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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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情况一览表 （2017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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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资阳市雁江区
车城大道芭蕉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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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0，市房管局副局长王海东会同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廖兴文、三贤祠街
道办事处、凤岭社区有关人员等就芭蕉林小区露天堆放垃圾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

经调查核实：1、芭蕉苑小区（实为芭蕉林小区）现有业主700余户, 由资阳市中胜物业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物业服务。2、由于小区未规划建设统一的垃圾库，2001年在小区内修建了
固定垃圾库12个、垃圾桶2处。3、现场发现小区垃圾归集点除少量垃圾袋投放入垃圾库内，多
数垃圾袋被业主随意弃置在垃圾库周围。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8月28日上午，市水务局总工程师黄明亨会同市农业局、市卫计委、安岳县政府有关人员
到现场调查核实。1、黄桷坝子水库为小（一）型水库，主要功能为灌溉，兼有防洪、水产养殖等
综合利用功能，不是饮用水水源。2、水库原由兴隆联合水库管理所发包，承包期限8年，2009年
到期后未再对外发包，委托水库管理员涂城瑞管理，并签订了内部管理责任书，期限从2017年
6月 1日起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责任书中约定在不污染水质前提下，可以实行清水养鱼。
3、涂城瑞向水库投放了石灰和“虫菌双杀”，没有投放“肥料精”，也没有投放除草剂清除水葫
芦。投放的“虫菌双杀”，主要成分为溴氰菊酯、高渗突破剂、抗虫减耐因子，不在禁用鱼药目录
之列。4、库区周边群众都是饮用井水，群众反映现在饮用井水与原饮用井水水质无明显变
化。安岳县卫计局于8月28日对水库周边3户居民饮用水进行了抽检，检测结果将于9月4日
出具。5、安岳县环保局于 8月 28日对水库水体进行了取样检测，30日出具了检测结果，符合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V类水质。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8月27日，接件后，县委、县政府，赓即落实县委常委、统战部、县总工会主席江军为包案领
导，县环保局牵头，于县公安局、食药监局、工商和质监局、城管局、天池镇成立了专项工作组。

8月27日11点35分，江军率上述部门负责人等有关人员20余人，到现场查勘、调查。
经查：1、乐至县文氏面坊属个体工商户，2012年1月12日注册经营，经营范围为面制品加工销

售、粮油零售；文氏面坊约40平方米，生产水面约250千克/天，面坊生产工序为和面、压面、成品，
只在和面工序中使用少量水，无生产废水产生，但有少量的洗手、洗桶等生活废水排入了小区化
粪池；面坊每天凌晨3点后开始生产，制面机器有噪音，经现场监测超标；该面坊有营业执照，但未
按食品“三小”管理条例备案，存在无相应消毒、防腐设备等问题。2、信访反映麻将馆，一家位于2栋1
单元2楼1号，有机麻8台，属无证经营；另一家位于221号2栋1单元2楼2号，有机麻7台。两家
都存在噪声扰民现象，属无证经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8月27日22：30接件后，成立了专项工作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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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联通公司具体负责。

8月28日，专项工作组到现场调查核实，摸准情况问题。
经调查核实：1、海慧花园二栋 3单元 601楼顶确建有通信基站一座，有移动、电信、联通三

家运营商通信设备。2、通讯基站周边极少数居民认为通讯基站辐射影响健康，希望拆除，或搬
迁至小区空地内或附近小山坡上；多数人认为拆除通讯基站后，通讯信号弱或没有信号，给生
产生活带来不便，只要电磁辐射值在国家规定范围内，对是否拆除或搬迁通讯基站持中立态
度。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8月27日接件后，副区长易宏伟、区政协副主席李梁飚赓即组织区政府办、区环保局、区住建
局、迎接镇政府相关领导到现场进行调查。

经核实，韦吉斯洗涤房位于迎接镇浸水村，建筑面积约为1200平方米，厂房于2017年6月修
建，已于7月底完工，主要从事酒店床单、被套的洗涤服务。工艺：自来水进行软水处理—待洗物
高温消毒—洗涤—平烫—折叠—成品；规模：洗衣机6台、烘干机4台、折叠机1台、平烫机1台，设
计能力年洗涤量为60万件床单、被套；污染防治：主要污染物为洗涤废水，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
处理后排放；5、证照：2017年2月28日，在区工商局注册了《工商营业执照》；7月26日，在网上进行
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8月25日，进行设备调试，其生产废水约20吨排入厂区外的
污水储存池（约40立方米），未向外环境排放。但储存池有管道直接连通公路边排水渠，存在污水
直排隐患；该洗涤房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尚未建成。信访人反映情况属实。

