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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 进行时

雁江 一采石场非法开采
关停后依然被追责

本报讯（记者郭春荣实习生王文婷）8月24日，雁
江区接到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转交的群众信访举
报件，反映丰裕镇方山村15组大约几十亩耕地被私人
开石厂整得满目疮痍，石厂的噪声惊扰村民，生态环境
被严重破坏。

接件后，市国土资源局、市环保局、雁江区政府
相关负责人赓即到实地进行核查。经查，该采石场

没有取得相关资质，属于违法开采。市国土资源局
已于 5月 4日向该地块采石负责人送达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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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将追究采石厂负责人违法开
采责任；对裸露的开采区域进行复土处理，防止水土
流失等。

本报讯（李举宏 记者 唐嘉阳）近期，市
交通运输局质监站对五大重点在建交通工
程开展了环保工作专项检查。

此次检查围绕城南大道成渝高速公路
接口工程、雁江区保和镇阳化河大桥危桥
改造工程、安岳县姚市镇接龙桥渡改桥建
设工程 、S207 线安岳县卧佛镇至石羊镇段

项目（岳阳镇至卧佛镇）建设工程、乐至县
S106线良红路红泉至墨盘坡段五大重点在
建交通工程，着重从环评手续办理情况、环
保措施落实情况、施工扬尘防治情况等八
个方面进行了细致检查，并及时对检查情
况进行了通报，要求责任单位限期整改，有
效规范了参建企业的环境保护管理行为。

市交通运输局检查重点在建项目环保情况

本报讯（记者 郭春荣 实习生 王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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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5 日，收到中央环保督察组转交
的投诉件后，雁江区立即成立专项工作组
调查处理。

据了解，资阳城区殡仪馆迁建项目已
于 2016 年底纳入市区两级重点项目，选
址在雁江镇花椒村 5 组，目前已完成可
研、环评、勘察、水保、节能、设计方案及
图审、财评、主题工程的测算、118 户群众
拆迁等前期工作，招投标方案已拟定完

毕，因省上土地调规未完成，暂未进入招
投标程序。目前，现殡仪馆仍然承担着
雁江境内主要的丧葬职能，部分丧属受
传统丧葬习俗影响，确实存在焚烧纸钱
及燃放鞭炮的情况，对周边环境产生了
一定影响。

针对以上问题，工作组立即采取措施：
一是及时协调国土部门，跟进项目土地调
规进展，待土地调规完成后即刻启动招投
标程序，争取年底动工；二是提档升级殡仪
服务，立即启动“绿色殡葬、低碳祭扫”措
施。采用电子鞭炮替代传统鞭炮、租用花
圈替代售卖花圈以及使用黄丝带、鲜花祭

奠的方式，杜绝殡仪服务中可能存在的噪
音、空气污染；三是加强低碳祭扫的宣传。
由殡仪馆制作印发 400 份《殡仪服务告知
书》和 24块“温馨提示”告知牌，布置悬挂至
殡仪馆大门、服务大厅、悼念厅、公墓服务
中心、火化车间，及时向丧属宣传“四不”

（不燃放鞭炮、不燃烧香烛、不焚烧纸钱、不
高声喧哗）新理念，召开“三镇四处”民社办

（综合办）主任会议，由莲花街道办和雁江
镇负责开展殡仪馆周边村（社区）院坝会等
形式宣传殡仪馆迁建项目进展及低碳祭扫
的殡仪服务理念，最大限度争取群众的理
解和支持。

城区殡仪馆丧礼污染空气
工作组推动标本兼治

本报讯（杨国华）8 月 19 日，安岳县接到中央环
保督察组移交的信访件，反映龙台镇的自来水呈黄
色，群众希望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接件后，安岳县委、县政府立即成立专案工作组，
进行现场勘察，研究制定整改工作方案并立即落实。
县环境监测站对饮用水源地的地表水进行检测，符合
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县疾控中心现场查看出厂水、
管网末梢水并进行采样检测，将根据结果做出具体处
理意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对水厂整

