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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交群众信访举报件资阳市边督边改情况汇总表

资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处理情况的日报告
省迎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截至 2018年 11月 29日，省迎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转交我市处理的群众来电来信举报件累计 84件（其中来电 43件，来信 41件），应上报处理情况的累计 66件，已经上报累计 66件（其中今日上报 6件）；已办结累计 66件（其中今日办结
6件），立案查处累计 27件，罚款累计 9.225万元，追责问责累计 15人，约谈累计 2人。群众来电来信举报件处理情况信息公开网址：http://www.ziyang.gov.cn/_ziyang/z_topic/green/catalog.aspx?id=3511。

资阳市人民政府
2018年11月30日

中央环保督察 进行时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交群众信访举报件资阳市公开情况批次一览表
（第二十一批 2018年11月23日）

序
号

1

2

受理
编号

X510000
2018112
30016

X510000
2018112
30081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资阳市安岳县
1、石羊镇的众兴建
材有限公司（三银村
2组）无环保审批手
续，作业区域未完全
封闭，未完全硬化；
材料堆放不整齐，裸
露未覆盖；无过水
池，沉水池也不规
范，造成扬尘污染。
2、石羊镇启元机砖
厂（启元村 6 社）和
红源机砖厂无环评，
废气刺鼻，排放超
标，噪音扰民，扬尘
严重。3、石羊镇的
金雄屠宰场未批先
建，无环评，无污水
处理设施。

资阳市安岳县
石羊镇的众兴建材
有限公司（三银村 2
组）建办公房、商混站
未取得建设审批手
续；生产经营商混未
取得从业资质等级；
非法设置加油罐。

行政
区域

资
阳
市

资
阳
市

污染
类型

大
气
、噪
音
、其
他
污
染

其
他
污
染

调查核实情况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1、关于“石羊镇的众兴建材有限公司（三银村2组）无环评审批手续，作业区域未完全

封闭，未完全硬化，材料堆放不整齐，裸露未覆盖，无过水池，沉水池也不规范，造成扬尘污
染”的问题：经核查，该问题属实。一是该企业未取得环评审批手续，2018年1月，安岳县环
保局对其进行了查处；二是该企业2018年1月以来，一直处于停产状态，现场作业区域已打
围封闭，但作业区域围挡局部破损；三是场地已硬化；四是剩余材料已进行覆盖，但存在剩
余材料边角覆盖不彻底，覆盖材料搭接不紧密；五是建有过水池、沉淀池，但过水池中的残
渣未清理彻底。

2、关于“石羊镇启元机砖厂无环评、废气刺鼻、排放超标、噪声扰民、扬尘严重”的问题：
经核查，该问题属实。2016 年 12 月该企业通过了环保备案（安环备〔2016〕159 号），但
2018年3月该企业擅自进行改、扩建，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现改扩建仍未全部完成。该厂
2017年7月至今一直未生产，未排放废气、噪声、扬尘。

3、关于“安岳县红源机砖厂无环评、废气刺鼻、排放超标、噪声扰民、扬尘严重”的问题：
经核查，该问题属实。一是经核查该企业2007年3月1日取得《关于石羊镇机砖厂机砖生
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的函》批复文件（安岳环函〔2007〕4号）。二是
该厂按照环评要求建设有相应环保设施，烟气收集完全，设施正常运行。该项目环评未划
定卫生防护距离。11月26日，资阳市环境监测站对该企业脱硫设施排放的废气进行了监
测,所测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均达标。三是11月24日23时，安岳县环境监测站对
该厂厂界进行了噪声监测，设置4个点位，实行了昼夜两个时段监测，其中发现因风机皮带
老旧未及时更换致夜间1个点位夜间噪声超标3分贝。四是该企业堆放原料弃土未覆盖，
存在扬尘污染。

