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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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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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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资阳市安岳县白
塔寺乡 6村“阳花湾水
库”肥水养鱼。

资阳市安岳县石
桥铺长龙村的生活垃
圾处理厂，距居民区仅
500 米 ，空 气 污 染 严
重，周围居民经常生病
住院，希望督察组及时
核实处理。

资阳市乐至县陈
毅广场晚上跳广场舞
音响声音大，多个跳舞
群体的声音一家高过
一家，严重影响周围居
民休息。清早有抽带
风鸣声陀螺的，声音也
严重影响周围居民休
息。

资阳市乐至县飞
帆路鑫鹏花园二楼歌
舞厅噪音严重打扰附
近居民夜间休息。

资阳市乐至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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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阳市安岳县天
宝乡六村七组一无任
何审批手续的垃圾场，
距离居民房屋 200 米
左右，10 年来垃圾胡
乱堆放和焚烧垃圾，恶
臭无比，苍蝇成群，外
面河道水已经变为绿
色，严重的大气和水污
染已使周边居民无法
正常生活。为应付中
央环保督察，使用泥土
掩埋垃圾。

资阳市安岳县华
严镇石花村杀猪的污
水、生活污水直排龙江
水库；养殖鸭子污染水
源。

资阳市安岳县兴
隆、龙台、石羊、周礼等
地区大面积种植柠檬
使用剧毒农药，无组织
排放，缺乏监管，造成
大面积饮用水体、大
气、土壤等面源污染。

资阳市安岳县龙
台工业园区数十家制
革制鞋企业每晚直排
污染气体；安岳县温氏
集团在全县大规模养
猪，无污染处理设施；
安岳县唯一水质达标
的水库李家镇水库附
近引进化工企业；安岳
县垃圾填埋场（工业园
区一侧）污水渗入地下
污染饮用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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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8月 29日凌晨 00:30接件后，成立专项工作组，由县长刘怀笔负总责，副县长邹武
超牵头，县水务局、县环境保护局、县水产渔政局、白塔寺乡政府配合。经查：一是阳
花湾水库属小（二）型水库,由白塔寺乡政府负责管理,水源用于农业灌溉，不属于饮用
水源。二是阳花湾水库第一轮承包期 1996 年 10 月至 2006 年 10 月、第二轮承包期
2005年 6月至 2015年 6月，有肥水养鱼现象。2015年 6月之后未再对外发包，没有肥
水养鱼现象。三是对库区周边环境进行巡查，未发现规模化种养业活动。群众反映
情况属实。

8月 29日，县住建局刘隆学、县环保局王海波会同县城管局、石桥铺镇政府等有
关人员 10人到现场调查。经查：一、安岳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位于石桥铺镇秀才
村 8组，2005 年 8月省环保局批复建设，于 2006 年 1月建成投用，处理工艺为卫生填
埋，服务年限 16年。二、2017年 3月 30日，采用生物制剂进行灭蝇除臭和消毒，对填
埋区的非作业区进行膜覆盖，现仅作业区在垃圾倾倒和碾压时会有异味产生，采取边
作业边喷洒生物制剂的方式处理。三、厂区 500米范围内有住户 62户，已列入拆迁安
置对象。截至 8月 28日，已签订安置协议书 60户，已搬迁 35户。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8月 28日 22：35，副县长、县公安局长罗智刚组织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指挥中心、
城北派出所负责人到现场调查核实，当时已无人跳广场舞及打陀螺。29日清晨，市城
市行政执法局副局长杨峰、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陈全章和罗智刚率有关部门人员共
21人到现场，发现并劝解跳广场舞群体 9个、打陀螺群众 5人。该信访件反映的问题
属实。