改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水厂已按照整改方案完成
接触消毒池、反应沉淀池、滤池、清水池全面清洗消
毒；化学处理剂已按规定存放；涉水产品已索证，索证
资料已由供货商邮寄；未取得健康证明的制水工人已
体检。

仅 3天，水厂已完成配水管道的冲沙、清洗；专案
工作组对水厂再次进行了巡查监管，无反弹，对龙台
镇 100位居民进行了访谈和整治工作满意度测评，整
治工作满意度为 100%。

安岳 全力保障龙台镇
自来水水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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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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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 阳 市 雁 江
区临江镇临庵村 2组
同兴砂石公司的加
工厂，粉尘、噪声污
染严重扰民；2、一家
洗石厂无环保设施，
污水直排沱江；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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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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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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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市环保局会同市水务局、市国土局、雁江区相关单位对信访问题提及
的两个点位（临江镇临庵村 2组、老君镇河岸采砂弃用场）开展了现场调查，
1、同兴砂石公司因未办理环评相关手续，雁江区环保局前期已责令该企业
停止违法行为，完善环评手续并对环境违法行为实施了 4万元的罚款，现场
检查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故无法开展环境监测。目前该企业环评正在受
理公示期间。8月 22日晚，雁江区临江镇政府对该企业周边 600米内 230余
户居民进行了走访调查，群众反映该企业生产噪声扰民情况；8月 24、25日
厂区设施设备正在拆除。2、投诉人提及的洗石厂应为采砂过程的生产环
节；3、8月 23日雁江区水保办对老君镇流域内的弃土场进行了现场调查，
该弃土场存在水土流失隐患，8 月 25 日市环保局会同雁江区政府现场调
查，目前正在进行修复。同时，由区水务局牵头，各镇乡负责，正在对沱江
河资阳段 86.5公里沿线进行摸排。由区水务局、区国土分局、区住建局牵
头，正在抓紧再次对全区河砂、黄连砂、建渣的开采、加工、堆放、销售等点
位进行摸底排查工作。

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举报人反映的石厂位于雁江区丰裕镇方山村 15组。2005年 8月，丰裕
镇方山村 15组村民邹德租用该场地，组织人员采石用于村民自建房屋等，
并对外销售。2016 年 5月，邹德转让给现采石场业主李建明（系雁江区丰
裕镇护耳村 2组村民）。李建明于 2016年 6月，聘请两个工人，使用一台开
采机械断断续续进行开采，到 2017年 5月停止开采，共开采销售石材约 150
立方米。关于“镇村组领导将几十亩耕地许可给私人老板开石厂”的问题，
调查结果为，该石厂开采面积 7.82亩，其中建设用地（工矿用地）6.15亩、未
利用地（裸地）1.67亩，土地原貌为荒坝，也未发现镇村组干部参与邹德与
村民的租地协商。关于“石厂的噪声惊扰村民”的问题，由于目前该采石场
已停产去功能化，无法监测噪声。据丰裕镇政府对采石场周边群众的调
查，该采石场生产时的噪音确实影响到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采石场去功
能化后，噪声惊扰村民问题已处理。关于“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问题：该
采石场土地类别并非耕地，不存在损毁耕地，造成水土流失；也不属于林
地，不存在破坏森林植被，但开采石材对生态环境确有影响。关于开采石
材的问题：邹德、李建明未办理采矿手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
源法》第三条的规定，属无证采矿行为。

群众信访反映情况属实。

8月 24日，安岳县农林局局长安从敏、县国土资源局聂永贵、清流镇人
民政府镇长李世友组织人员到清流镇李勇养殖场进行了调查。经查：1、该
养鸡场确属建在清流镇城镇规划区范围内，距离河道太近，对环境影响大，
该养殖户存在环境污染情况。2、8月 13日下午，养殖业主李勇自行处理了
蛋鸡、鹌鹑和养殖设施设备；经本人同意于 8月 13日至 14日拆除养殖圈舍
并复耕。