4、关于“石羊镇金雄屠宰场未批先建，无环评、无污水处理设施”的问题：经核查，该问
题不属实。一是该屠宰场于2012年12月18日取得《土地使用证》，使用权面积2033㎡，用
途为工业用地；二是该屠宰场于2011年12月21日办理了环评审批手续（安环审批〔2011〕
121号）；三是该屠宰场安装了污水处理设施，并于2017年9月28日通过了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安环验〔2017〕24号）。

经现场核实，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1、关于“资阳市安岳县石羊镇的众兴建材有限公司（三银村2组）建办公房、商混站未

取得建设审批手续，生产经营商混未取得从业资质等级”的问题：经核查，该问题属实。一
是安岳众兴建材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租赁原石羊镇预制构件厂5亩工业划拨国有土地
用于生产，租用1997年建成的约133平方米的管理用房用于办公，其中板房1处约65平方
米，砖木房1处约68平方米。混凝土生产项目于2014年2月开始筹备建设，2015年7月完
成设备安装，2015年10月开始生产混凝土，没有新增场地和办公用房。二是该公司仅安装
搅拌设备1台，散装水泥罐3个（属于机械设备），未达到《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标准》的
要求，不具备申办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的条件，公司也从未向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预拌
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2018年1月8日，县住房城乡规划建设局会同县经科信局实施停电
处理，该公司停产至今。2018年1月19日，县环境保护局对该公司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混凝土搅拌项目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进行立案调查（安环法字〔2018〕5号），并处罚款（安岳
环法字〔2018〕4号）。

2、关于“非法设置加油罐”的问题：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该企业2015年购置了旧储
油罐一个，用于储水，因锈蚀漏水，2017年5月当作废铁变卖。

是否
属实

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责任领导：副市长雷刚
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经信委、市农业局、安岳县政府
责任人：市环保局局长邓发潮、市住建局副局长杨学龙、市经信委副主任汪远辉、市农业局副局长韦方俊、安岳县副

县长刘小彬
从11月24日开始，市环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家林全程敦促、督导安岳县开展投诉案件处置工作，并提出相关工

作意见和建议，安岳县政府积极开展了该事件相关处置工作。
（一）第一个问题的处理情况：一是安岳县住房城乡规划建设局责成该公司对存在的环保问题进行全面整改。二是

针对企业手续问题，安岳县政府正组织有关部门及石羊镇政府制定整改方案，要求企业继续停产整改，并要求该企业如
若继续从事预拌商品混凝土生产经营活动，必须在2019年11月底前根据《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标准》及环保等相关
要求完成整改，整改完成后需经相关部门验收后才能恢复生产活动，否则将依法对该企业进行取缔。三是安岳县经科信
局责成该公司在未取得合法建设等相关手续前，供电公司不得恢复供电，并由石羊镇政府负责对该企业的巡查和监管。
四是环保局责成该公司在完善行政审批手续前继续停产。11月26日，该企业已对作业区域围档破损部分进行全面修
补，做到了全封闭；对剩余材料边角进行了彻底覆盖，覆盖网交叉搭接紧密；已对过水池的残渣进行彻底清理。该企业表
示将及时补办相关手续，取得相关手续前，严格落实停产要求。

（二）第二个问题的处理情况：1、11月26日，安岳县环境保护局对石羊镇启元机砖厂擅自实施改、扩建项目未报批环
评文件，已立案调查（安岳环行处〔2018〕55号），并向该机砖厂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安岳环责改字〔2018〕66
号）；2、安岳县环境保护局责成安岳县启元机砖厂停止建设，补办改、扩建环评审批手续，11月24日该机砖厂已停止建
设。企业表示将严格落实停止建设要求，已在着手补办环评相关手续。

（三）第三个问题的处理情况：1、对安岳县红源机砖厂厂界噪声超标已立案调查（安岳环立字〔2018〕56号），并下达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安岳环责改字〔2018〕67号）及对该机砖厂原料露天堆放未覆盖进行了立案调查（安岳环立字