8 月 28 日 22 时 30 分接件后，副县长李炜召集县文体广新局、县环保局、县公安
局、县文化执法大队负责人赴现场调查。经查，信访举报歌舞厅应为东方豪仕商务会
所，位于天池镇飞帆路 49号，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和《娱乐场所经营许可证》。检
查组选取 2个点位进行噪声监测，均超过《国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二类声功能区
标准。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8月 28日 22时 55分，副县长彭敏召集城管、公安、环保、食药监、工商质监、天池
镇政府研究，成立工作组。并先后到达两个现场调查取证。经查：一、群众反映的“陈
二娃烧烤”，注册名称为“乐至县杨二娃烧烤店”，办理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餐饮
服务备案证》；群众反映的“彭记饭店”，注册名称为“乐至县彭记老字号饭店”，办理了

《营业执照》和《餐饮服务许可证》。二、两户餐饮店在营业过程中存在顾客高声喧哗
产生噪声，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的情况；杨二娃烧烤厨房内安装了简易油烟处理设施，
净化效果差；彭记饭店 2015年安装了油烟净化设备，净化效果不佳，均存在油烟扰民
现象；两户餐饮店均配备了垃圾桶、扫帚等，但清扫不及时，影响市容市貌。群众反映
的情况属实。

8月 29日 9:50，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副局长陈德贞、市水务局副局长罗石、安岳县
常务副县长鄢华及县治理办、县水务局等开展现场调查并核实：（一）天宝乡垃圾填埋
场位于碑口村 9组，占地 2亩左右，今年 8月投用，用石灰或消毒液消杀，夏天 3天消毒
1 次，冬天 10 天消毒 1 次。距离垃圾填埋场 200 余米范围内住宅农户有 2 户、7 人。

（二）垃圾场现已封场未使用，附近村民反映现在无恶臭、无苍蝇；垃圾场有简易排水
沟、渗滤液收集池，使用土掩埋垃圾情况属实。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8月 28日接件后，成立专项工作组，由市农业局具体牵头，会同市水务局、安岳县
政府开展现场调查。经查：一是信访件“污水直排”现象的重点区域是石花村 7组的 1
处聚居点，聚集户 38户，距浏支河与龙江水库末端汇入口约 2公里。二是聚居点内已
建沼气池农户 23户，常年在家的仅 13户。生活废水收纳入沼气池处理后，沼液用于
农作物种植，季节性溢出少量沼液排入浏支河，流入龙江水库。未建沼气池农户 15
户，常年在家 3户。生活污水可收纳到储粪池内用于农作物种植，少量生活废水溢出
排入浏支河，流入龙江水库。三是农户刘时学、游昌学曾在家中建屠宰设施替周边农
户屠宰年猪和办红白喜事用猪，2017年 6月已拆除屠宰设施。四是农户魏向伍 8月
12日前散养鸭 20只，是聚居点养鸭规模最大农户，8月 12日杀 12只，现剩 8只圈养；
其余在家农户零星养鸭。该信访件反映的问题属实。

