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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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受理编号

20170905016

20170905032

20170905056

20170905079

信20170905041

信20170905063

信20170905153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资阳市安岳县九韶路“柠都新城西区”1栋、4
栋、7栋、19栋临街一侧多家餐馆油烟污染严重，
目前商家准备将人行道挖开，拟向地下的雨污管
网排污。来话人认为往地下排烟会产生新的污
染，且会堵塞管道，要求安装油烟管道。

资阳市安岳县兴隆镇金庹村 12 社“洪卫水
库”承包给私人肥水养鱼，水质严重污染，希望尽
快核实整改。

资阳市雁江区伍隍镇场镇上的自来水厂污水
（呈黑色）排放到双石桥水库附近，污染水库水质。

资阳市安岳县工业园区内的“四川省山野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生物酶）夜间排放刺鼻气
体，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资阳市安岳县周礼镇镇区内一条小河流，被
当地居民视为“母亲河”，因沿河两岸乱修乱建现
象严重，垃圾、污水直接排入河道，严重影响水质。

资阳市安岳县清流镇鸭儿石水库肥水养鱼二
十年，严重污染周围农户的人畜饮水。

资阳市乐至县高寺镇永胜乡岩板滩水库多年
对外承包，承包商长期王河里放肥料、鸡粪喂鱼，
导致水体被污染；岩板滩水库河堤堤坝处屠宰场
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河。

行政
区域

安岳县

安岳县

雁江区

安岳县

安岳县

安岳县

乐至县

污染
类型

油烟

水

水

大气

水

水、
其他

水

调查核实情况

经副县长、公安局局长彭建华牵头，县城市管理局、县环境保护局、县食药监局、县工商
局、岳阳镇人民政府配合办理的专项工作组调查核实：安岳县柠都新城西区，位于新城区秦
九韶路南段，属底层为商铺上面为电梯住宅的商住楼盘，柠都新城西区3户餐饮业主为排放
餐饮经营时产生的油烟，未经许可擅自挖掘城市道路将油烟排放管道接入雨水管网。

经副县长邹武超牵头，县水务局、兴隆镇具体负责的专项工作组调查核实：观音寺水
库（原名洪卫水库）建于1970年12月，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属小（一）型水库，位于安岳县
兴隆镇碑顶村，距场镇约 1公里，周边涉及金庹村 1、7、8、11、12、14组共 65户约 900余人，
金龙村 2、3组约 10余户 100余人。2003年承包给水库管理员黄秀权养鱼（合同期限 2003
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已到期），群众反映2016年前有肥水养鱼现象，2016年底
承包合同到期后未再对外发包；2017年3月29日观音寺（“洪卫”）水库管理站委托管理员
赵小华管理，并签订了内部管理责任书，实行清水养鱼，管理期限1年，8月18日已经终止
了内部管理责任书。

9月6日，副区长欧阳建组织区水务局、区环保局、伍隍镇成立专门工作组到现场对群
众投诉事项进行了调查走访。经核实，群众投诉伍隍镇小伍南片区自来水厂尾水排放到
双石桥水库附近属实，水质污染情况由专业检测机构检测后确定。

龙台发展区管委会副主任杨易牵头，县经科信局、县环境保护局配合办理的专项工作
组，9月6日上午到四川新华扬山野生物有限公司进行了实地走访，查看了该企业环保设
施运行状况，在企业现场闻到生产异味，异味来源正在排查。

经副县长鄢华牵头，县治理办、县住建局、县环保局、县水务局和周礼镇相关单位配合
办理的专项工作组调查核实：周礼镇场镇居民15000余人，场镇河道长800余米，沿河两岸
有300余户居民。无乱修乱建现象；河道沿岸有2处生活垃圾乱扔现象，未及时清理；河道
清理工作已完成；周礼镇污水处理厂正在建设，沿河两岸居民生活污水有18处直排现象，
沿河两岸入户污水收集管网已基本完成，收集汇入主管网达75%。

