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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 进行时

资阳市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2017年8月31日）

序号

1

2

3

4

5

受理编号

20170830007

20170830058

20170830089

信
20170830070

信
20170830187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资阳市安岳县石羊镇中心卫生院旁（直线
距离约 50米）的一家砖厂，晚上 11点至早上 7
点生产作业，噪声扰民；石羊镇老供销社小区
生活污水直排附近堰塘内，污染环境。

资阳市雁江区丰裕镇二郎村 6 组养猪场
（场主周显文，规模10多头），虽已修建化粪池，
但仍然臭味刺鼻，对周围居民生活造成影响。

资阳市雁江区沱江新城林苑街“金山花
园”小区楼下的多家快递、物流公司，每日清晨
至中午装卸货噪声扰民严重，多次反映无果。

资阳市雁江区松涛农机站小区生活污水、
粪便直排无管网，时常堵塞，粪水四溢；小区旁
海鲜经营噪声扰民。

资阳市雁江区五隍镇炮台村团结水库因
肥水养鱼导致水库水质严重污染，影响周边村
民用水。

行政
区域

安岳县

雁江区

资阳市

雁江区

雁江区

污染
类型

噪声、
水

其他

噪声

水、
噪声

水

调查核实情况

经安岳县经科信局牵头的工作组现场调查核实：石羊镇中心卫生院
旁（直线距离约50米）的砖厂为安岳县红源机砖厂，已于7月23日停电停
产，目前未生产，有工商营业执照与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目前项目正在验
收阶段；石羊镇老供销社小区，有供销社员工46户，其他住户6户，共52户
住户原地自建房屋后，管网未规范，化粪池溢出，有轻微异味。

8月31日凌晨接件后，雁江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钧赓即组织区农业
局、丰裕镇党委政府、镇畜牧兽医站及村、组干部，赶赴二郎村6组周显文
养殖场调查处理。经核实，周显文建有猪圈 500 平方米、沼气池 80 立方
米、沼液储存池200立方米，并进行了加盖处理。采取了雨污分流，有消纳
土地 54亩（30亩为果树，24亩为粮经作物），现存栏生猪 121头，属小型农
村自繁自养场；养猪场存在粪污干稀未分离及其中一段排污沟未加盖的
情况。群众举报属实。

经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市公安局等单位调查核实，沱江新城林苑街
“金山花园”小区楼下有物流、快递企业共五家，分别是“余氏东风物流全
国”“蓝天蓝货物代发点”“三友货运”“海风快运”“成都旭虹物流公司”。
货运部车辆、转运和领取包裹车辆进出和装卸货易产生噪音，影响周边居
民的生活。

8月31日9:00，市住建局城建科李俊、市政处设施管理股股长黄冬、市房
管局物管科刘俊会同雁江区副区长魏威、三贤街道办事处书记、主任肖磊、
区住建局局长温道德、三贤党工委书记曾晓斌、党工委副书记秦祖平及区城
管办、三贤环卫所、河堰嘴社区工作人员等到农机站小区走访调查。经调查
核实，由于部分业主私自改造原生活下水管道，接入屋外排放雨水的散水
沟，造成环境污染，信访反映问题属实。

8月31日上午，雁江区副区长李莉聪、城东新区党工委专职副书记张
杰带领区水务局、区农业局、区环保局、伍隍镇党委政府到伍隍镇团结水
库现场进行查看。经观察，水库水浑浊、有异味，水质较差，已请区环保局
委托第三方机构采取水样化验，由化验结果确认污染情况。经走访周边
群众，该水库主要用于农业灌溉，水库水质污染的主要原因：一是团结水
库有过施肥养鱼的历史；二是农业种养殖业面源污染；三是伍隍场镇生活
废水经过简单处理后排放到团结水库。群众投诉事项属实。

是否
属实

是

是

是

是

是

处理和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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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办、县治理办、县环境
保护局、县国土资源局、石羊镇等相关单位具体负责的专项工作组，于8月31日上午前往砖厂、老供销社
小区进行了实地走访、现场踏勘。县环保局对红源机砖厂环保手续进行核查，该企业有排放污染物许可
证，项目正在验收阶段。已责成石羊镇党委政府负责，督促老供销社小区建设施工负责人陈运友具体落
实，在9月15日前完成小区内化粪池垃圾清运、污水排放、管网完善工作。