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8月 24日，县住建局局长、县治理办主任李勇军会同县环保局局长廖
刚、县水务局局长张钧、县农能办主任蒙煜、瑞云乡乡长王一鸿等组成的调
查组对群众反映的瑞云乡梨坪村、长石村两村无生活污水处理厂，生活废
水直排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

经调查核实：1、瑞云乡梨坪村、长石村道仕坝居民聚居点共有村民 109
户、345人，27户建有农村户用沼气池。2、长石村道仕坝居民聚居点未修建
污水处理厂，部分未修建农村户用沼气池的农户生活污水直排入河。3、
109户村民全部依靠井水作为饮用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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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实

否

是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针对同兴砂石公司未办理环评相关手续问题：雁江区环保局已于 2017年 4月 19日对该公司未批先建进行了立案
调查，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给予该公司罚款 40000元的行政处罚。目前，该行政
处罚案已结案。

二、针对同兴砂石公司临江作业组噪音扰民、废水直排的问题：经市级有关部门与区政府会商研究决定，一是从 8月 23
日起取缔同兴砂石公司临江镇临庵村 2组砂石加工点，督促其自行拆除加工器械，对租用的耕地进行复耕，对河滩地进行
生态恢复（整改时限：9月 30日；责任领导：区政法委书记何瑜；责任单位：区水务局、临江镇政府）。二是由区水务局牵头，
国土、住建、经科信等部门积极配合，制定完善雁江区砂石资源管理整改方案，在全区范围内规划建设几处高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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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机械已拆除完毕，正在进行复耕和生态修复。三是由区水务局牵头，对今后的砂石开采、加工、销售等点位要
结合编制沱江河“一河一策”管护方案进行科学慎重的规划设置，确保符合环保要求、符合沱江流域治理规划。四是由临江
镇负责，同兴砂石公司共同参与，做好群众工作，确保信访问题整改工作得到群众的支持和理解。

三、针对沱江河老君镇流域存在水土流失隐患点的问题：一是由雁江区水务局牵头，对沱江河老君镇流域河岸线进行
摸排，彻底摸清水土流失隐患点位。目前，排查出沱江河老君流域有河岸隐患 800米左右，隐患区域离江面最高处 3米左
右，最低处 2米左右，都在离拍卖开采划定红线 3—6米外，没有越过开采红线。二是督促同兴砂石公司临江作业组对沱江
河老君镇流域河岸线水土流失隐患点按照恢复河岸生态系统的要求，采用利用植物护岸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护岸技术，对
隐患点进行修复，目前，此项工作正在进行，预计 9月 10日前完成（责任领导：何瑜 区政法委书记，责任单位：区水务局、老
君镇政府）。三是由老君镇负责，同兴砂石公司共同参与，做好群众工作，确保信访问题整改得到群众的支持和理解。

四、针对周边群众满意度调查情况：一是开展问卷调查，摸清群众想法和诉求。目前，临江镇政府已对采砂场周边群众
进行了问卷调查，总共调查 92户、92 人，其中认为该作业组生产时产生的声音影响到生产生活的有 63人，认为无影响的 29
人；认为该作业组生产时产生的废水影响到生产生活的有 19人，认为无影响的 73人；对政府督促该作业组整改所做的工作
满意的 91人，不满意的 1人。二是召开院坝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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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满意；老君镇已召集相关村民代
表对砂石开采政策及岸线隐患修复方案进行了现场宣传，群众对此表示理解和满意。三是针对沿途环境卫生问题，临江
镇、老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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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已结案。

一、加快实施采石场整治。由雁江区政府牵头，丰裕镇政府具体负责，督促采石场业主采取覆土、播撒草籽等措施进行
整治。2017年 8月 26日，市国土资源局、雁江区区级相关部门再次到实地查看整改方案落实情况，该石厂已完成覆土工作
及周边环境整治，并播撒草籽，目前已按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时限：9月 10日前完成；牵头领导：区政府副区长魏威；牵头单
位：丰裕镇政府；配合单位：区环保局、区国土分局）。