经副县长邹武超牵头，县水务局、县环境保护局、县卫计局、清流乡等相关单位具体负
责的专项工作组调查核实：鸭儿石水库位于安岳县清流镇境内，距离安岳县城 40千米。
水库于 1970年 10月动工兴建，1973年 5月建成投入运行。该水库坝址以上集雨面积 5.8
平方千米，总库容306万方，正常库容217万方，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以防洪、养殖等综合
利用的小（一）型水库。周边涉及清流乡鸭石村5个组、兴隆镇碑顶村4个组、共和乡石井
村1个组。该水库于2005年由鸭儿石水库管理站发包，承包人为王强（内江市市中区人），
承包期为20年（2005年1月至2024年12月），2017年7月前有肥水养鱼现象，7月县水务局
和清流乡制止了水库施肥行为，承包人代理人李云义承诺不再向水库施肥，库存化肥已在
8月9日全部运离水库。

9月6日上午，由县水务局、环保局、农业局，会同高寺镇人民政府、岩板滩水库联合管
理站进行现场走访调查，县环保局组织环境监测站对岩板滩水库大坝处，库区中、下游水
质进行了采样。经核实：岩板滩水库属小（一）型水库，位于高寺镇境内，水库河床在沱江
水系阳化河上游支流上。该库于2013年8月9日由岩板滩水库联合管理站与李小洪签订
了岩板滩水库水体养殖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自2016年5月50日至2019年5月20日止。据
库周边群众反映和对租赁方的质询，该库2017年以前存在用化肥、饲料养殖，2017年至今
未发现有下肥、下粪现象。屠宰场已于2017年4月取缔关闭。该案件反映属实。

是否
属实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处理和整改情况

在群众举报前，9月5日16：20，安岳县市政建设监察管理所向擅自挖掘人行道路的
3户商户发出书面通知，督促按照环境保护技术规范有组织排放油烟，目前2户商户已
停止挖掘人行道路，另 1户已挖掘完毕，正按要求及时恢复人行道路，9月 15日前完成
恢复工作。

8月15日、26日群众先后两次举报该水库肥水养鱼问题，安岳县立即落实有效措施
予以解决。8月27日，县环境保护局对水库上、中、下三个地点取水样进行检测，检测结果
为：中段处监测断面所测水质均属于地表水Ⅳ类水质，上游处监测断面所测水质属于差
于地表水Ⅴ类水质，8月29日，兴隆镇将水质检测报告在金庹村、金龙村等重要地点进行
了公示；8月27日，县疾控中心对水库上、中、下游三个不同点位住户水井进行了水质取
样，取样结果为：1户合格、1户总硬度与硫酸盐超标、1户含总大肠杆菌，其余指标合格。
由副县长邹武超牵头，县水务局具体落实，现正规划给金庹村所涉及群众打人工井，解决
人饮问题，在12月底前完成。对水库水质问题，已制定了《安岳县观音寺水库水质保护方
案》，严格落实水质保护措施，确保在2020年达到地表Ⅲ类水标准。

经雁江区工作组初步会商，确定：一是由伍隍镇成立宣传工作组，积极与周边群众
进行宣传沟通，征求群众意见；二是区环保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小伍南片区水厂
尾水进行采样检测，检测结果于2个工作日后出具；三是由区水务局、区环保局、伍隍镇
针对小伍南片区自来水厂尾水排放问题制定整改方案：1.立即停止小伍南片区水厂尾
水排放，断绝对双石桥水库水质的影响；2.对水厂外尾水囤积池进行清淤，种植水生植
物，形成生态湿地；3.由区水务局负责，小伍南片区水厂具体负责，立即引进成套污水处
理系统，确保水厂尾水经处理后中水回用，该项工作在10月底前完成。

目前，安岳县专项工作组正在汇总调查走访、查阅资料等相关情况，组织相关部门
会商研究整改措施。

9月6日9:42，安岳县环境保护局对周礼场镇河道地表水进行取样，拟于9月8日前
出具检测报告。周礼镇人民政府已组织开展沿河垃圾清理，拟于9月8日前完成；启动
沿河污水入户管网接入场镇污水处理厂污水收集主管网工作，拟于9月21日前完成。

8月28日，根据群众反映，安岳县疾控中心对水库库区清流乡鸭石村5户群众饮用
井水取样检测，结果为 1户合格，2户锰超标，2户有细小颗粒，其余指标合格。由副县
长邹武超牵头，县水务局具体落实，现正规划给鸭石村所涉及群众打人工井，解决人饮
问题，拟于12月底前完成。9月6日10：00，县环境保护局对水库进行了水质取样送检，
拟于9月8日出具正式检测报告后，按程序进行公示；9月6日11:20，县疾控中心对水库
库区兴隆镇碑顶村2户村民饮用井水取样送检，拟于9月16日出具报告。