8月31日凌晨查看现场情况后，杨钧召集相关单位在丰裕镇政府召开会议研究下步工作，制定了初
步工作方案。8月31日上午，区农业局、丰裕镇党委、政府再次到现场进行了查看，细化了整改措施：一
是对粪污干湿分离；二是排污沟加盖彩钢瓦；三是利用养猪场原旧房屋作为干粪堆放屋；四是立即整改
养猪场内卫生。截至8月31日15时，场内卫生已经整改完成；彩钢瓦已经购回，正在进行安装；旧房屋已
打扫干净作为干粪堆放处；已经通知了周边村民进行座谈，宣传工作措施、进展及下步工作。

8月30日23时52分，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副局长杨峰率市城管支队、莲花执法大队、莲花街道办事
处干部到达现场调查核实。 8月31日8时32分，市城市行政执法局莲花执法大队会同交警支队一大
队、莲花街道办事处、社区干部再次到达现场，对林苑街金山花园小区楼下的物流、快递公司逐一宣传
规范，并通知经营业主15:00到莲花街道办事处召开约谈会；同时举一反三把雁兴路金山花园周边的
11家货运部纳入此次规范整治范围中。莲花执法大队、交警支队一大队、莲花街道办事处召开研讨
会，制定整改措施：交警支队在沱三桥下桥处设置限行时段（21:00-8:00；12:00-14:30禁止通行）标志，
违者依法处理；市城管支队对该区域物流车辆车牌摸排登记，对限行时段内的货车装卸货噪音扰民依
法查处；莲花街道办事处、社区做好入户沟通工作。

8月31日9:30，市住建局、市房管局、市政管理处会同雁江区政府、三贤街道办事处、区城管办、河
堰嘴社区及三贤环卫所开展了现场处置。一是对农机站小区（靠车城大道一段）七户商铺的下水管改
管并接化粪池；二是对十一个化粪池进行清掏；三是对小区内的排水沟进行清掏、冲洗；四是召开小区
居民现场会，要求小区居民共同维护环境卫生，禁止乱改管线；五是由区城管办对小区海鲜经营店（中
桥巷内）噪声扰民发出整改通知，要求减少海鲜店充氧泵噪音，不得扰民，不得占道经营。

8月31日上午，李莉聪、张杰带领区水务局、区农业局、区环保局等、伍隍镇党委政府到团结水库
现场进行查看，并现场研究了初步整改措施：1、立即终止水库养鱼承包合同，在12月31日前完成捕捞
后，将水库水面经营权交给团结片区水库管理站。2、在团结水库周边、炮台村、华象村、江西村内显著
位置安装公示牌，警示不准施肥养鱼，向干部群众公示举报电话；团结水库加强值班和巡查，伍隍镇组
织镇、村巡查。3、做好对群众的宣传解释工作，及时回应群众关切。4、完善场镇污水处理设施。5、加
快推进伍隍污水处理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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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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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件后，雁江区委副书记、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局长杨天学和市城市行政执法
局副局长杨峰率区住建局、区城管办、区工商局、区商务局、莲花街道办事处相关
负责人，于8月26日00:36和08:35两次深入城北农贸市场实地调查。

经核查：1、城北农贸市场内门面和摊位共140余处，日产生垃圾近1吨，每天
有 3名保洁员和 1名垃圾清运人员负责市场内的清扫保洁和垃圾清运。2、市场
内部排水设施多年没有清掏，堵塞严重，排水不畅，市场内个别区域地面有积
水。3、个别从事禽类宰杀和水产销售的商贩存在污水散排的问题。4、市场没有
修建化粪池，市场内的污水（包含公共厕所的粪水）排入排污沟后，汇入城北片
区，对周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5、内部确有暴露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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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8月26日，由市纪委常委、市监察局副局长陈鸿包案，市监察局检查一室主任
魏胜带队到同兴砂石公司进行调查，了解了公司基本情况，提取了公司资料。

