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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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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序号

1

2

受理编号

20170821051

信 20170821103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资阳市雁江区临
江镇临庵村 2 组的“同
兴砂石公司”，生产噪
声扰民，占用良田 20余
亩，生产废水直排沱江
河，该厂目前处于停业
状态，但希望能够予以
搬迁。

资阳市安岳县安
岳书房坝水库和安岳
县朝阳水库的水经自
来水厂处理后供市民
饮用，但在两水库周边
及陶海堤取水河流周
边种植大量柠檬树，每
年种植户大量使用打
除草剂、农药等，可能
污染饮用水源。

行政
区域

雁江区

安岳县

污染
类型

噪声，水

水

调查核实情况

8月 22 日 9时 30 分，由市环境监察支队副支
队长胡正方、市水务局建设科、雁江区政府办及临
江镇政府相关人员等 12 人组成的调查组对同兴
砂石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调查。

经调查核实，同兴砂石公司存在以下问题：1.
未完成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开工建设并投入
使用。2.投入使用期间，同兴砂石临江作业组生
产期间的噪声对周边群众造成了影响。3.同兴砂
石临江作业组未取得沱江河采水许可和入河排放
许可，生产废水通过简易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
流沱江。4.现场检查时，企业因停业整改，未能采
样监测。

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8月 22日上午,由安岳县政府副县长邹武超牵
头，率县农林局、县柠檬产业局、县质监局、县水务
局、县环保局、城北乡政府、卧佛镇政府、朝阳镇政
府等部门组成专项工作组，分 3个小组对全县 9个
乡镇 34个村的 9609.7亩柠檬地进行了调查。

经调查核实，1.陶海堤（七里桥河）一级保护
区内有柠檬种植户 1户；2.书房坝水库一级保护区
内有柠檬种植户 2户；3.朝阳水库一级饮水源保护
区未发现柠檬种植行为。书房坝水库、朝阳水库、
陶海堤取水河流周边种植柠檬，种植柠檬使用除
草剂、农药。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是否
属实

是

是

处理和整改情况

8月22日、8月23日，市环保局包案领导陈家林会同市水务局、雁江区人民政府召开了同兴砂石公司信访问题专题会。
8月24日，市环保局包案领导陈家林、雁江区政府包案领导卢高峰到同兴砂石临江作业组现场督促整改工作。

1.雁江区环保局执法大队已于 2017年 4月 19日对该公司“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即开工建设”进
行了立案调查。4月 20日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资雁环责改字〔2017〕033号）,责令该公司“停止违法行为，
完善环评手续”。5月 31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资雁环行处罚字〔2017〕033号），罚款 4万元。目前，该行政处罚案
已结案。2.区政府研究明确对同兴砂石公司临江作业组噪音扰民、废水直排的问题解决方案：一是决定从 8月 23日起取
缔同兴砂石公司临江作业组（临江镇临庵村 2组），将作业及取排水机械去功能化拆除，赓即对料场开展生态恢复工作，
截至 8月 24日晚，通过市、区、镇各级部门现场督导、共同努力，同兴砂石公司临江作业组作业及取排水机械已实现整体
去功能化拆除；二是由区水务局牵头，国土、住建、经科信等部门积极配合，制定完善的雁江区砂石资源管理整改方案，
在全区范围内规划建设适当数量的高标准、高质量、符合环评标准的砂石生产基地，对合法的砂石作业组整体规划、统
一布点，同时，对未达到环评标准的非法开采点坚决予以取缔（责任领导：雁江区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卢高峰，责任
单位：雁江区水务局）。3.同兴砂石公司临江作业组占用土地 27.81亩用于堆放砂石及工棚建设，其中独立工矿用地 19.3
亩，旱地 8.51亩，据当地村、组反映，该 27.81亩土地为河滩地，因 1981年大洪水被淹没后已报减，但当地群众仍对土地实
行季节性耕种。区国土分局已于 8月 24日进场锁定旱地面积，同时责令同兴砂石公司临江作业组对旱地限期恢复土地
原貌（责任领导：雁江区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卢高峰，责任单位：雁江区国土分局）。4.区政府组织进行了群众调查和
宣传工作：一是开展问卷调查，摸清群众想法和诉求。二是对沿途环境卫生以及宣传氛围营造进行再补课。临江镇已
督促业主对作业组内的环境卫生进行清理，对沿途环境再一次进行大扫除；同时，在沿途醒目位置制作悬挂环保宣传标
语 20余幅，营造浓厚的环保氛围。三是召开院坝会议，通报政府整改工作措施。临江镇已组织镇、村、组干部分层次召
开群众院坝会 12场次，确保直接受影响的群众知晓率全覆盖，目前群众对政府所做工作表示支持。该案已结案。

