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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彭易 罗海燕）“10 天净收入
超过 10 万元！”说起刚闭幕的烤肉节，
乐至一烧烤店老板周建良难掩丰收的
喜悦，“这得益于县委县政府倡导的

‘健康、环保、绿色’理念。”原来，周建
良使用了烧烤一体机，油烟少、肉熟得
更快，吸引了更多好吃嘴儿。像周建
良这样的商家，在今年乐至烤肉节上
比比皆是。

2017 年乐至美食烧烤节，引入多个
环保创新元素，突出“健康、环保、绿色”

发展理念，将环境保护与美食烧烤完美
融合。

科学选址，减少扰民。摒弃往届在
闹市、商圈等人气较旺的地方举办的做
法，选择远离城区、地势开阔、通风条件
好、周围无民居望城大道与盐湖大道交
汇处，既利于安全疏散，又最大限度地不
扰民。

加大投入，生态办节。本次节会现
场有关环保硬件设施投入超过 16 万
元。1 台射程 100 米的雾化炮，6 台射程

40米的雾化炮，用于降温、降尘、降烟；设
置 5 处厕所、300 个垃圾桶，垃圾实行科
学分类、规范处理；60名环卫人员流动分
工作业，做到垃圾不落地、装满即运走，
时刻保持良好的环境卫生。

部门联动，保障秩序。成立餐饮夜
市综合治理工作指挥部，针对城区餐饮
夜市违规占道较为集中的区域进行治
理。每晚组织 100 余名干警、90 余名保
安人员现场执勤、40名“红袖套”队员巡
逻，组织 60 余名志愿者、城管执法人员

和保洁人员进行文明劝导，确保了节会
现场井然有序。

多措并举，氛围浓厚。烤肉节前，乐
至县对参展商家进行了集中培训，并签
订了环保、安全目标责任书，确保目标到
户、责任到人。在节会上的文艺演出中
增加环保元素节目，以设置环保标语、散
发宣传单、安放历届烤肉摄影展板等方
式，让食客们感受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意
义，倡导人人参与到共建“美丽乐至·怡
然帅乡”的热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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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书房村 1 组
“姜家沟奶牛养殖厂”将废水和牛粪排放
到附近河流和农田，污染环境。

资阳市安岳县石羊镇通往光辉村的
公路边（距石羊镇大约 2.5 公里）的一家
牛角制品厂，作业时有臭气产生，污染周
边空气。

资阳市乐至县童家镇杨鲜桥处，有
人夜间将畜禽粪便倒入“塘井水库”，严
重污染水库水质。

资阳市乐至县圣特罗佩小区紧邻国
道 319 安岳到乐至段，车辆通行噪声扰
民，望国道 319线改道。

资阳市雁江区货车、黄标车入城，尾
气造成城区空气污染。

资阳市安岳县新城西区底商餐厅、
烧烤油烟和噪声污染严重，虽安装油烟
净化器但净化效果不理想。

资阳市雁江区建兰小区垃圾库臭气
熏天，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

资阳市雁江区环保监察大队实有编
制 23人，被资阳市雁江区环境保护局抽
走大部分，现实有 6名执法人员，一辆执
法用车，区财政未按照国家环保部门和
省环保厅的要求拨付人头经费、车辆运
行费和执法费用，导致对辖区 1600多平
方公里的环境监管难度大。另“四川希
望汽车职业学院”未按照《排污费征收管
理条例》缴纳建筑噪声排污费。

资阳市雁江区幸福公馆对面的“泓
城水韵小区”的生活垃圾、装修垃圾堆放
在地下停车场。

资阳市安岳县周礼镇龙兴村养猪
场、养兔场污水、粪便直排，臭气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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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安岳县农林局、县环境保护局、县水务局、通贤镇政府具体负责的专项工作
组调查核实：书房村 1组无奶牛养殖场，“姜家沟奶牛养殖厂”应属四川普洲奶牛有
限公司奶牛养殖场，位于通贤镇金刚村 7组，占地 143.7亩，于 2014年 12月正式投
产。现存栏奶牛 1480头；现有员工 65人，建有沼气池 750立方米，蓄污池 15000立
方米，干湿分离机 4台套，粪污运输车 6辆，流转土地 1160亩，另有可以消纳干粪渣
与沼液的周边青贮玉米种植合作户 3000 亩，柠檬种植合作户 12000 亩；铺设管网
70000米。该养殖场已通过环评，县环保局批复准予建设（安环审批〔2014〕31号）。

