保督察组交办群
众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及四川现代岱摩斯、四川唯罗唯视违反环保法律行为，宣传了环保知识，参会人员对此次环保督察信
访件办理工作表示理解和满意，纷纷表态将按照危险废物管理相关规定开展工作。该案已结案。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市卫生计生
委、安岳县政府 8
月 20 日 对 龙 台
镇、县供销联社
和龙台镇中心供
销合作社自来水
厂相关责任人集
中进行了约谈，
责成龙台镇自来
水厂党支部向龙
台镇党委作出书
面检讨。

专项工作组
对县供销联社和
龙台镇自来水厂
相关责任人(4人)
进行了约谈，责
成龙台镇自来水
厂党支部向龙台
镇党委作出书面
检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