1.成立专项工作组。成立了以县政府县长刘怀笔负总责，副县长邹武超牵头，县农林局、县柠檬产业局、县质监局、
县水务局、县环保局及书房坝水库、朝阳水库、陶海堤所涉乡镇配合办理的专项工作组；2.开展调查核实。专项工作组分
成 3个小组，分赴卧佛镇书房坝水库、朝阳镇朝阳水库、城北乡陶海堤开展现场调查核实，并制定了具体工作措施：一是
由乡镇农业服务中心加强对柠檬业主农药使用的台账管理，由县农林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县柠檬产业局加强对全县
农药销售的源头管理；二是对书房坝水库、朝阳水库、陶海堤水域取水检验是否达标，根据水质检测实际情况，制定整改
方案；三是由县环保局每季度对书房坝水库、朝阳水库、陶海堤三个饮水源水质开展日常监测，根据监测情况，调整治理
方案；3.完成了一级保护区涉及柠檬种植区的土地流转工作，流转面积 35.9亩作为集体土地，流转土地不再做任何农事
操作；4.完成了一类保护区的绿化工作方案，实行全面停耕造林、封地育林、强化森林管护。5.由柠檬产业局制订了二级
保护区长效治理工作措施：一是建立巡查队伍，开展常态化巡查工作；二是加强科学防控，推广绿色生态防控技术，开展
专业化统防统治工作，减少农药施用量；三是加强农业投入品监管，杜绝禁限用农药使用。6.专项工作组分成 3个小组，
分赴书房坝水库、朝阳水库、陶海堤 3个一级饮水源保护区所涉乡镇，按每个保护区不少于 20户的要求，开展回访工作和
满意度测评；7.落实保护区所涉乡镇加强巡查检查，巩固治理成果，确保不反弹。该案已结案。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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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序号

1

2

3

4
5

6

受理编号

20170826002

20170826095

信 20170826004

信 20170826007
信 20170826008

信 20170826189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来话人曾向督察组反映“资阳市安
岳县兴隆镇金庹村 12社洪卫水库肥水养
鱼，污染水质”问题，现安岳县水务局证
实水质受到污染，并终止了承包。但未
采取其他处理措施，要求检测水库水质
并公示，彻底解决当地饮用水安全问题。

资阳市安岳县石羊镇光辉村 5组和 6
组交界处（光辉村老小学旁）的一家“塑
料厂”，生产废水、废气对地下水和空气
造成污染，同时该厂存在废弃物管理不
善的情况。

资阳市雁江区老君镇同兴砂石公司
在瑶坪村和沿江村（沱江河边），长期开
采砂石，致使水土流失严重，影响周边群
众的生活环境。目前相关部门介入，进
行整顿，但整顿效果不佳。

资阳市安岳县“四川蜀渝石油建安
公司”在安岳县乾龙乡一村钻出天然气
露天排放，燃烧 3年有余，严重污染空气。

行政
区域

安岳县

安岳县

雁江区

安岳县

污染
类型

水

水，大气，
垃圾

其他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观音寺水库（原名洪卫水库）建于 1970年 12月，总库容 104万
立方米，属小（一）型水库，位于安岳县兴隆镇碑顶村，距场镇约 1公
里，周边涉及金庹村 1、7、8、11、12、14组共 65户约 900余人，金龙村
2、3组约 10余户 100余人。2003年承包给水库管理员黄秀权养鱼

（合同期限 2003 年 1月 1日至 2016 年 12月 31日，已到期），2017 年
承包给水库管理员赵小华养鱼（合同期限 2017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3月 31日，已于 8月 18日晚终止合同）。

经安岳县专项工作组调查核实，该“塑料厂”属于废品收购站，
不生产塑料制品，但存在废弃物管理不善问题。无工商执照、无环
保相关手续与设施。

8 月 27 日上午，由市水务局副局长周盛忠带队，召集市环保、
市国土、雁江区政府等部门进行现场实地核查。

经安岳县专项工作组调查了解，高石 6井防空管燃烧排放物主
要是二氧化碳和水，现场未发现异样。

是否
属实

是

是

是

是

处理和整改情况

1.安岳县成立了由县长刘怀笔负总责，常务副县长鄢华牵头，县政府办、县
水务局、县环境保护局、县疾控中心、兴隆镇等相关单位具体负责的专项工作
组。2. 8月 27日 8：00，县疾控中心对水库上、中、下游三个不同点位住户水井进
行了水质取样，县环境保护局对水库水面三个不同点位进行了水质取样，48小时
后出具正式检测报告，按程序进行公示。3.对洪卫水库周边群众进行了走访调
查，收集了 21户群众诉求。4.初步形成了《安岳县洪卫水库信访问题整改方案》，
明确了整改任务、责任、时限及要求。