8月27日，魏胜一行到雁江区环保局进行了调查核实，向雁江区环保局有关
执法人员了解了情况。

8月28日进一步了解执法人员执法的情况，调取了相关文书资料，对收集到
的相关资料进行综合研判，得出了调查结论。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8月26日，安岳县副县长刘小彬率县经科信局、县环保局、县住建局、县水务
局、长河源镇政府等单位对群众反映的丝厂（安岳县丝二厂）进行了现场实地踏
勘。经调查核实，安岳县丝二厂位于岳阳镇丝绸路600号，1996年9月20日宣告
破产。1997 年 7 月付应中登记注册成立安岳县锦绣丝绸公司，公司占地面积
104.02亩，实有面积 96.23亩，于 2014年破产，企业法人付应中对原生产车间、闲
置厂房进行出租。目前，厂区内共有12家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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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规模小、投资少、设施简陋作坊，其中4家企业提供了工商执照，12家企
业均不能提供有效环评资料。现场查勘排污口3个，发现原排水系统管沟堵塞，
管路不通。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8月26日接件后，市农业局副局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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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工作组深入周礼
镇生猪屠宰场突击检查。经调查核实：1、周礼镇生猪屠宰场位于小濛溪河支流边，
支流在周礼中学处（距屠宰场约500米）汇入小濛溪河，经小濛溪河汇入濛溪河干
流。2016年7月前，屠宰场废水经沼气池处理后排放至小濛溪河支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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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濛溪河支流；2017年7月
至今，屠场废水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通过居民张帮富外运到周礼镇田坝
村3、4、15组蓄粪池内处理后用于种植业生产。2、场内有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1套
且在运行，未发现生产污水和经处理后的废水直排濛溪河现象，但存在超标排放废
水行为。3、安岳县环境监测站立即对周礼屠场厂界环境噪声现状进行监测，6个
监测点位噪声均超标。4、调查组分别走访了周边居民24户，有21户居民表示，有
噪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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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调
查组对周边居民走访调查，反映屠场有一定的气味排出，但对居民正常生活影响不
大。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是否
属实

是

否

是

是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对相关责任人进行约谈。8月26日，莲花街道办事处主任雷学辉对城北社区支部书记朱宏德、主任曾天国，城北
社区六组小组长黄全芬、副组长何江，富邦公司责任人李海进行了约谈。要求城北社区增设大容量垃圾桶8个，增加清运
清扫次数，随时保洁到位；规范活禽宰杀摊位，引流散水；定期对市场内进行冲洗、消毒。二、组织人员对该市场内部约
650米的排水设施进行全面清掏和维修。已完成560余米，剩余部分在8月31日前完成。（牵头领导：区委副书记、市城市
行政执法局局长 杨天学；责任单位：莲花办事处、区住建局）三、8月 26日晚，莲花街道办事处、环卫处组织干部职工 15
人、水车2辆，对城北市场进行了全面清扫和冲洗，清除了路面陈积的污水。四、对该市场内外的排水沟进行彻底整治，将
主排水沟由明渠改成下水管道，并排污沟侧建设化粪池，让污水沉淀后再排入排污管网，目前，资阳市场勘察设计院正在
进行设计。（整改时限：12月底前；牵头领导：区委副书记、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局长 杨天学；责任单位：莲花街道办事处、区
住建局）。五、8月26日在城北市场内增设了大容量垃圾桶8个，督促市场商户在指定位置倾倒垃圾，市场保洁人员巡回
保洁，随时清扫产生的垃圾。六、8月26日调整垃圾清运方式，由环卫处接管垃圾清运，并调整清运时间，在上午交易高
峰期和晚上休市时各加运1次，尽量减少垃圾存留。七、8月26日以来，莲花街道办事处、城北社区组成了群众工作组，向
市场商户及周边群众进行了沟通和宣传解释，对于各部门采取的问题整改举措及成效，市场商户及周边群众表示满意。
目前，市场内外水沟正在加紧清掏，信访人反映的问题基本解决。该案已结案。