9月5日晚，乐至副县长管昌平组织县水务局、环保局、农业局等相关部门，召开专
题会议，由县水务局牵头，县环保局、农业局、高寺镇政府配合，县水利工程管理总站具
体负责落实。9月6日上午，乐至县工作组进行了现场走访调查；县环保局组织环境监
测站对岩板滩水库大坝处，库区中、下游水质进行了采样，现阶段正对采样水体进行监
测分析。乐至县工作组初步方案为：进一步加强调查走访力度，将根据汇总检测、走访
调查情况，再会商制定相应整改方案；同时，由高寺镇党委政府加大周边群众宣传、解
释工作，做好日常监管巡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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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
序号

1

2

3

4

5

受理编号

信20170831056

信20170831126

信20170831127

信20170831128

信20170831149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资阳市安岳县
汪家沟的废弃学校
内有一个废塑料加
工厂，异味、噪声扰
民严重。

资阳市雁江区
三贤祠街道爱国社
区领地坐标小区 9
幢和 3幢之间的 5家
防护栏加工和脚手
架出租门市噪声扰
民。

资阳市雁江区
小院镇蒙溪河上游
护河堤一条明沟的
黑臭污水沟从河堤
的起点处直接排入
河中。白象 11 社、
14 社、15 社连接场
镇生活废水直接排
入蒙溪河。养殖承
包人胡再兴投放数
量庞大的鱼种影响
水质。

资阳市乐至县
石湍镇中学外修消
防用水工程，挖出的
土方填平河流，完工
后未清除。

资阳市安岳县
永清镇新光村砂石
场尘土飞扬、噪声严
重，影响居民生活。

行政
区域

安岳县

雁江区

雁江区

乐至县

安岳县

污染
类型

噪声、大气

噪声

水

其他

扬尘、噪声

调查核实情况

8月31日23：10接件后，赓即成立了专项工作组，由县长刘怀笔负总责，副县长
刘小彬牵头，县政府办、县经科信局、县环境保护局、县工商局、县教育局、岳阳镇配
合办理。

9月 1日 11:50，上述部门有关人员共 9人到现场进行了实地走访。经查：一是
该废塑料加工厂主要从事包装泡沫回收压缩处理，有一台生产用的低转速压缩机，
共3人从事生产活动，在生产过程中有噪音、粉尘和异味产生，对附近居民生活造成
一定影响。二是县工商局、县环境保护局对废塑料加工厂相关资质进行了调查，该
加工厂未取得营业执照、环评手续，无环保设施。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8月31日22时左右接件后，赓即成立了工作组，由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局长杨天
学、副局长杨峰牵头，区政府、市城管执法支队、三贤祠街道办、区工商局配合办理。

8月31日22:30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副局长杨峰带队，组织区政府、市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支队、三贤祠街道办、三贤祠城管执法大队、社区等相关人员到现场进行踏勘，分
别找到了腾达装饰、曲直不锈钢等5家防护栏经营店的具体位置。同时发现，另有11
家从事铝合金加工的店铺。

9月1日，上述部门有关人员共17人再次到现场进行了调查核实。经查，几处防
护栏加工门市切割金属以及和脚手架门市上下金属货物时会产生噪声，给周边居民
楼产生影响，特别是金属切割加工时噪声分贝已超过该区域的允许限值。投诉人反
映的情况属实。

9月1日，雁江区常务副区长龚小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钧带领区水务局、
区环保局、小院镇党委政府到现场进行了调查，走访了周边群众。经查：雁江区小
院镇场镇常住居民约0.96万人，场镇由小伍南片区自来水厂供水，日供水约400m3/
d，部分居民自备井水取用量约 50m3/d。场镇未实行雨污分流，大部分雨水混入污
水管网流走，收集的污水经沼气池沉淀后通过9个排污口排入小院河。

群众反映的小院镇蒙溪河上游护河堤实为小院河场镇段，也属于东方红水库库
区小院场镇段，小院河起源于东峰镇双堰村，在小院镇三角村4组汇入蒙溪河，白象
村11组、14组、15组地处小院场镇中心地段。

