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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678
X2JL20210
9270028

2019年4月至今，长春北湖新区污水处理厂将污水排入一
间堡村七队、八队、九队、十三队土地内，污染土地约48
公顷，导致地下水无法饮用，土地、粮食、植物、树木大
面积死亡，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长春
市宽
城区

水、
生态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此案件与第13批省内编号1411号、第19批省内编号2257号案件重复)目前为阶段性办结。

    关于“2019年4月至今，长春北湖新区污水处理厂将污水排入一间堡村七队、八队、九队、十三队土地内”问题。接到案件后，北湖科技开

发区住建委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查看，北部污水处理厂包括尾水管道和进水管道两个部分，尾水管道途经六队，不经过七队、八队、九队、

十三队，未发现存在污水外溢情况；北部污水厂进水管道中，W1-10污水检查井至北部污水处理厂管线，管径2.4米，该段污水管线自2011年开

工建设，2012年9月25日竣工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在雨季雨量较大时，曾出现过污水外溢现象，外溢积水面积约6公顷，淹没的集体土地为耕

地。经分析原因：一是2021年3月轻轨八号线施工期间，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为解决桥墩施工与北远达大街跨宁溪桥北侧的污水管线

(东西走向)冲突问题，将原污水管线改线并增设污水检查井，同时重新铺设新雨水管线，新铺设的雨水管线有渗漏点流入污水管线里，雨量大

时雨污合流造成溢出。二是管线内污垢导致管壁出现局部狭窄，雨季雨量较大时，也出现过污水外溢现象。2021年9月初，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将渗漏的雨、污水管线修复完毕，资产持有公司龙翔集团委托检测单位进行检测，确认无渗漏现象。龙翔集团多次对管线进行清掏和

检修，并联系国内多家业内顶尖队伍对进污水处理厂污水干线进行清淤，努力缓解污水外溢情况；每次雨停后，也设水泵将外溢污水抽回污水

井，排入污水处理厂。所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关于“地下水无法饮用”问题。目前，一间村七队、八队、九队、十三队村民不直接饮用地下水，而是由1998年修建的深达120米的深水井

取水并经过处理后集中供水，村民家不存在自备水井情况。2021年7月15日，一间村有村民反映饮用水大肠杆菌指数超标，长春新区农委立即停

止井房对村民供水，并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饮用水水质进行检测。2021年7月26日，检测报告结果显示：后楼水井出厂(大肠菌群7MPN/100mL)

、末梢水大肠菌群超标；大房子水井出厂水(氟化物1.69mg/L、大肠菌群2MPN/100mL)、末梢水大肠菌群和氟化物超标；前楼水井出厂水达标，

末梢水大肠菌群超标；前存金水井出厂水达标，末梢水大肠菌群超标。经初步分析，后楼井房主要是大肠菌群超标，大房子井房存在氟化物超

标和大肠菌群超标。大肠菌群超标是由于泵房及输送设备暴露在空气之中，存在二次供水装置清洁不及时导致大肠菌群增多；氟化物超标是由

于原生态地质结构造成。发现超标后，长春新区农委立即组织开展对各井房内处理设施的提升改造，长春新区农委委托吉林省昌跃环保设备有

限公司开展水质提升工作，具体如下：1.前楼井房。安装自动控制电源箱，调试消毒设备。2.后楼井房。安装二氧化氯发生器。3.前存金堡井

房。调试消毒设备。4.大房子井房。更换二氧化氯发生器，清洗去氟罐。于2021年8月16日完成了提升改造工作，并再次对水质进行了检测。

2021年8月23日检测结果显示，饮用水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2021年9月4日、6日、8日，北湖科技开发区对为一间

村供水的所有4口深水井、处理后的出厂水、村民家的末梢水均抽样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4口深水井井水均符合《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处理后的出厂水和村民家的末梢水均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所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

实。

     关于“污染土地约48公顷，土地、粮食、植物、树木大面积死亡，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问题。经现场核实，无庄稼、植被、树木死亡

情况。北湖科技开发区委托专业机构开展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2021年9月19日评估报告结果显示：1.一间堡村七队、八队、九队、十三

队(管网溢流涉及区域)存在植物、树木受灾情况，受影响区域总面积约为13.25公顷，其中，影响较大区域5.97公顷，轻度影响区域7.28公顷。

2.一间堡村七队、八队、九队、十三队地下水饮用水源均可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限值；3.一间堡村七队、八队、九队

、十三队(管网溢流涉及区域)土壤检测结果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中农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筛选值和对照点极限水平，说明该区域土壤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作物生长或土壤生态环境的风险低，未造成环境或生态服务功能影