一、2017年2月18日，省环保督察组督察时发现该公司未办理环评手续，雁江区环保局就该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并
做出罚款4万元的处罚决定。同兴公司未对处罚行为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6月16日，同兴公司交纳了罚款4万元。随
后，该公司一直处于停采停产状态。二、7月24日，市监察局会同市委组织部、市环保局、雁江区监察局对同兴公司的日
常监管中未做到全覆盖、防尘措施仍不到位有关问题进行调查，于7月24日对雁江区政府、区水务局6名有关人员进行了
批评教育。三、截至8月28日，同兴公司已主动拆除生产设备，并正在将场地占用的土地进行原貌恢复。四、通过调查，
经综合分析研判，未发现有关部门、执法人员在对同兴公司的执法中有“走过场”的情形。五、通过走访周边群众，群众认
为处理没有走过场，同时认为该厂拆除以后，周边噪音明显减少。该案已结案。

一、8月26日上午10时，工作组第二次前往丝厂，向原丝厂职工了解了厂区目前生产状况，并沿厂房南北方向，查出排
污口3个，重点对距厂区约2公里红双村附近排污口至长河上游段查勘，未发现异样。二、由于12家小作坊均未提供环评
手续，8家未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在接到举报信件前，8月25日下午，县经科信局会同县电力执法大队、县供电公司、县环
境保护局、县治理办、岳阳镇政府前往丝厂，对12家小作坊按有关规定进行了断电，并责令停产整顿。三、厂区内涉水企
业 1家（南充金富春丝绸有限公司），据调查，该厂正常生产时每天浸泡丝绸用水约 0.6吨，接到信访反映前（8月 25日下
午），已停电停产整顿，无法抽取水样。四、2017年8月26日晚8时，专项工作组第四次前往丝厂，督促丝厂对门口堆放的
垃圾进行清理，已于8月28日12：00完成垃圾清运整治工作。五、8月27日上午9时，县工商局按规定对无工商执照企业
启动执法程序，对3家无照经营户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县商务局负责对再生资源收购企业进行清理整顿。六、8月27
日17：00—19：00，专项工作组随机对丝厂周边的8名居民代表进行了走访，并召开了座谈会，开展满意度调查，被调查走
访群众表示满意。该案已结案。

一、8月26日，安岳县环境监测站对周礼屠场进行噪声监测。据监测显示：该屠场厂界噪声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规定的标准，并于8月27日立案调查。二、8月26日，周礼镇政府已督促屠场完成了散水
排放口和储液池排污口整治工作。三、8月27日，安岳县环保局针对周礼屠场超标排放污染物的行为（8月3日安岳县环
境监测站会同安岳县环境监察执法大队对该屠宰场现有污水处理设施工艺末端废水进行监督性采样监测，8月9日抽样
检测结果显示：氨氮138mg/l，超标8.20倍；化学需氧量121mg/l，超标0.51倍），进行了立案调查，下达了《责令限制生产决
定书》（安岳环责限字〔2017〕03号）。四、8月27日，周礼镇政府督促屠场已将排污口接入了城镇污水处理管网，目前屠宰
废水经村民张帮富通过吸粪车转运至周礼镇田坝村3、4、15组储污池中，用于农作物的种植。同时，由安岳县环保局监督
屠宰废水经屠宰废水一体化处理设施处理后，达到预处理标准，方可排入场镇污水管网。五、8月27日，安岳县政府已督
促周礼屠场整顿生产经营活动，控制车辆机械噪音。目前，该屠宰企业严格执行整顿要求，缩减屠宰时间，压缩噪音的排
放时间，即21：00时不再收购生猪，04：00后进行屠宰，05：00猪肉出场。六、2018年底前，异地迁建周礼屠场。（完成时限：
2018年12月31日；牵头领导：邹武超、刘小彬；责任单位：周礼镇政府、县国土资源局、县农林局、县环保局、县住建局）七、
8月28日下午，对周礼屠场及周边群众35户进行回访，受访群众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该案已结案。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本报讯（记者 郭春荣 实习生 王文婷）日前，雁
江区接到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转交的群众信访举
报件，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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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按要求，将危险废物随意
堆存，随意出售，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隐患。经调
查组调查核实，未发现该公司有环境违法行为，但
存在配套企业管理不善等问题。该件已于 8月 26
日办结。