1. 安岳县成立了由县长刘怀笔负总责，副县长刘小彬牵头，县经科信局、县
环境保护局、县工商局、县国土资源局、县供电公司、石羊镇等相关单位具体负责
的专项工作组，并于 8月 27日上午 8时 30分，前往石羊镇光辉村 5组和 6组交界
处“塑料厂”进行了实地走访、现场踏勘，该“塑料厂”属于废品收购站，不生产塑
料制品，但存在废弃物管理不善问题。2. 专项工作组于 8月 27日上午 11时 10分
约谈了企业负责人李大明，并形成了调查询问笔录。3. 县经科信局督促电力执
法大队依法依规对该废品收购站实行了断电措施，县工商局依法对该废品收购
站进行了查封。

1、组织有关人员现场核处；2、进一步核实了问题；3、赓即组织机械人员加强
整治；4、现场完善技术措施；5、责成区政府完善整治方案。

1.安岳县成立了由县长刘怀笔负总责，副县长刘小彬牵头，县经科信局、县
环境保护局、乾龙乡等相关单位具体负责的专项工作组，并于 8月 27日上午 10：
30到乾龙乡一村高石 6井进行了实地走访，现场踏勘，未发现异样。2.专项工作
组现场走访了乾龙乡一村的村支书、主任、副主任，详细了解情况，做好走访记
录。3.与蜀南气矿安岳采气作业区HSE安全办主任沈若飞、工作人员王萌进行
了调查询问，要求蜀南气矿安岳采气作业区务必于 8月 27日 16：00前向县经科
信局提供权威性佐证资料待查。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中央环保督察 进行时

中央环保督察小知识

中央环保督察组的三大特点

相比于区域督查，中央环保督察
组的三大特点：一是层级高，环保督察
组的性质是中央环保督察，国务院成
立工作领导小组，具体的组织协调工
作由环保部牵头负责。二是实行党政
同责，由督企转变为督政，使得环保督
察更具威慑力。三是强调督察结果的
应用，督察结果与领导干部考核评价
挂钩，直接促使地方领导干部提高对
环保的重视程度。

下沉市级督察的内容

中央环保督察组在下沉市级督察
阶段将分组对第一阶段梳理出的问题
线索进行核实，并实地调查取证，其中
正式下沉 4～6 个地市，其他地市可能
组织抽查。下沉地市督察时，主要听
取各地工作汇报，并与各地党政领导
个别谈话，谈话主要以问题为导向。
针对下沉督察准备和省级层面督察梳
理出的问题和线索，通过交流座谈、调
阅资料、现场抽查和重点约谈等方式
进行调查取证核实。通过下沉督察，
核实有关情况，完善证据链，并厘清各
级各部门责任，必要时开展补充督察，
部分问题将再回到省直有关单位进行
取证。

本报讯（记者 郭春荣）8 月 23
日，雁江区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移
交的 3 件信访件，涉及沱江流域资
阳段的水、大气、噪音污染及生态
环境保护。

据了解，这三件分别是：群众
再次举报位于雁江区临江镇临庵
村 2组的同兴砂石公司，粉尘、噪声
污染严重扰民；沱江一家洗石厂无
环保设施，污水直排沱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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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被严重破坏的问题。

接件后，市环保局牵头，市水
务局、雁江区配合前往了解。由于
目前为禁采期，到达现场后，水面
上均无采石船踪迹。经工作组召
开会议研究后决定：对群众再次举
报的同兴砂石公司实施关闭，对所
污染环境进行生态修复。同时，结

合沱江河“河长制”工作的开展，将
对沱江河沿岸，资阳市境内所有砂
石进行全面环评排查，问题严重的
砂石厂将全部关闭；对运行良好、
污染少的砂石厂启用环保设施检
测，对不达标的部分进行整改达标
后可营业。对老君镇存在水土流
失隐患的地方将立即根据新定方
案，开展护坡修建；对已有水土流
失的边坡进行修复。

本报讯（记者 王继 实习生 陈玉）
8月 25日，安岳县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
转交的两件信访件，反映安岳县丝厂污
染河水、周礼镇生猪屠宰场污水直排，噪
声扰民的问题。接获举报后，安岳县相
关部门立即组成专项工作组，赴两企业
现场办公解决，督促企业关停整改。

