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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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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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芭
蕉园小区的垃圾处理站露天堆
放垃圾，多次反映未得到解决，
希望政府督促物业进行整改。

资阳市安岳县兴隆镇黄桷
坝水库（磨岩村水库）承包给水
库管理人涂显峰后，承包人向
水库大量使用除草剂清除水葫
芦和杀虫剂“虫菌双杀”成分
为：溴氰菊酯；并偷下“肥料精”
严重影响村民的饮用水。

资阳市乐至县天池镇东街
221小区内一水面加工厂，每日
凌晨 2:00-7:00 加工水面，生产
时噪声巨大，并将生产废水直
排，另小区内有两家麻将馆噪
声扰民。

资阳市安岳县岳阳镇海慧
花园小区，联通公司常年租用
A-17 顶楼住宅，放置大量设备
作通用机房，并安装通讯塔，附
近业主常年受到辐射影响。

资阳市雁江区迎接镇杨柳
场场口的韦吉斯洗涤房，污水
未经处理直排，严重污染环境。

资阳市安岳县南薰镇休闲
广场新建的屠宰场，未通过环
评，离学校仅 100 米，造成噪声
扰民和水污染。

资阳市雁江区上西街中学
路 1号大院一楼住宅改为商铺，
经营的“陈哥面馆”长期油烟扰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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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8月 27日晚，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信访件后，市住建局赓即组织市
房管局及物管科会同市行政执法局、三贤办事处、三贤环卫处、三贤城管办、凤
岭社区等单位到小区现场走访调查。经调查核实，信访人反映的问题系小区
业主未将垃圾扔进小区垃圾库，造成小区垃圾库周边垃圾堆放较多，影响环境
卫生问题。

8月 28日，市水务局、市农业局、市卫计委会同安岳县政府县长刘怀笔及
县水务局、县农林局、县卫计局、县环保局到水库现场实地查看，并走访了周边
14户群众，有 1人反映使用了除草剂和杀虫剂，其余均表示未看见使用除草剂
和杀虫剂，也未看见下“肥料精”，只看见下了石灰。据兴隆镇政府介绍，该水
库水葫芦的打捞是由兴隆镇政府组织进行。

8月 27日凌晨接件后，乐至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总工会主席江军立即
召集县环保局、县公安局、食药局、工商质监局以及天池镇等单位部门责任人
召开信访案件会商会，会后赓即率队前往天池镇东街 221小区开展调查核实
工作。经核实，该小区有一家名为乐至县文氏面坊及两家麻将馆。面坊生产
车间为两个门面，约 40m2，每天从凌晨三、四点左右开始生产，产量为 500斤/
天，主要生产设备为一台粘片成型机组、两台压面机及一台和面机，噪声主要
是生产过程中机器设备产生的，的确存在夜间扰民的情况；由于加工坊每天用
水仅 0.125 方，主要用于生产和面，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区与生产区是分开
的。现场检查时两家麻将馆均未营业，但通过走访小区住户，麻将馆在营业时
存在噪声扰民。同时发现文氏面坊未向食药局备案、无健康证，两家麻将馆均
无营业执照。该件反映的情况属实。

经安岳县经科信局、县环境保护局、县房管局、岳阳镇、县联通公司等单位
调查核实：安岳县海慧花园二栋 3单元 601楼顶建有通信基站一座，于 2005年
修建，高 18米，有移动、电信、联通三家运营商通信设备。该基站主要覆盖海
慧花园小区及周边 150米左右居民楼及商铺。

8月 27日晚接件后，区政府副区长易宏伟、区政协副主席李梁飚立即组织
迎接镇、区环保局人员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对韦吉斯洗涤房的废水排放现场进
行了查看。群众反映属实。