8月 29日，由市农业局会同市水务局、安岳柠檬产业局、安岳农林局等组成 17人
专项调查组，分 4个组赴兴隆、周礼、龙台、石羊 4乡镇行调查核实。一是 4个乡镇农
资门市张贴了相关用药公告和用药表，建有农药购销台账，未销售国家明令禁止及限
用的农药；未发现柠檬业主和种植户使用剧毒农药的情况，使用的农药均属国家允许
范围内的农药。二是周礼镇和石羊镇饮用水源不在辖区内，兴隆镇饮用水源虽在辖
区，但周边无柠檬种植，三个乡镇场镇饮用水源的一、二级保护区，均采取了切实可行
的保护措施。龙台镇场镇饮用水源存在一定的面源污染。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8月 29日成立了专项工作组，由市环保局会同市经信委、市卫计委、市农业局、安
岳县政府赴现场调查处理，初步核实：1.龙台工业园区无制革企业，目前签约入驻企
业 53户，达到生产条件的 6户，正在装修、安装设备企业 24户，以上企业均正办理环
境影响评价手续。安岳县环保局 8月 13日对园区入场的 25家企业下发了整改决定
书。2.温氏集团计划在乡镇建 4个养殖场均处办理相关法律手续阶段；温氏集团在安
岳有 5家寄养户，其中只有 2家养殖，共存栏生猪 780头，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3.投诉事项涉及的化工企业为韩国 SK集团拟建三氟化氮生产线项目，李家镇饮用水
水源磨滩河水库位于项目上游约 5公里处。目前处在前期论证阶段。4.安岳县垃圾
填埋场已于 2017年 2月新建一体化处理设备。8月 29日，县政府委托有资质的单位
对附近居民机井取样检测，铁、硬度、氨氮、大肠菌群超标。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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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是研究制定方案。成立邹武超为组长的领导小组，牵头落实阳花湾水库问题整改，县水务局负责走访调
查，县环境保护局负责水质取样检测，白塔寺乡政府负责加强水库管理，落实河长制管理，2020年前采取生物措
施和物理措施全面改善水质。二是做准水质检测。8月 29日，县环保局对水库水体抽样检测，31日出具了检测
报告，水库上游、中游、下游处监测断面所测水质均属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地表水V类水质。三是加强水库
管理。严格落实河长制管理，明确阳花湾水库河长制管理责任体系，29日印发了《白塔寺乡关于进一步健全阳
花湾水库管护制度的通知》，进一步落实阳花湾水库管护队伍，做好日常巡查管理，及时打捞水面漂浮物，清除
沿河两岸垃圾，水库水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四是开展回访。对库区周边 14名群众回访，14名群众均表示满意。
该案已结案。

一是成立了以县长刘怀笔负总责，常务副县长鄢华牵头，县住建局、县环保局、县城管局、石桥铺镇政府配
合办理的专项工作组。二是制定整改方案。8月 29日，工作组前往现场查看。制定整改方案。三是实施房屋搬
迁。2017年 2月 24日已启动防护距离 500米范围内的房屋搬迁。到 8月 31日，已有 60户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
议，其中 40户已完成房屋拆除和安置，其余在 2018年 5月 31日前完成（责任领导：常务副县长鄢华，责任单位：石
桥铺镇人民政府）。四是开展环境监测。今年 4月，委托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局六〇五大队分析测试中心对垃
圾处理厂环境空气进行监测，7月 4日出具报告，各项指标均低于标准限值。五是实施填埋治理。今年 3月 30
日，县兴安城市建设投资开发公司完成填埋区非作业区约 3.3万平方米的膜覆盖，完成填埋场内雨水分流系统
建设。六是开展满意度调查。8月 31日，对石桥铺镇附近 16户居民走访，群众均表示满意。该案已结案。

8月 29日，乐至县公安局联合县环保局、城管局印发《集中整治陈毅广场噪声扰民问题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整治工作；前述三局印制了《关于乐至中心城区禁止噪声污染的通告》规定：严禁在早 8时
前和晚 21时后开展广场舞活动；开展广场舞活动必须严格控制音量，不得超过 60分贝；严禁开展带风鸣声的打
陀螺活动；不得在学校、医院、机关、科研单位、住宅小区等噪声敏感区周边 200米内开展广场舞活动及打陀螺活
动。印制环保宣传资料《治噪音污染，创文明环境倡议书》5000余份，在陈毅广场及附近小区发放。明确专人对
陈毅广场进行值守整治。对开展广场舞活动群体进行劝导，同时，严禁开展带风鸣声的打陀螺活动。对广场周
边群众走访，群众对整治效果表示满意。该案已结案。

一、8月 28日 23时 30分，县文化执法大队当场要求东方豪仕业主进行整改，立即降低音量，并劝导客人文明
消费。二、29日凌晨 30分，李炜召集前述部门（单位）专题研究并采取整改措施：（一）责令东方豪仕增加、更换隔
音设施设备。（整改时限：9月 30日前，责任领导：李炜，责任单位：文体广新局）。（二）29日上午，县文化执法大队
约谈了东方豪仕业主，业主谢小华作出立即整改承诺，目前正在采购相关隔音设备。（三）30日，县文体广新局牵
头成立了巡查队伍，建立健全日常巡查机制。对东方豪仕商务会所业主进行了行政警告处分。（四）29日至 31
日，走访附近居民，群众对整改措施和整改效果均表示认可和支持。该案已结案。

