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要闻
2018年6月18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方弘
版式策划：梁震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3批（2018年6月9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受理编号

X150000201
806090002

D150000201
806060004

D150000201
806060003

D150000201
806080046

D150000201
806080048

D150000201
806080060

D150000201
806080061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甲拉营村村民实名联名举报：
云喜威（赛罕区国土分局副局长）、云耀忠（金河镇甲拉营村党支
部书记）、张四正（金河镇甲拉营村村长），金河镇甲拉营村北沿
河一带，从2011年至今采沙不断，举报数次但无人问津。
1.2011年毁林开沙厂，受到村民阻拦后雇佣黑社会对村民进行
砍、打后，村民无人阻拦，2011年至今8年内，挖掉河堤3公里；集
体的耕地、水浇地、林地约四（五）公顷；6户村民领过确权证的承
包地53.74亩；砍掉了146棵（森林公安备案）树木。严重破坏生
态环境。
2.2016年占用集体耕地、林地45亩，建设了沥青厂，生产时黑烟
滚滚、气味逼人。村民多次向上级相关部门举报，才暂时关停，
但炒沥青原料堆积如山。该厂一直未拆除，工人常常发出开始
生产的信号。
3.2011年开始云耀忠与四弟云耀峰每年通过砍伐数量不够追
责的办法，6年间毁掉了一片森林，由于上级没有追责，于2017
年7月一次性砍伐直径为50厘米以上的大树146棵，赛罕区森
林公安南店派出所再接受村民举报后，告知村民不要告了，有领
导阻拦，砍伐行为给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破坏。
4.2017年4月，为扩建沙厂，将附近4户村民房间夷为平地，报警
后，公安局追查时，云喜威为了利益对沙厂沥青厂进行包庇。

和林格尔县西沟门乡木器加工厂非法占用耕地,喷漆味道
浓重,生产时间特别晚,噪声污染严重,而且没有任何环评
手续。2016年环保督查组进驻内蒙古期间曾举报该木器
加工厂,当时该厂已取缔,但两个月以后重新开工,并逐渐
扩大生产规模,举报人多次向当地环保部门举报,一直未
得到解决,举报人怀疑该厂与环保部门有关联,上周该厂
已暂时停产,规避检查。

木器加工厂非法占用耕地,喷漆味道浓重,生产时间特别
晚,噪声污染严重,而且没有任何环评手续。2016年环保
督查组进驻内蒙古期间曾举报该木器加工厂,当时该厂已
取缔,但两个月以后重新开工,并逐渐扩大生产规模,举报
人多次向当地环保部门举报,一直未得到解决,举报人怀
疑该厂与环保部门有关联,上周该厂已暂时停产,规避检
查。

玉泉区香榭澜湾自备井无手续，饮用水不达标。

市辖区南二环丰瑞公园一号小区前方快速路未安装隔音
板，来往车辆噪声严重扰民。快速路上减速带发出声音严
重扰民。

玉泉区西瓦窑村扎达盖河河道污染，水质差，有异味，周围
堆放垃圾。

高架桥上的减速带声音噪音特别大，丰瑞公园B号小区的
饮用水污染特别严重。检测数据严重超标好多年了，希望
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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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6月8日，赛罕区环保、国土、林业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
组赴现场进行核实调查，开采沙厂砍伐树木和沥青拌
合站情况属实。

上周该厂已暂时停产，规避检查。

上周该厂已暂时停产，规避检查。

2018年6月9日，市水资源管理局、玉泉区环保局、昭君
路街道办事处赴现场开展核实工作。经核查，情况属
实。

经市城乡建设委分析，造成噪音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快速路
BRT运行后，为考虑社会车辆与公交车的安全行驶，呼和浩
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于2017年7月中旬在BRT站点前的位
置实施了震荡标线（减速带），车辆经过时发出较大声音。

2018年6月10日，玉泉区项目办、鄂尔多斯路街道办事
处赴现场核实情况。经核查，情况属实。

1.2018年 6月9日晚，玉泉区环保局、石东路街道办事
处赴现场核实。玉泉区环保局分别对丰瑞公园1号段
车辆通过噪声进行了监测，结果显示为夜间噪声超标，
部分情况属实。
2．协调呼和浩特市水质监测中心对丰瑞公园1号小区
饮用水进行检测。

是否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沙厂于2017年7月全部关停，截至目前未进行
开采。
（二）沥青拌合站已经对生产设备进行拆除，计划
2018年7月10日全部清除到位，并于7月10日开始
按照方案进行复垦，7月31日前复垦完成。