经安岳县农林局、县环境保护局、南薰镇人民政府等单位调查核实：安
岳县南薰镇屠宰场位于南薰镇凤城村 4组，占地 1325㎡，建筑面积 288㎡，年屠
宰规模 2000头，2017年 3月 17日建成投产试运营，2017年 8月 1日南薰镇永丰
屠宰点并入该屠宰场。场内有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一套、沼气池 2口、贮液池
2口（其中新挖的 1口未硬化，有渗漏），未发现生产污水直排现象，屠宰车间外
冲洗运输车辆的污水未进入沼气池直排。屠宰场围墙与学校围墙之间直线距
离 103米，屠宰场围墙到教师宿舍楼边沿 186米；屠宰场周边 50米范围内有住
户 2户，50-100米内有住户 3户，100-150米内有住户 3户。

经市城市行政执法局牵头调查核实：“陈哥面馆”位于雁江区中学路 1-7
号，已在此经营早餐（面条）十多年，2014年 3月 5日办理了餐饮服务许可证。
该面馆长期租用中学路 1-7号门市用于开设面馆，出租方为资阳市雁江区保
障性住房办公室，双方签订了《门市租用合同书》，合同显示其经营场所为门
市；且“陈哥面馆”于 2014年 3月 5日依法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该面馆营业
时会产生少量油烟，通过烟囱直排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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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8月 27日晚，市住建局与市行政执法局、雁江区三贤办事处及凤岭社区相关
同志立即开展现场处置。一是立即组织人力对小区内现有垃圾进行清理，对垃
圾库进行清洗，该项工作于 28日 3：30完成；二是物业企业安排小区垃圾清理员
毛绍良由原每日早晨清理垃圾改为每日早晚各清理一次垃圾，并安排小区卫生
保洁员黄天萍为小区生活垃圾巡查员，每天专职将小区内未扔进垃圾库的垃圾
收集进垃圾库，以杜绝垃圾露天堆放的情况；三是三贤环卫所组织对小区内各
垃圾库周边路面进行了清洗。

市水务局、市农业局、市卫计委会同安岳县政府及县水务局、县农林局、县卫
计局、县环保局在实地走访后会商制定整改方案：一是由安岳县水务局牵头，县卫
计局、县农林局、兴隆镇配合继续对库区群众进行调查走访；二是由县环保局负责
对水库水质抽样检测；三是由市卫计委牵头，疾控中心具体负责对周边村民饮用
水抽样检测；四是根据走访调查情况和水库、饮用水检测结果再会商制定相关方
案。目前，相关部门已对该水库和周边村民饮用井水进行了抽样送检。

乐至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总工会主席江军召集各相关职能部门召开专
题信访件整改工作会议，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明确具体任务及责任人。责成
县环境监测站对文氏面坊的噪声进行现场监测，监测结果为超标，环保局将依
法进行处理，目前已形成了调查笔录。责成县食药监局对文氏面坊依法处理，
目前县食药监局已对文氏面坊下达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乐食药监生当罚

（20170828）-01号）；责令工商质监局对两家麻将馆依法调查，县公安局配合，目
前通过上门做工作，已有一家麻将馆业主承诺不再经营；责成天池镇做好小区
矛盾纠纷排查，并协助职能部门开展工作，同时做好辖区内的排查工作；责成县
环保局对文氏面坊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了解该作坊生产废水直排问题及
相关手续办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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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房管局、岳阳镇、县联通公司等相关单位具体负责的专项工作组，
并于 8月 28日 8时 30分，前往岳阳镇海慧花园小区进行了实地走访、现场踏勘，
并做好群众询问笔录。8月 26日下午，中国铁塔公司资阳分公司驻安岳办事处
已邀请具有资质的四川省地质矿产勘察开发局成都综合岩矿测试中心对海慧
花园小区及周边区域进行了电磁辐射测试，8月 30日出具正式检测报告，待检测
结果出来后，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处置。

8月 27日晚接件后，区政府副区长易宏伟、区政协副主席李梁飚立即组织迎
接镇、区环保局、区住建局人员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对韦吉斯洗涤房的废水排放
现场进行了查看，后立即在迎接镇召集会议研究处理方案。28日上午，易宏伟、
李梁飚带领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再次到韦吉斯洗涤房调查取证，现场进行了录
像、照片。经调查核实，韦吉斯洗涤房存在未批先建、未验先投的违法行为，区
环保局决定立案查处；迎接镇政府于 11:00对韦吉斯洗涤房采取了断水断电断
气措施，并开展了群众走访工作，征求群众意见，通报工作开展情况。