响，管网溢流对土壤质量未造成影响。4.一间堡村七队、八队、九队、十三队(管网溢流涉及区域)地下水可满足《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Ⅲ类水质要求。

基本
属实

    
    北湖科技开发区住建委已成立工作专班，并制定《污水外溢整改方案》，组织龙翔集团对辖
区内管线立即开展清淤及功能性缺陷检查修复工作，2021年12月底前完成，并适时启动北部污水
处理厂三期工程。在此之前，对易出现外溢的几个点位加强监测，遇有大雨和特大暴雨时，第一
时间设置水泵将外溢污水抽回污水井；同时，进一步加强对排水管道的日常巡视、检修维护力
度，加大清掏频次，尽最大可能消除污水外溢问题。
    奋进乡人民政府按照上级要求定期将进行水质检测，及时公布检测结果。对水井房及井水净
化设施进行隐患排查，如有损坏，及时进行检修。责成一间村委会加强日常管理，保证设备正常
运转，确保村民饮用水安全。
    奋进乡人民政府根据一间堡村七队、八队、九队、十三队(管网溢流涉及区域)受影响区域
(13.25公顷)作物减产情况进行测产评估后予以补偿。

阶段
性办
结

无

2 4679
X2JL20210
9270038

一是长春市建委在高格蓝湾小区附近建设双阳排涝站项
目，距离居民区仅19.5米，该项目环评报告未征求附近居
民意见；二是该处施工过程中产生噪声及异味，影响周边
居民生活。

长春
市二
道区

其他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此案件与本轮环保督察61号、62号、806号、878号案件重复)
    2021年9月28日，市建委前往现场进行核实，该处原为2006年市水利部门建设的双阳排涝站。经查：
    第一个问题：一是双阳排涝站翻建工程是我市2021年长春市重点工程项目，该项目为原址翻建工程，主要是排
放吉林大路周边区域雨水，解决城市东部区域内涝问题。高格蓝湾小区后于双阳排涝站建成，且当前翻建工程仍在
原址建设，根据《建设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排涝站设计属于丙类厂房，与民用建筑高层距离
要求不应＜20米(该工程实际最近距离为21米)；二是该工程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要求，已
经办理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并在吉林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备案系统公示，接受环保部门监督。因
此，举报问题不属实。
    第二个问题：该项目受居民阻工影响，已于2021年6月30日停工，暂未复工；但在前期施工过程中确实存在施
工噪声问题(施工现场区域无异味)，已要求施工单位严格执行操作规范，保证周边居民生产生活。因此，举报问题
部分属实。

部分
属实

    针对此问题，正在推进如下措施：
    该排涝站翻建工程复工后，严格要求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操作规
范，在作业期间增设隔音屏障等消噪措施，确保降低噪音，避免扰民问题。
    下一步，将继续组织高格蓝湾居民群众代表进行现场见面，答疑解惑，充分沟通交流，协调
解决居民群众代表的意见。

阶段
性办
结

无

3 4684
X2JL20210
9270015

绿园区互学街上有一家泰合名车，喷漆异味严重，影响周
边居民生活。举报人曾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至今未果。

长春
市绿
园区

大气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此案件与第20批省内编号2362号、第21批省内编号2636号、第21批省内编号
2641号、第21批省内编号2703号、第23批省内编号2930号、第24批省内编号3269号、第24批省内编号3271号、第25
批省内编号3280、第29批省内编号4061、第29批省内编号4071、第29批省内编号4080、第29批省内编号4085、第29
批省内编号4094、第29批省内编号4100、第29批省内编号4102案件重复
    2021年9月9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绿园区分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吉林省泰合汽车修配厂车间内设有1个专
业喷漆房，采用过滤棉过滤的废气处理工艺，异味处置设施不健全，排气口位于居民楼下。长春市生态环境局绿园
区分局现场责令该汽车修配厂负责人立即停止喷漆作业，加装光氧催化、活性炭吸附等异味处置设施。不存在多次
向相关部门举报无果的情况。
    2021年9月15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绿园区分局执法人员现场调查核实，吉林省泰合汽车修配厂对喷漆废气已
采用光氧催化、活性炭吸附和过滤棉过滤的处理工艺。当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绿园区分局委托有资质第三方检测
机构对废气进行检测，检测结果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但仍存在异味。
    2021年9月16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绿园区分局执法人员现场调查核实，要求吉林省泰合汽车修配厂停止喷漆
作业。
    2021年9月18日、19日、20日、23日、24日、28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绿园区分局现场调查核实，吉林省泰合
汽车修配厂无喷漆作业行为。因此，举报问题基本属实。