经安岳县经科信局、县环境保护局、县工商局、石羊镇政府具体负责的专项工
作组调查核实：石羊镇通往光辉村公路边有两家牛角制品作坊。作坊 1位于石羊
镇光辉村 4组，负责人陈运兵，于 2010年开始生产，于 2017年 3月 17日停产至今。
作坊 2位于石羊镇光辉村 4组，负责人李强，为算盘珠加工，已停产 5个月，没有收
购、售卖行为。李强制作牛角制品的牛骨露天堆放有轻微气味，陈运兵制作牛角制
品的牛骨堆放在室内有异味。

经乐至县农业局等单位调查核实，“杨鲜桥塘井水库”，实为杨宣桥湾塘井河
段，河段周边有童家镇狮子山村、大神庙村、吴家祠村。2012年 2月，大神庙村、吴
家祠村将湾塘井河段承包给雷波(乐至县天池人)养鱼，承包期至 2022年 2月 9日。
2015年，雷波私自将该河段转包给童家镇张家祠村丁念强，丁念强又于 2016年不
再承包并将该河段承包权退给雷波。2016年，雷波又私自转包给简阳云龙镇鱼荐
村 8组张德福和简阳市涌泉镇古楼村 1组汤勇养鱼。2017年 8月 30日，调查组到该
河段现场反复查看，未发现有明显粪污倾倒痕迹。通过对周边 3个村群众的走访
调查，有群众反映在 2016 年 6 月前及 2017 年 6 月均存在偷倒畜禽粪便入河的情
况。信访人反映情况属实。

经乐至县交通局等单位调查核实：乐至县圣特罗佩小区由成都名景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负责于2013年开发修建，距离国道319线乐至段直线距离约110米，之间有
一文化广场相隔，其间，植被丰富。目前，仅一期投入使用，二期尚在施工中。一期含商
业和住宅，住宅共计8栋，其中1、14C、14B、12、13栋与G319线相邻，1栋与G319线呈夹
角布置外，其余均与G319线呈平行布置，1栋和G319线最近距离为104.2米；14C最近
距离为 103.5米；14B栋最近距离为 106.5米；13栋最近距离为 109.2米；12栋最近距
离为 106.3米，按照规定，该小区符合规划设计。截至 8月 30日该小区临G319线 1、
12、13、14号楼签订装修协议住户约 300余户，1000余人。乐至县环保局 8月 30日 1
时、7时进行了初步监测，目前尚未生成结果报告。

市公安局赓即组织市交警支队开展调查核实，针对货车入城，2006年 7月，市
公安局、市城管局、市交通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市区机动车客货运输通行管理
的通告》，规定客货机动车辆每天 7:00至 19:00，限制进入城区，并按照要求在入城
各路口均设立了限行标牌。对因特殊原因需进入市区的，需要申请办理机动车《入
城证》。针对黄标车入城，2015年 10月，市政府发布了《资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在资
阳中心城区对高污染汽车实施限行的通告》。规定每天 7:00至 19:00（法定节假日
除外），限制本市及外地籍来资阳的未取得绿色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的汽车，不得驶
入城区，并按照要求在入城各路口均设立了限行标牌。

2017年以来，有部分货车、黄标车违规驶入限行城区，受到了公安交警部门的
处罚。

经安岳县城市管理局，县环境保护局、县食药监局、县工商局、县房管局、岳阳
镇政府具体负责的专项工作组调查核实：安岳县柠都新城西区，位于县城九韶路南
段，属底层为商铺上层为电梯住宅的商住楼盘。该区域底层商铺现有餐饮及夜市
烧烤经营户共 18户，其中夜市烧烤经营户 8户、餐饮及火锅经营户 10户。目前，18
户经营业主均已购买油烟净化装置，6 户正待安装，其余 12 户均已安装并投入使
用。