安岳县成立了由县长刘怀笔负总责，副县长邹武超牵头，县农林局、县环境
保护局、南薰镇人民政府等相关单位具体负责的专项工作组，并于 8月 28日前
往南薰镇休闲广场新建的屠宰场进行了实地走访、现场踏勘，该屠宰场已通过
环评，县环保局已批复准予建设（安环审批〔2017〕12号）。专项工作组对屠宰场
周边 8户农户进行了走访调查，其中有 2户反映有轻微的气味和轻微的噪声，有
2户反映有轻微的噪声，均表示不影响正常生活；有 4户表示没有影响。8月 28
日 10：15形成了对安岳南薰镇屠宰场的初步处理意见，开始对新挖的贮液池进
行硬化并整治屠宰场排污口。县农林局已会同南薰镇督促对屠宰场净化后的
废水外运用于农作物灌溉消纳，并完善原来建立的消纳台账。

8月 27日 22:30，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局长杨天学带队会同雁江区工商局、区
食药监局、资溪街道办事处、资溪执法大队等工作人员到现场对举报进行了调
查，并召开了工作联席会，商讨处置办法。在接到群众举报前，“陈哥面馆”已签
订了《油烟净化器安装协议》，订购了油烟净化器，签订了安装合同。8月 28日上
午，市城市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到现场督促商家尽快完成油烟净化器安装，协
调区工商局、区食药监局、资溪街道办事处再次对现场进行勘察，要求该店主在
油烟净化器未完成安装前，暂停营业，待各项设施验收合格后方可继续经营。
辖区街道办事处、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对楼上及附近居民进行一一走访沟通。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中央环保督察 进行时

（上接一版）隔离防护工程、农村
面源治理工程等措施，改善集雨
区范围内的集水环境，有效提高
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库的水
质。对饮用水源水库开展巡查和
水质监测分析，确保全区饮用水
安全。

据了解，雁江区共有乡镇集中
式饮用水源水库 3 座，除双石桥水
库外，还有四合水库、滴水岩水库，
水质均达到相关饮用水标准，基本
实现农村饮用水全覆盖。四合水
库向丰裕水厂平均日供水量 4000
立方米，服务丰裕、祥符、忠义等 5
个乡镇及沿线地区 7 万人生活用
水；滴水岩水库向中和水厂最大日

均供水量 3000 立方米，服务保和、
中和、丹山等 6个乡镇 6.5万人生活
用水。

雁江区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全区实施生态环境工程，持续采
取水库保护区范围内的生态保护和
水系绿化措施，确保乡镇集中式饮
用水源地水库水质达到饮用水水源
标准。相关部门强化引导，开展多
层次、多形式的宣传和科普教育，提
高群众保护水源地的自觉性和积极
性，增强全社会保护水源地的意
识。平时注重开展突发环境事故的
应急演练，提升突发水污染事件应
急处理能力，防止发生饮用水水源
污染事故。

（上接一版）包括饮用水水源保
护、流域治理、危废品处置等务
必继续锁定整改重点，严格对照
整改标准和要求，坚持举一反三
严格履行主体责任，确保全面整
改到位、防止死灰复燃。

——建章立制，长效抓好环
境保护机制建立。对关停企业

整改、两个流域、水库管理体制
改革、畜禽和农村面源污染、乡
镇污水和垃圾处理、城区油烟整
治、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环保网
格化管理体系建立等 9 个问题
由县级领导牵头，抓紧形成方
案，确保短期有措施、中期有效
果、长期有保障。

（上接一版）

强化管理奏绿色乐章

随着城区绿量不断增多，绿地数量增
大，对日常管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该县园
林绿化工作始终坚持“三分建、七分管”，把
建成后的管理当作“重头戏”。