小院河场镇段（东方红水库库区）于2015年1月承包给钟军（信访人反映的胡再
兴实为胡正兴，系钟军合伙人）。2016年6月，因整治小院河下游堤坝，东方红水库
进行了放空处理，2016年 12月蓄水，承包人于 2017年 3月投放了价值约 14万元的
鱼苗，主要鱼种为花鲢、白鲢和草鱼。群众反映事项属实。

8月31日22：40接件后，立即明确由县长彭玉秀负总责，副县长管昌平具体负责，
召集县水务局、县环保局、县水利工程管理总站等部门召开专题会议。明确由县水务
局牵头，石湍镇党委政府配合，县水利工程管理总站具体负责，并责成石湍镇政府召
集镇相关人员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实地查看。

9月1日8：30，调查处理组成员赶赴现场开展调查核实。经查：1、该河流为石湍
镇简家河水库下游石湍河，简家河水库属小（一）型水库，大坝于 1973年 9月动工，
1975年5月竣工，坝顶长230米、宽3米、高程426.5米。

2、案件中反映的消防用水工程为乐至县2014年抗旱应急水源工程其中的一处
应急抗旱井，该工程于2015年12月完工，原开挖土方堆积在河道边，未及时清理完
毕并长满很多植物，影响行洪及周边环境。该件反映的情况属实。

9月1日，县委组织部部长陈兴凯率县住建局、县环保局、永清镇政府等14人到
现场进行调查、实地踏勘。经查：信访人举报的“资阳市安岳县永清镇新光村砂石
场”位于永清镇新光村2组，占地面积约4亩。2009年3月该沙石搅拌场办理了《营
业执照》，2016年 2月 10日办理了《税务登记证》。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
销售河沙、水泥，加工销售石子、混凝土，月销量500方左右。

2016年12月31日，县环保局对永清镇新光村砂石场进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备案，未取得生产预拌混凝土资质许可。2012年 9月至 2017年 7月 7日，生产经营
期间，沙石搅拌场存在扬尘、噪音问题；7月7日依法查封后，未生产经营，不存在噪
声问题。 该信访件反映情况属实。

是否
属实

是

是

是

是

是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9月1日，县工商局对废塑料加工厂发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其停止收购加工废旧泡沫经营活动，县电力执
法大队依法依规对该废塑料加工厂实行了断电。同时，该废塑料加工厂经营人刘见平作出书面承诺，从即日起不再收
购泡沫等废弃塑料，库房只出不进。

二、9月2日该废塑料加工厂已将库存产品整理堆放整齐，院坝垃圾清理完毕，不会产生异味、噪声。
三、责成县经科信局负责，督促按期完成整改，若废塑料加工厂继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须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取得

环评手续，待环保验收合格后方能进行生产经营。
四、9月3日10:30对加工厂周边6名居民进行回访，就处置工作开展了满意度调查，群众表示满意。
该案已结案。
一、制定整改措施。8月31日23：00，市城市行政执法局、三贤祠街道办、三贤祠城管执法大队、社区等相关同志召

开了专题研究会，要求对经营防护栏装饰的商家立即进行整改落实，同时对周边类似经营户进行摸排、约谈。
二、责令被投诉的立即进行整改。9月1日8：00，工作组对领地坐标所有的防护栏加工经营户进行走访宣传，劝导

其不能在门店上进行切割加工作业。10：30调查组在爱国社区对领地坐标的防护栏经营户进行了约谈。告知其噪音污
染、占道经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国务院《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依据其规定责令16家加工防护栏商家立即进行整改，要求“禁止在靠近居民区的门市进行切割加工作业，搬运物品时轻
拿轻放”，到会经营户均表示同意按要求进行整改。

三、跟踪整改，建立长效机制。9月1日，三贤祠街道办成立由社区干部、城管队员、网格员等组成的巡查组，加强日
常巡查监管，对噪声扰民问题进行劝导，督促其不能在门市上进行金属切割加工作业、搬运作业时禁止在居民休息时间
内进行。

四、聘请专业测噪。9月2日，工作组约请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技术人员对铝合金加工时发出的噪声进行测定，同时
请来居民现场监督。经测试，护栏商家在进行金属切割加工时，居民楼内边界噪声为63分贝，超出区域限值。工作组再
次对16户护栏加工商家进行了宣传，商家均承诺不在店内外进行金属切割加工作业。噪声源得以消除，扰民问题整改
落实。