基本
属实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绿园区分局将加大对该单位的检查频次，加强监督管理，防止异味扰民问
题产生。针对吉林省泰合汽车修配厂2021年9月9日前异味扰民问题，长春市生态环境局绿园区分
局现已启动行政处罚，正在履行程序。2021年9月24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绿园区分局已约谈该
汽车修配厂负责人，通告相关规定，并函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2021年9月26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绿园区分局已对该汽车修配厂的喷漆房进行查封，停止排污
行为。

阶段
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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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688
X2JL20210
9270014

举报人反映双辽市星月化工有限公司2020年向农安县倾倒
大量化工原料，严重污染地下饮用水、破坏黑土地，污染
环境。

长春
市
四平
市

固废

    农安县调查：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该案件与第十批1089号、第十六批1827号重复、第二十三批2953号重复。
    问题一：关于群众反映双辽市星月化工有限公司2020年向农安县倾倒大量化工原料的问题。
    农安县生态环境局农安县分局会同农安县公安局历时半年之久成功打掉一涉案人员达9人的污染环境犯罪团
伙，吉林省长春市11.6特大废酸倾倒案成功告破。经审讯，褚谋等犯罪嫌疑人自2020年11月4日开始，先后四次从
双辽市星月化工有限公司拉出废酸后，采取提前找寻地点、肆意倾倒的方式，相继在农安县青山口乡、农安镇大广
兴店、农安镇东赵家沟等多处地点非法倾倒废酸58桶，合计重量70余吨。截止2021年5月31日，公安机关已抓获犯
罪嫌疑人10人，其中(企业)犯罪嫌疑人陈某某、黄某某取保候审，犯罪嫌疑人褚某、韩某光、李某林、张某、徐某
1、徐某2、刘某海、杜某荣已被农安县检察院公诉到法院。因此，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问题二：关于倾倒废酸严重污染地下饮用水、破坏黑土地等污染环境问题。
    通过调阅公安、环保侦查档案：吉林省长春市11.6特大废酸倾倒一案中，犯罪嫌疑人共计向农安县境内4处地
点倾倒70余吨废酸，形成青山口乡青山口村邢家店屯林带沟(东、西两侧约174平方米)、农安镇大广兴店村南侧地
块(东、西两侧共计约627平方米)、农安镇东赵家沟村北甸子(东、西两处约662平方米)等4处污染带，农安县人民
政府清理和转存污染土壤(含废酸)共计约1521吨。经农安县自然资源局现场勘察，各污染带地类性质为林地、未利
用地。
    案发后，农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沉着应对，结合工作实际，采取最为稳妥方式对上述污染带污染物进行
妥善处置。2020年11月10日至15日，调度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农安县分局委托吉林省天茂国文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对污染带内废酸及沾染土壤进行清理转运，清理转运工作历时6天完成，合计279吨污染土壤(含废酸)全部转移出农
安县进行无害化处置；2021年5月11日和6月3日组织开展大广兴店、东赵家沟等地污染土壤(含废酸)无害化处置政
府招标工作，均因合格处置单位投标人数不足3家而流标；之后为防止再次流标以及为做好应对汛期复杂天气形势
准备，经聘请专家论证后决定大广兴店、东赵家沟等地污染土壤(含废酸)转移至华润雪花啤酒(长春)有限公司物流
部第四成品库内进行暂存；2021年6月4日至9日，调度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农安县分局向暂存地点妥善清理转移污染
土壤(含废酸)约1242吨，对于暂存场所的选择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农安县分局做了充分考虑，华润雪花啤酒(长春)有
限公司物流部第四成品库属于全封闭仓库，地面已全部硬化，完全符合危险废物储存场所要求；同时，严格按照危
险废物管理要求落实各项防控措施，污染土壤(含废酸)均用防渗吨袋承装，仓库地面铺设塑料隔布防止二次渗漏。
为进一步掌握污染情况，2021年9月18日、22日，农安县生态环境分局对青山口乡青山口村邢家店屯、农安镇大广
兴店村、农安镇东赵家沟村污染地点进行勘验并采样，已委托吉林省惠津分析测试有限公司进行检测，预计2021年
10月10日出具检测结果；9月28日，农安县卫生健康局对周边村屯居民家井水采集水样共计21份，水质检测结果如
下：农安镇大广兴店村吴家屯供水管理站出厂水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居民金某玉、李某家末梢水总硬度超标，不
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农安镇东赵家沟村供水管理站出厂水、居民董某、董某兴、王某安家末梢水均符合生活饮用
水标准，居民武某录家末梢水氟化物超标，不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青山口乡青山口村供水站出厂水、居民于某丰
、刘某生、孔某宝家末梢水均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
    因此，群众反映污染环境情况基本属实，农安县委、县政府在该案中及时应对，对污染物进了最稳妥的处置，
未造成污染范围持续扩大，尽全力将损失降至最低。
    双辽市调查举报情况部分属实。
    9月30日，四平市生态环境局双辽市分局执法人员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
    经查，双辽市星月化工有限公司位于双辽市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南区，2017年1月19日取得原吉林省环境保护
厅《关于双辽市星月化工有限公司1000吨4-硝基乙酰苯、50吨间羟基苯甲醛医药中间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吉环审字{2017}8号)，2020年12月16日，申领《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220382339976811U001P)。该公司
建设了规范化危险废物储存间，2021年1月23日，与吉林大地化工有限公司签订《废酸水处置协议》。2021年7月30
日，与吉林省固体废物处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危险废物处置合同。目前，正在建设中，未生产。
    经查，该公司于2020年9月中旬至11月断续调试生产约一个月，多数在夜间生产。2020年12月11日，在协助农
安县生态环境分局、农安县公安局查办案件时，了解到该公司存在违法生产情况。经调查，2020年11月，该公司转
运处置废酸2批次共58吨桶，第一次将废酸交给没有处置资质的褚某转运处置24吨桶；第二次在未查验高深公司处
置资质是否有效的情况下，将34吨桶废酸交给褚某转运处置，两次转运均未签订处置协议，亦未填写转运联单。针
对该公司“在未办理排污许可的情况下，擅自进行调试生产，并在转运危险废物时，未填写转运联单”行为，2020
年12月17日，原双辽市环境保护局向该公司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双环责改字〔2020〕54号)，2020年
12月24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双环罚〔2020〕16号)，处罚款二十万元，已缴纳。同时，原双辽市环境保护局
将该公司涉嫌违法案件移交双辽市公安局。因此，群众反映“双辽市星月化工有限公司2020年向农安县倾倒大量化
工原料”部分属实。