8月28日凌晨00：10接件后，成立了专项工作组，以县长刘怀笔负总责，副县长邹武超牵头，县农
林局、县环境保护局、南薰镇人民政府配合办理。

28日07:56，专项工作组16人前往实地走访。
经调查核实：1、群众反映的荣兴屠宰场，位于南薰镇凤城村4组，年屠宰规模2000头。2017年3

月17日建成投产试运营，有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一套、沼气池2口、贮液池2口。2017年1月20日，县
环保局对屠宰场出具了环评批复，准予建设。但未通过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和环保部门验收，未办理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生猪定点屠宰证》。2、屠宰场8月26日新挖的1口贮液池未硬化，屠宰废水
浸渗到贮液池周边的土层；屠宰车间外冲洗运输车辆的污水未全部收集入污水管网。3、屠宰场围墙
直线距离103米是南薰镇九义校，到教师宿舍楼边沿直线距离为186米，现有学生1093人，教师60
余人。屠宰场周边150米内有住户8户。4、对周边8户农户进行了走访调查，部分农户反映有臭
气和噪声扰民情况。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8月 27日 23时，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局长杨天学、副局长杨峰，组织市城管支队、资溪街道
办、区工商局、食药监局等部门相关人员对群众反映的“陈哥面馆”进行了现场检查。

经查：1、“陈哥面馆”位于雁江区中学路1-7号，2014年3月5日办理工商营业执照、餐饮服务许可
证。2、面馆长期租用中学路1-7号门市，出租方为雁江区保障性住房办公室，租用显示其经营
场所为门市，经营者的住房与门市联通，工商、食药部门查验其营业执照、食药许可真实有效。
未发现“住房改为商铺”问题。3、面馆在煮面条时产生少量水蒸气，炒制臊子时产生少量油烟，
通过烟道直排到房顶。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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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8月27日23:30，市住建局会同三贤祠街道办、三贤祠环卫所、凤岭社区居委会和物业召开协调会，研究处
理措施：1、由三贤祠环卫所牵头，物业配合，立即对小区现有垃圾全面清理，并对垃圾库及周围地面清洗（于28日
凌晨3：30完成）；2、物业落实专人加强巡查，对库外垃圾及时收集入库；3、清运由每天清运一次调整为每天早晚
各清运一次。二、8月28日9：00，物业公司在每个垃圾库张贴了“爱护环境卫生，请将垃圾入库”的标志，并在小区
内垃圾堆放量较大的垃圾库旁增设了垃圾桶。三、8月28日19:30，在芭蕉林小区1号桥开展爱护小区环境卫生宣
传工作，引导小区业主爱护小区环境卫生。四、8月28日，市住建局组织三贤祠街道办对小区业主进行了走访，业
主表示非常满意。该案已结案。

一、8月28日上午，安岳县长刘怀笔、黄明亨组织市农业局、市卫计委、县水务局、县卫计局、县农林局、兴隆镇
政府相关人员召开整治工作会，提出整改方案。并于 29日明确了责任单位、责任人及完成时限，进行了公示。
二、水库管理站已于8月17日同涂城瑞终止了内部管理责任书，并签订解除协议。三、8月29日，安岳县水务局在
水库库周设置了5块保护水环境、保护水利工程公示牌，对外公布了举报电话。县水务局、县农林局、兴隆镇印制
加强水库管理，禁止炸鱼毒鱼等行为通告100份，张贴或发放到库区群众手中。四、8月28日至29日，兴隆镇政府
向库区群众宣传《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水法》《渔业法》等。五、8月 28日，安岳县卫计局对水库周边 3
户居民饮用井水进行了抽检，抽检结果未出具。（整改时限：2017年9月4前；责任领导：邹武超；责任单位：安岳县
卫计局）六、责成县水务局进一步加强水库管理站日常管理。（整改时限：2017年9月30前；责任领导：邹武超；责任
单位：安岳县水务局）七、工作组与库区周边群众进行座谈走访，群众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该案已结案。

一、关于乐至县文氏面坊问题的处理。（一）针对噪声超问题。8月28日，县环保局根椐《环境保护法》进行立
案调查。8月29日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二）针对废水直排问题，要求面
坊将生活废水全部入小区化粪池。（三）针对无证经营问题。8月28日10点25分，县食药监局依法下达了当场行
政处罚决定书给予责令立即整改。（四）针对无相应的消毒、防腐等设备的问题。8月29日，县食药监局再次下达