8月21日，市商务协同市经信委、市环保局、资
阳高新区管委会等部门组成调查组，进行了现场
核查，未发现四川现代公司有环境违法行为。随
后，调查组对斗成、格罗唯视、四川现代岱摩斯、起
光、利源、世钟 6户与四川现代配套的企业开展核
查，发现四川格罗唯视物流公司危险废物未向当
地环境部门进行审报，四川现代岱摩斯公司危险
物未见识别标志。

对四川格罗唯视物流公司涉嫌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十三条
规定的行为，市环保局当场立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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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企业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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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向区环
保局报送申报相关资料，同时向市环保局报送资
料。对四川现代岱摩斯公司违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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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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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现企业已制定整改方案，正按照
要求进行整改。8月23日，市商务局、市经信委、资
阳高新区管委会对四川现代公司周边企业、群众
开展走访，组织高新区21家企业代表进行座谈，宣
传环保知识，参会人员对此次开展环保督察信访
件办理工作表示理解，纷纷表态将按照危险废物
管理相关规定开展工作。

本报讯（陶俊伶）8月 30日，安岳召开县
委常委会议，传达学习《中共资阳市委办公
室、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近期全市环
境保护领域 11起典型案例追责问责情况的
通报》，研究贯彻意见。

该县指出，持续抓好环保工作是一场
持久战，时刻松懈不得。全县各级党委（党

组）要及时传达学习，从案例中深刻汲取教
训，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各相关责任
部门要加大环保工作监管、执法力度，迅速
开展自查自纠，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到
位，严防生态环境损害。全县各级各部门
要以本次督察为契机，牢固树立绿色发展
理念，加强源头治理，从观念上、行动上落

实环境保护责任。宣传部门要加大宣传力
度，迅速开展绿色发展专题宣传，让绿色发
展理念深入人心。县纪委、县委组织部要
加大环保工作问责力度，对在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中领导不力、工作不力，出现重大失
误的，依纪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及人员责任，
并公开曝光。

本报讯（李远雄）8月 28日晚 10时许，乐
至县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信访件，反
映天池镇国华路西门市场边的陈二娃烧烤和
彭记饭店噪声、油烟、垃圾扰民。

接件后，乐至县迅速召集城管、公安、环
保、食药监、工商质监、天池镇政府专题研究，
29日零点 10分、上午 10时 30分两个时间点
到陈二娃烧烤店、彭记饭店调查取证。

经调查核实，陈二娃烧烤店厨房内安装
了简易油烟处理设施，但油烟净化效果差。

彭记饭店2015年安装了油烟净化设备，但未
进行维修维护以及清洗，导致油烟净化效果
不佳，两店均存在油烟扰民现象。关于垃圾
污染问题，陈二娃烧烤和彭记饭店均配备了
垃圾桶、扫帚等工具，但存在垃圾桶数量不
足、生活垃圾清扫不及时问题。另外，两店在
营业过程中均存在顾客高声喧哗产生噪声现
象，确实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29日上午，调查组向两店发放限期整改
通知书，责令陈二娃烧烤、彭记饭店维修、更

换油烟净化设施设备，并对油污进行清洗。
县环保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陈二娃烧烤、
彭记饭店营业过程中的噪声进行监测，并根
据噪声监测结果依法依规进行处罚，督促经
营业主要对顾客高声喧哗等不文明行为进行
劝导，增加垃圾收集容器，安排专人及时清扫
生活垃圾。

据了解，为防止整改期间再次发生油烟
扰民行为，两位业主自愿停业整顿，目前正按
要求进行整改。

未发现四川现代公司环境违法行为
调查组：与现代公司配套的企业存在管理不善等问题

乐至迅速调查整改油烟及噪声扰民问题

安岳严肃环保问题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