基本
属实

   
    下一步，农安县委、县政府将全力推进污染物无害化处置工作，加强案件调度，全力做好案
件追踪办理进程；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农安县分局进一步加强磋商，督促双辽市星月化工有限公司
履行责任，尽快对污染土壤进行处置。如磋商不成，重新启动政府招标程序。
   将对部分水质检测不合格居民家的饮用水责成水利部门专业人员进行解决处理。
   四平市生态环境局双辽市分局将加大环境监管力度，防止发生类似情况。同时，将积极协助
公安部门和农安县生态环境分局做好案件后续办理工作。

阶段
性办
结

无

5 4692
X2JL20210
9270019

农安县合隆镇红星村鑫宇牧业小区，鸡舍运出的粪便随意
堆积，并且用吸污车把清洗鸡舍的脏水直排周边树带、农
田地头沟渠内，每到夏季蚊虫滋生，产生的臭气飘散到周
围村屯农户屋内，严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

长春
市农
安县

生态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
    2021年9月28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农安县分局、农安县合隆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核实。群众反映的
“农安县合隆镇红星村鑫宇牧业小区”实为“农安县金宇养殖场”，位于农安县合隆镇红星村，东侧距离居民约
200米，西、南、北侧均为农田，取得了工商营业执照，办理了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和排污许可证(编号为
91220122563903442A001Z)，主要经营肉鸡养殖，占地面积4.86公顷，建筑面积1.396公顷，建有鸡舍11栋(其中3栋
为空闲鸡舍，8栋为养殖鸡舍)，现养殖肉鸡约8万羽。厂区外西北侧建有规范化储粪场，已做防渗处理，顶部建有
防雨棚，储粪场长约20米、宽约5米，围堰高约1.5米。
    养殖过程中产生的鸡粪在鸡舍内直接进入清粪绞笼收集器内，鸡粪不落鸡舍地面，不涉及清洗鸡舍地面问题。
废水主要是肉鸡出栏后清洗清粪绞笼收集器产生的，每年春天、秋天清洗2次，每次产生废水约4吨，通过鸡舍内管
网进入自建的防渗柱状储水池内，深约4米，直径约3米，经过自然发酵后用罐车运输至附近农田(已经与农民签订
协议)作为肥料。养殖平均每天产生粪便约5m³，暂存于场内东南侧的封闭发酵车间内，现安装有1台翻耙机，翻耙
能力每天约20立方米，为缩短发酵时间，发酵过程中粪便内添加RW酵素剂，发酵时间为3至4天，能满足该单位每天
粪便产量的使用。发酵完成的粪便存放于场区外西北侧的储粪场内，该单位与姚某江签订鸡粪承包合同，发酵后的
鸡粪定期由姚某江负责处理，大部分发酵后的鸡粪还田；因夏季农作物处于生长期，鸡粪无法进入农田，主要供应
种植大棚；同时调阅粪污处理记录，产生量、处置量数据吻合、去向清楚。对该单位周围踏查，未发现粪便随意堆
积和废水乱排情况；对该单位500米范围内的村屯附近树带、农田地头沟渠进行踏查，未发现粪便随意堆积和清洗
鸡舍的脏水直排周边树带、农田地头沟渠内等情况，也未闻到有异味。因此，群众反映的情况不属实。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农安县分局在日常监管中未发现农安县金宇养殖场存在环境违法行为，未对该养殖场进行过
处罚。