9月1日下午、9月2日工作组分别对领地坐标1、2、3、4、5、6、9栋的住户进行了入户走访座谈，并通报了处理情况，
同时请住户对防护栏经营者行为进行监督，发现问题及时向居委会举报。因投诉人未留联系方式，故未能与投诉人直
接进行沟通。周边群众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该案已经结案。

一、9月1日，常务副区长龚小平、区纪委书记龚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钧先后带领区水务局、区环保局、小院镇
党委政府到现场调查走访后，赓即召开工作推进会，研究制定了小院场镇污水排放整治方案。

二、定期开展河道“两清一疏”工作。由小院镇负责，每天开展巡查巡逻。区水务局、丰裕镇水库管理站组织白象
村、农田村持续对河道开展“两清一疏”工作，即清除河面漂浮物、清除两岸杂草垃圾、疏浚河道。目前已进行三轮清理
工作。

三、对场镇排污口开展归整清理工作。由小院镇负责，加大对场镇排污口的巡查力度，对排污口中堵塞的垃圾和杂
草进行清理。

四、督促养殖承包人按时完成清理工作。由区水务局负责，督促养殖承包人钟军及其合伙人胡正兴按照8月28日
送达的承包合同终止通知书和约谈要求，确保在12月底前完成水库内鱼的打捞及相关附属设施的清理工作。

五、加快推进污水整治应急工程。委托四川义科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新建1.6千米的污水收集管网，基本实现白象
村11组、14组、15组群众排放污水与地面雨水分流，提高污水收集率；同时新建日处理400立方米的污水处理一体化设
备，消除排污口散乱和直排现象，提高污水收集和处理能力，达标排放。9月3日，区水务局、小院镇政府与一体机处理
设备、管网建设公司和管网设计公司确认了技术实施方案。（整改时限：10月底前，责任领导：常务副区长龚小平、区纪委
书记龚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钧，责任单位：区水务局、区环保局、小院镇政府。）

六、加快建设污水处理厂及管网设施。委托四川璟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中冶成都勘察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对小院
污水处理厂进行实地勘测设计，预计 9月底前出具所有管网建设的设计，由资阳市城投公司具体负责，统一打捆通过

“PPP”模式引进社会资本，年底前启动污水处理厂建设。目前已完成现场踏勘，正在开展内业设计工作。（整改时限：9
月底前出具设计结果，12月底前启动建设，2019年5月底前建成投入运行。责任领导：组织部长孙家茂、副区长欧阳建，
责任单位：区水务局、区环保局、小院镇政府。）

七、结合河长制改善水域环境。严格按照“一河一策”总体规划，科学谋划，标本兼治，彻底改善小院河整个水域环
境。（整改时限：长期；责任领导：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钧，责任单位：区人大办、区水务局。）

一、9月1日，县包案领导管昌平、县水务局、石湍镇政府、简家河水库联合管理站组织清理队伍及挖掘机一台，对该
应急井工程尚未完全清理的开挖土方进行清除，于9月1日10：10动工，12：40完工，清理土方约80方，并适地堆放，保障
了行洪安全。

二、石湍镇政府落实村组干部对辖区内环境卫生的日常监督检查工作。
三、县水务局和石湍镇党委政府通过召开座谈会、入户沟通等多种方式对当地群众进行宣传解释、情绪疏导，周边

群众表示认可支持。
该案已结案。

一、制定整改方案。9月1日，专项工作组在对安岳县永清镇新光村沙石搅拌场实地走访调查后，制定了由县委组
织部部长陈兴凯牵头，县住建局、县环保局、永清镇政府具体落实的整改方案，明确了整改任务、整改时限及责任人。

二、督促整改落实。7月7日，因该沙石搅拌场未取得生产资质许可，县住建依法查封了生产设备。
三、9月1日，对该砂石搅拌场未使用的沙石料完全覆盖，并做好整改期间的扬尘治理工作，责令在2018年5月31日

前完善相关手续，逾期未完善，将依法按程序予以取缔。（整改时限：2018年5月，责任领导：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兴
凯，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县环保局。）

四、加强动态巡查。整改期间，由县住建局、县环保局、永清镇政府，组织镇村干部每天对安岳新光村沙石搅拌场进
行动态巡查。

五、9月2日，工作组对新光村沙石搅拌场周边12户村民进行走访和满意度调查，群众表示满意。该案已结案。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