8月 29日 22:50，市住建局立即安排市房管局副局长王海东及物管科负责人吴
畏会同资溪街道办事处书记陈千胜、副主任秦辉东、资溪环卫所副所长杨蓓等人到
建兰小区走访调查。经调查核实，该小区生活垃圾于每日上午进行清理，因垃圾堆
放时间较长，确实存在散发臭味的情况。

经雁江区副区长欧阳建组织区环保局、区委编办、区财政局、松涛镇人民政府
等相关单位开展自查发现：雁江区环境监察大队目前实有工作人员 21人，其中 15
人在雁江区环保局混岗使用。其余情况正在调查核实中。

8月29日23:32接件后，城东管委会专职副书记张杰立即组织城东管委会、宝台
镇人民政府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查看，并走访了部分周边群众。经现场核实，弘城水
韵地下车库有临时堆放点20个，部分堆放点放有生活、建筑垃圾，群众反映属实。

经安岳县农林局、县环境保护局、周礼镇政府具体负责的专项工作组调查核实：
周礼镇龙兴村有5户专业养殖户，其中养猪4户、养兔1户。第1户秦代辉养殖户位于
龙兴村八组,存在雨污分流不彻底，粪沟渗漏，母猪圈舍无配套沼气池，场内外脏乱问
题。第2户石朝国养兔场位于龙兴村6组，存在场内外雨污分离不彻底，沼液池存在
渗漏问题。第3户绿鑫专业合作社养猪场位于龙兴村7组，存在雨污分离不彻底，沼
气池容量不足问题。第4户张军养殖户位于龙兴村10组，存在雨污分离不彻底，无粪
污消纳台账问题。第 5户朱敏养殖户位于龙兴村 4组，存在靠鱼塘的 2m3蓄液池有
裂缝，粪污沟未盖板，圈舍一侧的粪污不能进入沼气，场内脏乱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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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8月 30日 10：00，安岳县专项工作组对养殖场周边及流转的土地、粪污利用情况进行了现场调查核
实，未发现有粪污直排口，但有农户和奶牛养殖场种植蔬菜时沼液浇灌过量、少量发酵后的牛粪渣堆积蔬
菜种植地内未遮盖，因连日下雨造成粪污和雨水渗入种植地内排水沟。当日 11:30—12:05，县环保局已对
通贤镇陆家嘴河流的上游（四方村 1组）、下游（书房村 4组）两处各取两个水样送检。安岳县相关部门将
根据调查走访和水样检测情况制定下步工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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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羊镇
政府具体负责的专项工作组，8月30日上午前往石羊镇通往光辉村公路边的两家牛角制品作坊进行了实地
走访、现场核查，对两家作坊负责人李强和陈运兵分别进行了调查询问。经调查，两家作坊均无营业执照和
环评手续、无环保处理设施，其中李强制作牛角制品的牛骨露天堆放有轻微气味，陈运兵制作牛角制品的牛
骨堆放在室内有异味，均属“三无企业”，现已停产。县工商局赓即对陈运兵、李强牛角制品作坊的工商营业
执照情况进行了调查取证。目前，安岳县相关部门正在会商研究下步工作措施。

8月 30日凌晨收件后，乐至县副县长管昌平召集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召开案件会商会，采取下列处
理措施：一是开展突击调查。8月 30日 0：35，县农业局、环保局、水务局、童家镇政府相关人员到童家镇湾
塘井河段现场查看，并现场调查取证、照相。二是开展现场检查。8月 30日上午 8：30时，管昌平带领县农
业局、环保局、水务局、童家镇政府相关人员再次到湾塘井河段进行现场查看，派 3个组分别到河段附近
的狮子山村 5组、大神庙村 1组、吴家祠村 1组对群众和村组干部进行走访，信访人反映情况属实。现正
在对湾塘井河段现有承包人张德福、汤勇进行调查询问。三是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对河道水体进行抽样送
检，目前水样正在检测中。四是强化监管。强化河长制责任，加强对该河段的面源污染管控，安排专人巡
逻，设立警示标识，严禁向河道倾倒畜禽粪便。