不属
实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农安县分局会同合隆镇人民政府将加强对该单位的环境监管，规范养殖，
粪污合理化处置，避免影响居民生活。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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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697
X2JL20210
9270010

吉林省榆树市八号镇，一是主街道垃圾遍地，异味严重；
二是养猪户将粪便直接倾倒在村内，影响周边环境。

长春
市榆
树市

固废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021年9月28日，榆树市八号镇政府、榆树市畜牧局、农业农村局相关工作人员对八号镇进行调查核实。
    第一个问题，八号镇主街道共有个体商户130家，设置垃圾箱58个，垃圾当天收集当天清运至转运站，现场发
现2处垃圾箱外存在少量垃圾(卫生院东50米、卫生院西150米)，未及时清运，有异味散发。
    第二个问题，八号镇共有20个行政村，生猪养殖户470户，存栏15523头，其中规模户6户，存栏686头，散养
464户，存栏14837头。规模户有粪污收集罐，散养户的养殖粪污基本能够做到日产日清，每天将粪污运送到村内沤
粪场进行发酵还田。经实地检查，发现八号镇八号村东北沟屯5组刘某和艾某2户散养户，猪舍外存少量粪污，清理
不及时。

属实

    第一个问题，八号镇政府已责成八号村，对2处现存垃圾堆放点进行清理，将垃圾运至八号
镇垃圾转运站，并对垃圾堆放地进行消毒除味，同时要求八号村要加强街道卫生管控，保洁员要
每天及时清理垃圾，八号镇政府指定专人对全镇垃圾清理问题进行检查，以彻底杜绝此类现象发
生。目前，堆存的垃圾已全部清理干净。
    第二个问题，八号镇政府已责成八号村对2户散养户现存粪污立即清理，将粪污转运至八号
村标准粪污堆沤场内发酵还田，现已全部清理完毕。八号村委会指派2名村干部对这两户散养户
进行包保，要求必须做到粪污日常日清。村内粪污堆沤发酵场定人定期投放菌剂除味和加快发
酵，要求该村保洁员要加大日常巡查次数，避免再次出现畜禽养殖污染问题。八号镇政府将加大
对农村畜禽污染的政策引导和防治力度，规范村庄畜禽养殖行为，减少养殖粪污乱排影响村庄环
境，强化养殖户环保意识，做好粪污资源化利用宣传工作，彻底杜绝粪便污染等现象发生，以改
善全镇农村人居环境。

办结 无

7 4701
X2JL20210
9270003

公主岭市四中食堂厨余垃圾未及时处理，临时储存地点现
场脏乱差。

长春
市公
主岭
市

固废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
    2021年9月27日，经公主岭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现场调查。公主岭市第四中学校食堂共三层，每层均有厨余垃圾
桶临时存放点，垃圾桶干净整洁，摆放整齐，在师生用餐后，将剩食倒入垃圾桶，待全部师生用餐后，由服务员统
一运送到一楼厨余垃圾暂时存放处，再由专人负责清运出校园，每日12：40左右时完成清运。公主岭市第四中学校
为食堂管理样板校、食堂A级单位， 多次承接兄弟学校的观摩学习，保障历年中高考考点考务 人员安全就餐，受
到上级主管部门的高度肯定。2021年9月17日、18日，先后通过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厅的评
估检查。不存在食堂厨余垃圾未及时处理和临时储存地点现场脏乱差问题。

不属
实

    公主岭市第四中学将继续加大对学校食堂环境卫生监管力度，保证学校师生用餐安全。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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