一、8月 29日 11时 25分，彭敏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制定了整改方案。1.县公安局督促经营业主对顾客高声喧
哗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2.县城管局责令陈二娃烧烤和彭记饭店维修、更换油烟净化设施设备，督促业主增
加垃圾收集容器及时清扫生活垃圾，12时 40分，县城管局给两店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二、8月 30日 9时，
工作组与被投诉人约谈，再次宣传相关法律法规；两业主表示自愿停业整顿。三、8月 31日，“陈二娃烧烤”重新
安装了油烟净化设施；“彭记饭店”对油烟净化设施设备进行了清洗、维护。四、工作组走访了附近居民，群众对
整改情况表示满意。该案已结案。

一是制定整改方案。天宝乡政府迅速研究制定了《天宝乡垃圾填埋场整改方案》。二是迅速落实整改措
施。8月 29日，县环境保护局对垃圾填埋场外河道地表水进行取样检测，31日出具监测报告，结果表明水质属于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Ⅳ类水质；启动并完成对该垃圾填埋场覆膜掩盖；30日，开始修建截洪沟，9月 1日修建完
毕。三是对附近 2户居民走访，他们均表示满意。该案已结案。

一是 8月 29日，安岳县环保局对石花村 7组排洪口汇入龙江水库处上游 100米、汇入处、下游 200米 3个断面
取水监测，断面所测水质均属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地表水Ⅲ类水质。二是 30日，已督促刘时学、游昌学将
屠宰用圈全部拆除，原有废水排放口已堵塞。督促农户禁止散放养鸭子。对聚居点山洪排泄渠内的生活废水
排放口已全部整治，彻底消除污染隐患。三是规划整治聚居点内排放到浏支河的 6个排水口（牵头领导：副县长
邹武超，责任单位：华严镇政府，责任人：吴章军，完成时限：9月 30日前）。四是进一步完善聚居点农户沼气池设
施，做到生活污水、畜禽粪水全部入池处理后用于农作物种植，禁止污水或处理后的污水随意排放（牵头领导：
邹武超，责任单位：华严镇政府，完成时限：12月 31日前）。五是进一步整治完善排水沟渠，实现雨污分流，污水
入沼气池处理后综合利用。（牵头领导：邹武超，责任单位：华严镇政府、县水务局，完成时限：12月 31日前）。六
是将石花村纳入四好村或幸福美丽新村规划建设（牵头领导：邹武超，责任单位：华严镇政府，完成时限：2018年
12月 31日前）。七是 8月 31日，对 38户农户回访，受访群众表示满意。该案已结案。

1、8月 29日 15：00，市农业局组织召开专题会研究制定整改方案。2、8月 30日至 31日，安岳柠檬产业局组
织标准化农药化肥使用宣传车，到 4个乡镇柠檬种植基地村组，开展科学规范使用农药知识宣传，各乡镇农业服
务中心对辖区内农户进行用药宣传培训。3、组织专家会同相关乡镇农技人员在柠檬生产关键季节开展安全用
药技术巡回指导（整改时限：长期，牵头领导：副县长邹武超，责任单位：县柠檬产业局、农林局；）。4、加强对农
药经营部门的监管执法（责任单位：安岳县柠檬产业局、农林局；完成时限：长期）。5、8月 30日，专项调查组到 4
乡镇抽取 59名居民代表进行回访，群众均表示满意。该案已结案。