8月 30日零时 10分，乐至县副县长彭敏组织县交通、住建、交警大队、环保等部门进行会商，成立了以
彭敏任组长、相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组。1时 20分，彭敏召集县交通、住建、交警大队、环保等部门
负责人现场勘查和调查取证，并就下步整改制定了有效措施：一是在小区对应的G319国道县城城区道路
上安装 2至 3处限速、禁鸣警示牌（责任单位：县交通局；责任人：倪均；整改时限：5个工作日内）；二是调整
现有限速设施设备，并在适当地段增设限速设施设备（责任单位：县交警大队；责任人：胡建宏；整改时限：
30日内）；三是在小区对应的G319线国道乐至段城区道路补植树障除噪（责任单位：县住建局；责任人：何
永根；整改时限：2018年 4月前）。

接件后，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吴宗权立即责成由市公安局牵头（责任人：常务副局长杨绍文），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具体办理（责任人：支队长陈学先），制定整改方案如下：1、加大货车、黄标车驶入城区的处罚
力度。一是依托全国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和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增加电子抓拍点位和城区现场执法检
查点，实现对货车、黄标车违法入城的全域布控和精准查处；二是会同市环保局、市城市行政执法局等部
门扩大黄标车、货车等高污染车辆的限制行驶区域。2、推进城区道路缓堵保畅工作。针对城区拥堵导致
机动车怠速尾气排放加重的情况，公安交警部门在机动车高峰出行阶段在辖区道路堵点将增派警力，积
极指挥疏导机动车通行，减少机动车怠速时尾气排放污染的聚集和停滞。3、加快黄标车淘汰工作。一是
充分利用各大新闻媒体和车管服务窗口、城区LED屏幕，广泛宣传“黄标车”对大气污染、群众身体健康的
危害及我市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工作措施，做到“黄标车”淘汰工作宣传的全覆盖，争取社会群体的支持；
二是全面清理“黄标车”基础数据，并推送至全市、县、乡政府，打好淘汰攻坚战，确保“黄标车”见人见车，
劝说车主主动报废；三是强化联动机制，加强与环保、质检、交通等部门的联系，形成信息互通、齐抓共管
的联动模式，严格杜绝环保不达标、检验不合格的车辆从事营运和上路行驶。

7月以来，安岳县城管联合执法大队城东中队已对柠都新城西区的餐饮、夜啤烧烤进行了集中整治，
截至 8月 30日，县城柠都新城西区底层餐饮及夜市烧烤 18经营户均已购买油烟净化装置，其中 12户安装
完毕并投入使用，6户正在安装。8月 30日 09:30，县城柠都新城西区底层餐饮、夜市烧烤 18家经营户全部
自行停业，各经营户立即自查，对油烟管道安装不规范、油烟净化装置不合格的自行整改，经群众现场查
看净化效果理想后恢复营业。

8月29日晚23：30，市房管局会同雁江区资溪街道办事处及资溪环卫所开展了现场处置。一是由物业
公司赓即将垃圾库现存垃圾清运处理，并对垃圾库进行清洗；二是责成物业公司将垃圾清运频次由一天一
次调整为每日早晚各一次；三是督促物业公司加强对垃圾库的管理，安排专人进行巡查，将垃圾库周边未
弃置的垃圾及时清理入库。市房管局将不定期开展“回头看”，督促物业公司将整改工作落到实处。

8月 30日上午 9点，欧阳建召集区环保局、区委编办、区财政局、松涛镇人民政府就群众信访投诉事项
进行逐一研判，要求各责任单位分别对信访事项涉及问题进行核实，并提供相关资料交区环保局汇总。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对有关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对信访事项涉及的编制、经费、车辆、排污费征收等相关文
件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待相关材料收集整理汇总后，将再次会商制定下步工作方案。