〔2018〕54号），并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安岳环责改字〔2018〕65号）。2、安岳县环境保护局责成安岳县红源机
砖厂进行裸土覆盖，并对厂区堆放原煤实施三面围挡；对厂界噪声超标的点位进行整治。11月26日该机砖厂已对裸土
进行覆盖；已更换风机皮带。11月27日，安岳县环境监测站再次对其噪声进行了监测，噪声均达标排放。同时，由石羊
镇党委、政府进行日常监管，坚决防止问题反弹。

（四）第四个问题的处理情况：工作组要求该屠宰场按照环保相关要求，严格落实污染防控措施，做好污水处理设施
日常维护，确保设施正常运行。

11月26日，案件工作组到被投诉单位回访周边群众共54名（其中，回访安岳众兴建材有限公司周边群众代表11名、
安岳县石羊镇启元机砖厂周边群众代表15名、安岳县红源机砖厂周边群众代表14名、安岳县石羊镇金雄屠宰场周边群
众代表14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认可。

责任领导：安岳县副县长刘小彬
责任单位：县住房城乡规划建设局、县国土资源局、县工商局、县环境保护局、县经科信局、石羊镇政府
责任人：县住房城乡规划建设局局长龚宏、县国土资源局局长聂永贵、县工商局局长金信国、县经科信局局长安从

锭、县环境保护局局长廖刚、石羊镇镇长吴伟
从11月24日开始，安岳县副县长刘小彬全程敦促、督导责任单位开展投诉案件处置工作，并提出相关的工作意见和

建议，成立了综合协调组、现场处置组等8个小组，积极开展了该事件相关处置工作。
（一）第一个问题的处理情况：工作组责成众兴建材有限公司在县级相关部门和乡镇指导下完善用地、建设、环评等

手续，在按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标准》要求和有关程序取得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前，不得从事商混生产经营
活动。若2019年11月30日之前仍未完善相关手续，将予以取缔。众兴建材有限公司表示配合工作组，继续停产整改，
直至取得合法手续，将污染防治设施配套齐全后才生产。

（二）第二个问题的处理情况：工作组要求企业严格按照工商营业执照登记的营业范围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未经审批
前，不得随意变更。利用废物改造生产设施时，要防止造成环境污染。企业表示将按照工作组要求开展生产活动。

11月25日15时30分，案件工作组到被投诉单位周边回访群众代表23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已启动
追责问责程
序，有关工
作正按程序
办理。

无

根据《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国土资源部 39 号令等相关规定，经资阳
市人民政府批准，资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
委员会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兴城大道西延线
以南、外环路西三段以西、成渝高速公路以东
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设计指标要
求（详见下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
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
请，也可以联合申请。但出让文件中有特殊要
求或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除外。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式为
有底价挂牌出让，按照最高挂牌报价不低于底
价的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
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
至 2019年 1月 2日（正常上班时间）到资阳市土
地矿产交易中心（资阳市国土资源局办公楼
702室）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并向资阳市土地矿
产交易中心提交书面申请。我委于 2018 年 12
月 28日 10时组织申请人对拟出让地块进行现
场踏勘。

五、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9年
1 月 2 日 16 时（以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为准），

竞买保证金交款单位须与竞买申请人一致，禁
止代缴竞买保证金。

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
条件的，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中心将在 2019年
1月 2日 17时 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地

点为资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资阳市雁江区
河埝街 12 号 2 楼），受理竞买人的报价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26 日 8 时 30 分至 2019 年 1 月 4 日
10时 00分止（含法定节假日）。

七、联系方式
联系地点：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中心（资阳

市城区娇子大道与二环路交汇处资阳市国土资
源局 702室）

联 系 人：谭先生、肖先生
联系电话 ：028－26379070

资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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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
编号

2018- 高B-1

地块
位置

资阳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出让面积㎡）

79707.13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容积率

＞1.0

建筑密度（%）

＞40

绿地率（%）

10-20

出让
年限

50年

起始价
（万元）

1460

保证金
（万元）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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