据调查，安岳县丝厂业主付应中将
原生产车间、闲置厂房出租给了 12 家
丝绸、汽修等小作坊生产。而查勘厂区
内 2个排污口，发现原排水系统管沟堵
塞，管路不通。对此，25日下午，安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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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按整改方案推进整改。

针对群众反映的周礼镇屠宰场生
产污水未经处理直排濛溪河，且噪声、
臭气扰民严重的举报，市、县两级政府
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组成专项工作组
于 8月 26日凌晨 2：45深入周礼屠宰场
突击检查。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安岳县对
周礼屠宰场即日起开始限产，日屠宰
量控制在 50 头以内；指导屠场整顿生
产经营活动，加强车辆管理，降低生产
噪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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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底前，将屠场迁往他处，另择址规范
新建；由县环保部门负责，加强噪声、废
水排放监测。

本报讯（记者 郭春荣 实习生 王文
婷）8 月 20 日，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对
市农业局小区住户搭建鸡棚和毁绿种
植盆栽影响小区环境的投诉，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领导高度重视，牵头并协同
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商议解决此状况。

该小区位于雁江区滨河西路，系资
阳市农业局职工家属小区，现居住 30
余户农业局职工。投诉中指出小区内
一名业主在围墙边上修建鸡舍养鸡而
扰民、污染环境；另一名业主占用小区
绿地种植盆栽，造成小区绿化带破坏，

经工作人员现场核实，认定情况属实。
工作人员及时与该两名业主取得联系
并积极开展思想工作，经过反复沟通、
政策解释和宣传教育，两名业主同意对
各自问题进行整改。

在后期回访中小区的业主对于
问题的处理结果相对满意。工作人
员 也 在 此 提 醒 ，社 区 环 境 是 公 共 环
境，每个人在享受环境带给大家便利
的同时，也要考虑周边群众的生活便
捷度和舒适度，共同打造和谐的的社
区环境。

本报讯（记者王继实习生陈玉）
日前，安岳县对中央环保督察组移
交的涉及该县水库周边农业用药
及场镇养猪粪污导致疑似污染的
两起信访件迅速组织专人专案办
理，落实整改举措，受到群众好评。

8 月 21 日接到信访件后，安岳
县立即对书房坝水库、朝阳水库及
陶海堤取水河流周边因当地种植
大量柠檬树，每年种植户大量使用
除草剂、农药等，可能污染饮用水
源情况现场办公解决。

目前，该县完成了书房坝、陶
海堤一级类饮水源保护区涉及柠
檬种植的土地流转工作，流转 35.9
亩土地作为集体土地，流转土地不
再做任何农事操作；完成了书房
坝、朝阳水库、陶海堤一级饮水源

保护区的绿化工作方案，实行全面
停耕造林、封地育林、强化森林管
护。同时，制订了保护区长效治理
工作措施，开展常态化巡查检查工
作；加强科学防控，推广绿色生态
防控技术，开展专业化统防统治工
作，减少农药使用量；加强农业投
入品监管，杜绝使用禁限用农药。
对饮水源保护区所涉乡镇，按每个
保护区不少于 20户的要求，开展回
访工作和满意度测评；落实保护区
所涉乡镇加强巡查检查，巩固治理
成果，确保不反弹。

8 月 17 日，安岳县接到中央环
保督察组移交的兴隆镇村民李维
贵等养猪随意排放猪粪等疑似污
染的信访件，第一时间赴现场与市
级相关职能部门一起处理。

工作组要求李维贵立即处理
存栏的 29 头生猪，清理场内外所
有的污染物，拆除圈栏设施。劝告
存在粪污直排的 4 户农户立即关
停，清理沟渠内的污染物。对城
镇规划区范围内的所有养殖户全
面排查，对存在粪污直排的养殖
场立即关停，对其它存在污染隐
患的，逐户 制 定 整 治 措 施 ，明 确
时限和责任，限期整改。目前，
李维贵存 栏 的 所 有 生 猪 全 部 处
置完毕，粪污转运至滕亮柠檬园
储存利用，对圈栏设施进行了拆
除 。 对 存 在 直 排 的 4 户 农 户 实
施关停，并开展周边群众大走访
加强环保宣传。同时，加强对兴
隆镇水质采样监测，确保群众用水
安全。

安岳加强农业用药及粪污污染整治监管

雁江重拳整治问题砂石厂

两企业废水污染环境遭举报

一住户小区搭建鸡棚被投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