6月9日开始，和林格尔县对生产车间设备及原料进
行全面清理整治，并实施查封扣押，6月12日前全部
清理完毕。

6月9日开始，和林格尔县对生产车间设备及原料进
行全面清理整治，并实施查封扣押，6月12日前全部
清理完毕。

玉泉区昭君路街道办事处要求香榭澜湾小区开发企业
立即进行整改，接入城市自来水管网。目前，已与供排
水公司对接，制定整改方案。目前，自来水管网已接通。

已安排快速路业主单位呼和浩特市市政工程管理局
组织施工单位进行声屏障安装。

1.鄂尔多斯路街道办事处对西瓦窑村扎达盖河沿
岸林地内垃圾进行了集中清理，当晚已全部清理完
毕。
2.扎达盖河河道内水质差是因为河道内积存大量
雨水，由于近日天气炎热，水体不流动，导致水质变
差。玉泉区项目办立即组织施工队对西瓦窑村扎达
盖河变质水体进行抽排，将变质水体排放到污水管
网中。目前，抽排工作已完成。

1．经与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协调，将安排市政工程管
理局进行整改，在高架桥丰瑞公园1号段安装声屏
障，降低噪声。整改工作计划于7月15日完成安装。
2．经呼和浩特市水质监测中心对该小区二次加压
泵房饮用水取样化验，化验报告检测项目结果符合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问责情况

基于开采沙厂砍伐树木问题，沙厂
当事人幕建国，因毁坏农田罪被处
刑事责任，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同时对负有监管责任的赛罕区国
土分局副局长云建中、金河国土所
长李俊平、副所长张俊杰以玩忽职
守罪追究刑事责任。

（一）县公安局给予企业负责人刘沈兵
（男，152630198101292172）行政拘留
十五日的处罚(期限从2018年6月9
日至2018年6月24日止)。
（二）县环保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按上
限对其行政处罚20万元。
（三）县检察院启动该信访案的公益诉
讼。
（四）呼和浩特市纪委决定给予和林格
尔县原副县长、现市政府副秘书长杨星
晟，和林格尔县副县长郭文俊、副县长
贺丰党内警告处分。县委、县纪委决定
给予县环保局局长刘瑞明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免去党内及行政职务；县环境
监察大队大队长苏永彬撤职；盛乐镇党
委书记云安民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盛乐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月忠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免去党内及行政职务；盛乐镇
人大主席张永伟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一）县公安局给予企业负责人刘沈兵
（男，152630198101292172）行政拘留
十五日的处罚(期限从2018年6月9日
至2018年6月24日止)。
（二）县环保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按上
限对其行政处罚20万元。
（三）县检察院启动该信访案的公益诉
讼。
（四）呼和浩特市纪委决定给予和林格
尔县原副县长、现市政府副秘书长杨星
晟，和林格尔县副县长郭文俊、副县长
贺丰党内警告处分。县委、县纪委决定
给予县环保局局长刘瑞明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免去党内及行政职务；县环境
监察大队大队长苏永彬撤职；盛乐镇党
委书记云安民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盛乐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月忠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免去党内及行政职务；盛乐镇
人大主席张永伟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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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托县工业园区的金达威药厂、石药厂等很多药厂对我
们托克托县污染非常严重。农作物都长不好，地下水和空
气严重污染，有异味。居民怀孕不了，去别的地方就能怀
孕。希望所有的药厂都离开我们的托克托县。希望上级
能给解决。

赛罕区保全庄新村居民的生活污水随意排放。

赛罕区鄂尔多斯东街尚东国际的物业公司把建设垃圾倾
倒在小区旁边的二苗圃。

回民区光明路住宅楼宝力格大酒店对边，（桥东面）施工方
把污水直接排放到路上，有异味现在还留着呢，希望当地
的环保部门来查看原因，解决问题。

金桥开发区千家和泰欣家园16号居民，小区楼下有晓建
修理厂（钣金喷漆）油漆味特别大。投诉过当地环保部门
很多次，可是一直和稀泥，当地环保下过整改通知书，内容
是废机油，可我反映的是钣金喷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现
在环保督查组来了，他们就停产了，走后又开始了，总是取
缔不了，油漆味对身体特别不好。我希望修理厂的钣金喷
漆能离开我们居住的环境。

赛罕区新华大街1.摩尔城A座南墙的垃圾转运站，夜间作
业噪声特别大，运送垃圾是使用农用车和翻斗车，作业噪
声特别严重。举报人怀疑该垃圾转运站的垃圾倾倒到取
沙场的坑里，散发的异味严重。2.浪漫满屋理发店的音
响噪声大。

新城区新舒杰座小区前面809街饭店噪声污染严重。

金川开发区半山半水小区A座5号楼下多家饭店的排风扇
噪声、油烟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回民区时代华城小区运煤车辆噪音、扬尘、尾气污染问题。

赛罕区香谢花堤南门有高约五、六米的建筑垃圾未处理。

赛罕区尚华元小区东墙外有约2000平方米建筑垃圾及生
活垃圾堆放，有时散发难闻气味，并发生过两次自燃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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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大气