8月 31日，安岳县政府制定了整改工作方案并执行。（一）制定安岳县制鞋园区发展规划，进一步研究明确制
鞋产业的发展定位、产业规划和企业入驻条件、退出机制、招引政策等总体要求。（整改时限：2017年 9月，牵头领
导：常务副县长鄢华，责任单位：县经科信局等 9部门）；2.加快推进环评等相关法定手续办理。（整改时限：2017
年 12月，牵头领导：龙台发展区管委会副主任杨易，责任单位：县环保局等 6部门）；3.立案调查违法违规生产企
业。（整改时限：2017年 9月，牵头领导：副县长刘小彬，责任单位：县环保局等 3部门）；4.加强日常监管，加大法律
法规宣传教育力度。 （二）严格按照环评等相关法律法规，推进资阳电子化工新材料产业园相关工作。（整改
时限：2017年 12月，牵头领导：副县长曾正伟，责任单位：县环保局等 6单位）（三）加强对温氏畜牧公司监管，督
促依法办理环评等相关法定手续（整改时限：2017年 12月，牵头领导：副县长邹武超，责任单位：县农林局等 8单
位）；督促温氏畜牧公司 5家寄养户依法办理环评等相关法定手续，完善治污设施。（整改时限：2017年 9月，牵头
领导：副县长邹武超，责任单位：县农林局等 7单位）。（四）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日常运行监管，加快渗滤液
处理，委托第三方专业监测机构定期对处理厂的大气、土壤、水进行监测，防止污水渗漏污染地下水。（五）走访
周边群众，群众表示支持，该案已结案。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二、须关闭的畜禽规模养殖
场（小区）整治要求

（一）县级人民政府下达限期
关停或搬迁规模养殖场（小区）关
停或搬迁决定书。

（二）养殖场、养殖小区在规
定的时间内完成关停、转产或搬
迁，不再用于畜禽养殖、屠宰等。

（三）彻底清理养殖场内外的
养殖废弃物，杜绝污染持续。

（四）落实县级环保、畜牧部
门和乡镇人民政府的监管责任，
加强日常监管。

（五）畜牧部门依法注销《动

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从事种畜禽
生产经营的依法注销《种畜禽生
产经营许可证》，取得部省标准化
示范场授牌的养殖场，应申请取
消部省标准化示范场称号。（未完
待续）

资阳市畜禽规模养殖场
污染整治规范（试行）（二）

本报讯（许长江）8 月 29 日，安岳县
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转交的 4 个信访
件，反映该县通贤镇书房村 1 组“姜家沟
奶牛养殖厂”污染环境，石羊镇通往光辉
村公路边一家牛角制品厂作业时有臭气
产生，新城西区餐厅烧烤油烟和噪声污
染，周礼镇龙兴村养猪场、养兔场污水污
染。笔者从安岳县获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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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通贤镇书房村 1 组“姜家沟奶牛
养殖厂”污染信访问题，8 月 30 日，安岳
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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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养殖场已通过环评，县环保局批复准予
建设。现场核查时未发现有粪污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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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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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制定下一步工作措施。

对石羊镇通往光辉村公路边一家牛
角制品厂作业时有臭气产生的信访问
题，据了解，石羊镇通往光辉村公路边有
两家牛角制品作坊。一家 3月 17日停产

至今。另一家已停产 5个月，没有收购、
售卖行为，屋内外堆放的牛骨有轻微气
味。8 月 30 日上午，安岳县专项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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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属“三无企业”，现已停产。县工商局
赓即对这两家牛角制品作坊进行了调查
取证。目前，安岳县相关部门正在会商
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

对新城西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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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理想的信访问题，据悉，目前，县城柠
都新城西区底层餐饮及夜市烧烤 17 户
经营户均已购买油烟净化装置，其中 14

户安装完毕并投入使用，3 户正在安
装。8 月 30 日，17 户经营户全部自行停
业自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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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周礼镇龙兴村养猪场、养兔场污
水、粪便污染的信访问题，工作组走访
时发现，几家养殖场存在雨污分流不彻
底、粪沟渗漏等问题。8 月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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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由县农林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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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查快办四起环保信访件安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