《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其停产停业。目前，文氏面坊已停产停业。二、关于2家麻将馆问题的处理：（一）针对未
取得营业执照问题。县工商局依据依法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立即停止经营活动；限于2017年8月31日
前办理营业执照。（二）针对麻将馆改变小区房屋用途问题。要求两家麻将馆需征得周围相应住户同意的前提下，
方可按规定程序办理营业执照。三、举一反三：县食药监局、县公安局、县环保局、天池镇政府组织召开了乐至县
小作坊、家庭麻将整治工作会。四、对乐至县文氏面坊和2家家庭式麻将馆附近群众进行了走访，群众对处理结
果表示认可、支持。该案已结案。

一、专项工作组 8月 28日 8时 30分，前往现场实地走访、现场踏勘，做好询问笔录。二、8月 26日 14:00至 16:
00，铁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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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及周边进行了电磁辐射测试。三、8月29日出具了检测报告，基站周围微波综合电场强度（功率密度）低于国家环
保部与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的《电磁环境控制限值》规定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标准0.4W/㎡,且符合单
个基站运行对公众照射电磁辐射贡献不超过0.08W/㎡的管理要求。四、8月30日10：30组织40位居民召开座谈
会，并选取50位小区居民进行调查，群众均表示满意。该案已结案。

一、8月27日晚，迎接镇政府到达现场后，要求企业立即停产。二、8月28日，易宏伟、李梁飚组织前述单位再次
到韦吉斯洗涤房进行现场调查并召开现场办公会，研究工作方案。三、8月28日，迎接镇政府组织对洗涤房采取了断
电、断水、断气措施，并督促企业对原储存池中的排水口进行封堵，确保废水不外排。区环保局对洗涤房未批先建行
为，立案查处。8月29日，下达了《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下达《环境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拟处3万元罚款。四、8月28日，区环保局对公司污染治理设施未建成即投入调试生产的行为进行了立案查
处。8月29日下达了《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下达了《环境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拟处6万元罚款。五、8月29日，迎接镇政府主持对企业负责人杨子福、实际投资人陈世勇进行了约谈，要求其立即
终止违法行为，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调查处理。六、细化措施，一是由迎接镇政府督促企业按要求进行整改；二是督促
企业邀请评估机构对企业选址、排污进行全面评估；三是督促企业按环评要求和评估情况做好污染治理工作。（整改
时限：10月30日前，责任领导：易宏伟、李梁飚；责任单位：区环保局、迎接镇）七、对周边群众开展了入户走访，群众均
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该案已结案。

一、8月28日10：15，工作组形成了初步处理意见，组织人员对屠宰场新挖贮液池进行硬化并完善屠宰场雨
污分流系统。同时督促对屠宰场净化后的废水外运用于农作物灌溉消纳，并建立完善消纳台账。二、8月28日，
县环保局对屠宰场废水暂存池内废水进行监测，结果显示废水超过《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排放标准》一级排放标
准值，涉嫌违反了《水污染防治法》，已对其进行立案调查，依法下达了《停产整治决定书》，责令该屠宰场停产整
治。三、8月29日，对屠宰加工监测结果显示噪声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排放标准限值，县环保
局依法进行立案调查。四、8月 29日，将屠宰场新挖的贮液池中的废水抽回沼气池，并调试污水一体化处理设
施。屠宰场业主陈兵自愿签订了《承诺书》，自愿承诺从即日起停业整改。30日，屠宰场清洗运猪车辆地点已迁至
沼气池附近。五、8月30日上午，工作组对屠宰场周边的8户群众逐户征求了意见，被调查群众均表示满意。该
案已结案。

一、8月27日晚，杨天学、杨峰组织前述单位开会，商讨处置办法。二、8月28日8:00，市城市行政执法局执法
人员到现场督促商家安装油烟净化器，16：00安装完成并验收，符合相关标准，又对其住家厨房及面馆操作间卫生
进行检查，督促其严格按标准进行整改。三、对相邻商铺及附近居民走访，绝大多数受访者对处理情况表示满
意。该案已结案。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本报讯（李佩昱）今年以来，雁江区以
整合管理资源、提升监管效能、改善环境质
量、保障环境安全为重点，大力开展环境网
格化监管工作。截至目前，全区已设置701
个网格，拥有专职网格员及分中心管理员
246 人、兼职的乡镇村（社区）网格员 992
人，加快建设“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环境
网格化监管体系，切实保护和改善全区生
态环境。