水

土壤

水

大气

噪音、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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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

噪音、大气

噪音、大气

土壤

大气、土壤

6月10日，托克托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县环保局开展调
查处理工作。经核查，举报情况部分属实。

昭乌达路街道办事处保全庄新村调查核实。新村没有
污水管道，村民都在街头巷口集中倒污水，情况属实。

大学东路街道办事处到尚东国际进行调查核实。二苗
圃基地内确实存在建筑垃圾。情况属实。

6月9日，回民区新华西路街道办事处第一时间赴现场
进行核实调查，光明大街扎达盖河东侧周边小区污水
管道堵塞，造成小区居民生活污水外溢至河北路，情况
属实。

赛罕区环保局到千家和泰小区进行调查核实。发现晓
建修理厂已停业，正在准备改成汽车装具，不存在喷烤
漆。情况不属实。

1.转运站一间处理生活垃圾，另一间处理餐厨垃圾，均
使用专业自卸车辆进行清运和正常作业，无严重异味，
未使用农用车和翻斗车。东面有商场类似物流车间，
经城管昨夜蹲守未发现建筑垃圾和农用车和翻斗车，
反映事实不实。
2.浪漫满屋理发店确实使用音响，声音较大存在扰民
现象，反映内容属实。

6月9日晚，新城区城管局、环保局、食药局和东风路街
道办事处对809街21家饭店进行了检查。经排查此处
举报噪音问题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饭店排风筒和油烟
净化器噪声问题。二是餐饮业人为噪声，包括饭店外
置音响设备、室外摆放就餐桌椅，顾客吃饭时发出的声
音等，影响周边居民。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实地核查，情况属实。

时代华城小区附近为呼市热电厂专用运煤通道，运煤
车在运输过程中产生噪声、扬尘、尾气污染，情况属实。

经核实，此处的建筑垃圾是以前积存的开槽用土，不是
建筑垃圾，情况属实。

尚华元小区现场开展核实工作，该小区东墙外存在部
分建筑垃圾，情况属实。

部分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部分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拟对园中村逐步实施搬迁；已对金达威药厂就异味问题
进行了约谈、处罚；强化园区异味整治，针对上半年异味
专项检查发现的43个异味源点，涉味11家企业已制定
整改方案并实施，要求年底全部完成整改任务，同时对
重点企业开展异味气体泄露检测与修复（LDAR）工作。

昭乌达路街道办事处6月9日晚上开始清理，雇用装载
机1台，挖掘机1台，翻斗车10台，购置垃圾箱、污水处
理桶50个，彻底清理积存的生活垃圾，覆盖乱倒的污
水，并放置垃圾箱和污水处理桶，实现日产日清。

大学东路街道办事处和赛罕区城管局已责令尚东国
际物业6月9日开始清理，6月11日清理完毕。

接到举报后，回民区迅速组织辖区办事处及相关部门对
问题现场进行核查，发现周边小区居民日常生活污水排
放管道发生堵塞造成居民生活污水外溢，随即与呼市供
排水公司取得联系，并协调市供排水公司对该区域内管
道问题进行解决。目前，市供排水公司已完成管道抢修。

赛罕区环保局加大对汽车喷烤漆行业监管和VOCs
治理，避免产生噪声、气味扰民现象。

赛罕区城管局、环保局、乌兰察布东路街道针对浪漫
满屋理发店声音较大现象，现场已对经营人员教育，
并查扣音响，扰民现象已解决，目前已完成立行立
改。

一是区环保局责成21家饭店经营者对排风设备加
装隔音房，消除叠加噪声超标的问题，目前隔音房正
在建设中，预计10日内完成。二是区城管局对该街
区加强管理，规范商户经营秩序，要求商户将户外摆
放的座椅板凳全部收回，并严格控制经营时间，避免
对周边小区造成影响。

现场向4家饭店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责令其对排
气设备做隔音降噪处理。4家饭店收到通知书后，
已对厨房排气设备加装外围隔音材料，已于6月11
日上午安装完毕。

2016年7月以来，回民区政府加大运煤专线环境卫生整
治力度，督促电厂加大喷淋清扫频率，要求车辆限速禁
鸣、封闭运行，多次协同市环保局、呼和浩特热电厂对此
项工作进行研究部署。2018年5月，对环保隔音局部全
封闭方案进行了可行性论证，最终通过了呼和浩特热电
厂运煤通道专线噪声减振方案，回民区积极组织测绘公
司现场进行了点位确认，并提出对周边空间进行腾退的
方案。目前，电厂正在根据实际情况深化方案，并开展
项目手续的办理工作。

昭乌达路街道办事处于6月 10日早上开始规整土
堆，进行防尘网覆盖，6月12日前完成。

赛罕区城管局、大学西路街道办事处责成农大科技
园区6月9日开始清理，6月13日清理完成。

(下转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