现场查看后，张杰等立即召集城东管委会环卫所、弘城水韵小区物业管理方佳美物业公司对群众举
报的问题进行了研讨,并快速制定了整改方案。8月 30日凌晨 1:30，佳美物业公司开始对垃圾进行分类清
运，到中午，现场垃圾已全部清运完毕，目前正在对地下车库垃圾临时堆放点进行打围施工，以确保地下
车库的整洁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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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镇政府具体
负责的专项工作组，8月 30日 09：00，对龙兴村所有养猪养兔专业户进行排查，共排查 5户专业养殖户，其
中养猪专业户 4户（绿鑫专业合作社、秦代辉、朱敏、张军），养兔专业户 1户（石朝国）。专项工作组对 5户
专业养殖户进行了拍照取证，未发现有污水、粪便直排现象，但污水管网和雨污分流系统建设不完善。已
由县农林局对 5户养殖专业户发出整改通知书，要求 8月 31日前完成整改。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中央环保督察 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王继）8月 26 日，安岳
县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转交的 3个信访
件，分别反映该县兴隆镇金洪卫水库（现
称：观音寺水库）肥水养鱼污染水质、石
羊镇一废品站废弃物管理不善和乾龙乡
一村钻出天然气露天排放疑似污染的情
况。记者从安岳县获悉，该县已第一时
间派出专项工作组现场核实调查，作了
处理回复。

对洪卫水库肥水养鱼污染，村民信
访要求检测水库水质并公示。8月 27日
8：00，安岳县疾控中心对水库三个不同
点位住户水井进行了水质取样，县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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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
程序进行公示。制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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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按照方案

落实各项改进措施。
对石羊镇一废品站废弃物管理不善

的信访举报，经安岳县专项工作组调查
核实，该废品收购站无工商营业执照、无
环保相关手续与设施。目前，工作组已
约谈了相关负责人，县工商局依法对该
废品收购站进行了查封。

对安岳县“四川蜀渝石油建安公司”
在乾龙乡一村钻出天然气露天排放，燃

烧 3年有余，严重污染空气的信访举报，
8月 27日上午 10：30，安岳县专项工作组
到乾龙乡一村高石 6 井进行了实地走
访，现场踏勘。经调查了解，高石 6井放
空管燃烧排放物主要是二氧化碳和水，
现场未发现异样。已要求蜀南气矿安岳
采气作业区提供权威性佐证资料待查，
并组织职能部门、企业召开了大会，对相
关情况作了解释。

本报讯（记者 刘梦娜 实习生
刘佳雨 王文婷）近日，雁江区宝台
镇政府、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城东新
区执法大队、宝台路派出所等部门
联动，对辖区黄泥河沿岸某私营洗
沙场进行了联合执法，将该洗沙场
去功能化，彻底消除该污染源头。

据悉，此前市、区环保部门在
调查中发现，该洗沙场没有通过
环评，缺少相关手续，且设施简陋

管理混乱，不仅破坏河道生态环
境，制造大量污染，也给周边和沿
岸居民带来了很大影响。为还雁
城居民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执
法人员专题研究，并多次对该洗
沙场负责人进行宣传动员及法律
讲解，使其意识到环境污染的严
重性，最终顺利去除设备功能化，
完成设备、产品、材料的清理，并
对场地进行覆盖，控制扬尘污染 。

把生态文明融入美食烧烤节

本报讯（龙涛）“老李，快点走，
去听听乡、村干部宣传环保知识。”
8月28日，得知雁江区生态环保专
题教育院坝宣讲会在回龙乡冷家
村8组易仕金家的院坝举行，李洪
友夫妇一大早就急着赶往活动现场。

活动中，宣讲员为当地100余
名群众讲解了环境污染给生活生
产带来的危害，详细介绍了治理农
村环境污染的相关知识，并为群众
答疑，共同探讨如何做好农村环境
卫生工作。冷家村 9组村民唐秀
英高兴地说：“通过治理环境卫生，
我们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据了解，今年以来，雁江区加

大环境保护宣传力度，在各乡镇、主
要街道、广场等重点区域显著位置
悬挂张贴环保宣传标语；通过农村
坝坝会、居民社区院落会、单位职工
会等多种形式，大力开展生态环保
主题教育宣讲活动，着力营造良好
的环境保护氛围。积极协调四川日
报、资阳日报、资阳电视台等媒体，
及时全面报道大气污染防治、秸秆
禁烧、九大环保专项治理等环境保
护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目前，全
区已推送新闻报道800余条，累计
张贴宣传画4000余张，悬挂宣传标
语200余条，开展环保主题教育院
坝宣讲活动200余场次。

增强群众环境保护意识

消除环境污染 整治洗沙场

立查立处三起信访件安岳

乐至

雁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