该区认真组织开展专职网格员及分
中心管理员业务培训，推动环境监管关
口前移，触角向下延伸，提升网格化环境

监 管 业 务 能 力 ，保 障 各 级 网 格 高 效 运
转。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入户宣传等多
种形式，广泛宣传网格化环境监管相关
内容，鼓励公众参与环境监管，营造人人
关注环保、参与环保的良好氛围。及时
移交移送环境网格监管到的环保违法信
息，配合相关单位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
调查，促进环保问题有效整改。落实监
管责任，采取定期与不定期形式，开展督
查、考核、指导，将环境监管工作纳入目
标考核管理，对工作执行不力、不到位的
单位、个人给予追责问责。

本报讯（李远雄）8月28日晚，乐
至县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信
访件称，乐至县飞帆路鑫鹏花园二
楼歌舞厅噪音严重影响附近居民夜
间休息。

接件后，乐至县文体广新局迅速
处置。根据推断，信访人所举报的“飞
帆路鑫鹏花园二楼歌舞厅”，应为该路
段的东方豪仕歌舞厅。当晚11点，该

县迅速召集文体广新、环保、公安等部
门组成联合调查组现场调查核实。

经查，该歌舞厅紧邻周边小区
住宅楼院，确实存在噪音扰民现
象。技术检测人员现场选取 2个点
位进行环境噪音扰民监测，随机检
测的音量均超过国家规定城市广场
噪音不超过60分贝的标准。根据检
测结果，执法人员当场对经营场所

业主进行批评教育、政策宣讲，并当
场作出警告处罚，责令其立即整改。

29日 0:30，该县召集文体广新、
环保、公安等部门召开会议，明确责
任，研讨信访案件处置措施，制定整
改方案，举一反三做好全县娱乐场
所噪音管控和治安管理。要求相关
责任部门联合组成经常性的监管机
构，娱乐场所的消防设施设备、隔音

设备检测合格后方可营业，确保群
众合理诉求得到有效回应、违法违
规行为纠正到位，对检测不合格的
经营场所立案查处到位，无相关手
续的企业依法取缔到位，将无视法
律法规强行经营的业主依法追究到
位；进一步完善长效机制，巩固整治
成效，严格将音量控制在规定范围
值内，不影响群众正常工作生活。

本报讯（许长江）8月27日，安岳
县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转交的3个信
访件，反映该县兴隆镇黄桷坝子水库

（磨岩村水库）使用了除草剂和杀虫剂
清除水葫芦影响饮用水、岳阳镇海慧
花园小区安装通讯塔有辐射影响、南
薰镇新建的屠宰场造成噪声和水污
染。安岳县第一时间派出专项工作组
现场核实调查，作了处理回复。

8月28日，市县相关部门到黄桷
坝子水库实地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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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见下了石
灰。据兴隆镇政府介绍，该水库水
葫芦的打捞由兴隆镇政府组织进
行。相关部门将继续对库区群众进
行调查走访，由县环保局负责对水
库水质抽样检测，县疾控中心负责
对周边村民饮用水抽样检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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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专项工作组现场走访调查核
实，安岳县海慧花园二栋 3单元 601
楼顶建有通信基站一座，有移动、电
信、联通三家运营商通信设备。目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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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检测
报告显示：低于《电磁环境控制限
值》规定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标准。

专项工作组对南薰镇休闲广场

新建的屠宰场进行了现场踏勘，经
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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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该屠宰场已通过环
评。初步处理意见确定，将对新挖
的贮液池进行硬化并整治屠宰场排
污口，对屠宰场净化达标后的废水
外运用于农作物灌溉消纳，并完善
原来建立的消纳台账。

本报讯（记者 郭春荣 实习生 王文婷）
8 月 18 日凌晨，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雁江区转交群众信访举报件，反映“苌
弘广场外沱江河里两艘从事餐饮和茶楼
经营的大船，长期污染沱江水环境”。接
件后，雁江区立即行动，组织相关部门前
往调查。

8月18日0:30，工作组前往现场进行了
初步调查。据了解，“水上茶园”餐饮趸船

船体锈蚀严重，生活污水收集装置失效，处
于停业整改状态；接件时“水上渔家”餐饮
趸船正常营业，存在厨余、生活垃圾污染。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工作组依法取缔
拆除“水上茶园”餐饮趸船，目前，船舶拆解
工作基本完成；对“水上渔家”餐饮趸船依
法予以关停，目前，该船舶已去功能化，对
沱江水域不再造成污染，9月5日前将完成
船舶的取缔拆除。

加快建设
环境网格化监管体系

餐饮趸船污染沱江被依法拆除

立查立处三起信访件

迅速办理KTV噪音扰民信访件

安岳

乐至

雁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