二、依法严肃查处。由雁江区政府牵头，区国土分局具体负责，加快对采石场业主的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前期市
国土资源局已向违法嫌疑人李建明发出了《责令停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资国土资雁[停]〔2017〕60号），市国土资
源局已于 8月 25日批准立案，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整改时限：9月 10日前完成；牵头领导：区政府副区长魏威；牵头单位：区
国土分局、区环保局；配合单位：丰裕镇政府）。

三、加强日常巡查。由雁江区政府牵头，丰裕镇政府具体负责，建立健全镇、村、组三级巡查机制，加大对丰裕镇方山村
15组采石场的日常巡查，确保不出现反弹。目前在后续的巡检中未发现复采现象。（整改时限：长期；牵头领导：区政府副
区长魏威；牵头单位：丰裕镇政府）

四、强化群众工作。由雁江区政府牵头，丰裕镇政府具体负责，进一步加强对群众的宣传解释工作，对群众反映的问题
迅速回应并处理。8月 24日至 8月 26日，丰裕镇党委政府利用召开院坝会、入户宣传等方式对采石场周边群众开展宣传解
释工作，听取群众对整改工作的意见，向群众承诺加大整改力度，尽快完成采石场整治，群众对整改工作表示满意。该案已
结案。

一、成立专项工作组。再次成立了以县政府县长刘怀笔负责，副县长邹武超同志牵头，县农林局、县国土局、清流镇人
民政府为成员的专项工作组。

二、该养鸡场符合《安岳县人民政府关于畜禽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关闭拆除搬迁相关事宜的通告》（2017年 5月 5日）
中规定的补助条件，将按规定予以补助。

三、专项工作组再次与李勇夫妇沟通，夫妇俩对所做的工作表示理解和支持，承认 8月 13日自愿拆除自家的养鸡圈舍
及设施，并自行处置了活禽，并于 8月 24日签下承诺书不再因此到各级上访。

四、工作组再次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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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已结案。

一、成立了由县长刘怀笔同志负总责，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鄢华同志牵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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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负责的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掌握瑞云乡梨坪村、长石村道仕坝居民聚居点饮用水和户
用沼气池建设情况，做到了情况明、底数清。

二、针对居民聚居点未建设污水处理厂和未修建农村户用沼气池，生活污水直排问题：采取自建或联建的方式自筹修
建农村户用沼气池，由瑞云乡人民政府具体负责组织村民实施建设，县农能办负责技术指导。经县农能办测算，瑞云乡拟
新建农村户用沼气池 22口（有的沼气池为几户居民共用），总容积 116立方米，预计建设费用 11.6万元。8月 25日下午已拉
运材料，并启动修建，目前已开挖沼气池的基坑 10口。（整改时限：2017年 12月底；责任领导：鄢华；责任单位：瑞云乡人民
政府、县水务局、县农能办）。

三、针对 109户村民以井水作为饮用水不能完全满足需要的问题：工作组走访征求了在家 67户村民（总户数 109户）意
见，受访村民强烈要求安装自来水,并与 42户村民签订了意向书，采取群众自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的方式安装自来水。由
县水务局负责，县柠都自来水公司具体落实，对瑞云乡梨坪村、长石村两村村民设计安装自来水管网及相关附属实施。经
测算需建设资金 82.27万元，由县政府解决 25%，即 20.57万元，剩余 61.7万元由瑞云乡政府组织向两村拟用自来水的村民
收取。地面农作物补偿、临时占用耕地和民事协调事宜由瑞云乡人民政府负责。8月 26日上午，县柠都自来水公司已到现
场选址规划安装自来水管网线路。（整改时限：自收到村民自筹资金之日起 3个月内完成；责任人：鄢华；责任单位：瑞云乡
人民政府、县水务局、柠都自来水公司）。

四、专项工作组对所做工作向两村村民进行了走访，并开展了满意度调查受访群众均表示满意。该案已结案。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