“修剪行道树 6500 余株、绿篱 8000 余平
方米、草坪 7 万余平方米，清理断枝、残叶等
垃圾 300余车；施复合肥及腐殖营养土 80余
吨，种植摆放时令花卉 38 万余盆，补植行道
树、绿地乔木 80余株，灌木 22000 万余株，草
坪 1 万余平方米......”一个个数据，一项项举
措，无不彰显着安岳抓园林日常管理的决心
和努力。

在安岳县委、县政府的统一要求下，园

林绿化管理单位及时清理枯枝败叶，定期实
施更换补植，按标准修剪植物造型，基本杜
绝了偏冠死株、缺苗断垄现象，并较好地坚
持了每天冲洗、全天候保洁制度。通过实施
精细化、日常化、长效化的绿化管护，确保实
现了安岳园林绿化景观“净、绿、靓、美”的良
好效果。

同时，该县还加大对各种违法毁绿案件的
查处力度。一旦接到举报，执法人员第一时间
到达毁绿现场，做好毁绿情况调查与现场勘查
工作。据了解，今年来共处理破坏花草树木、
园林设备等损绿毁绿事件100多起，处理因交
通肇事导致绿化损坏事件10余起。对沿街商
铺、烧烤摊点等的侵绿现象进行整治，共出动
500余人次、130余车次，拆除树上搭挂拖把、雨
棚、衣物等1000余处，乱拉电线铁丝、绳索彩带
等900余处，拔出铁钉约2公斤。

中央环保督察小知识

绿树浓荫翠满城雁江确保群众喝上放心水

本报讯（唐玲 李远雄）自中央第五环
境保护督察组入驻四川以来，乐至县多措
并举，持续发力中央环保督察的信息公开
和宣传报道工作。

成立宣传专班。及时成立环保督察
宣传专班，定期开展宣传工作联席会，提
早谋划、统筹协调组织市级以上主流媒体
和县内新闻单位对环保工作的新闻报道、
社会宣传等整体推进，各成员单位同时落

实专人跟进，切实做到认识到位、配合到
位、宣传到位。

建立宣传机制。建立涉及环保问题
回复诉求单位和宣传工作组间的密切沟
通机制，建立通讯员宣传报道联动体系，
有效调度环保督察的新闻宣传和舆论引
导工作；严守宣传纪律，做好在各媒体平
台的正面宣传报道。

明确宣传重点。制发《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宣传工作方案》，明确不同阶段的宣
传重点；及时收集、挖掘有关环保督察整
改工作的举措、成效、典型案例等内容，统
一安排对内对外宣传工作。

提升宣传实效。组建环保宣传微
信群，第一时间发布督察工作动态、亮
点信息，明确宣传报道任务；将宣传报
道与具体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精心策划
选题，多形式、多角度开展行之有效的

宣传报道。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乐至县

已在省、市、县各级主要报、刊、台、网
刊播有关环保督察整改工作的宣传稿
件 200 余条次；环保公益广告 300 余条
次 ，设 置 环 保 标 语 1000 余 条（幅）次 ；
在县政府门户网站、帅乡乐至官方微
博 微 信 发 布 信 息 近 100 条 次 ，点 击 量
数万次。

乐至持续发力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宣传
中央环保督察如何取得问题线索？

中央督察主要采取由点到面、由面到点方式查
找问题。一是资料调阅，从省生态环境保护汇报材
料中的成绩和问题、省部级领导和单位主要负责人
的个别谈话材料，以及进驻时调阅的资料进行梳理
分析；二是信访查办，从国家信访局、环保部信访办
和省信访局等挂号的，以及重复投诉、长期未解决
的信访案件梳理。

中央环保督察进驻期间如何处理信访？

答：督察进驻期间，公布电话、邮箱，全程受
理群众来信来电举报，每日向该省转交受理的信
访件，限时反馈并要求信息公开。督察期间将抽
取部分信访件进行复查，核实查办情况，对信访
查处失实、查处反馈不一致等问题，将直接要求
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