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2021 年 4 月 9 日，我省收到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四批转办重点信访件 18 件，按要求交由相关市州办理，现将办理情况予以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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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常德市石门县新铺乡青狮岭村何家湾废弃煤矿矿坑涌水污染

下游水库，影响青狮岭村村民生活用水。

郴州市永兴县马田镇塘前村 6 组的永兴县悠香山茶油有限公

司、永兴县旺晟茶油食品有限公司，株洲市攸县菜花坪镇的攸

县金丰茶香农业有限公司，衡阳市常宁市荫田镇的常宁市成

金油脂厂每年秋冬两季生产均使用燃煤锅炉，严重污染空气。

郴州市永兴县马田镇塘前村 6 组的永兴县悠香山茶油有限公

司、永兴县旺晟茶油食品有限公司，株洲市攸县菜花坪镇的攸县

金丰茶香农业有限公司，衡阳市常宁市荫田镇的常宁市成金油

脂厂每年秋冬两季生产均使用燃煤锅炉，严重污染空气。

郴州市永兴县马田镇塘前村 6 组的永兴县悠香山茶油有限公

司、永兴县旺晟茶油食品有限公司，株洲市攸县菜花坪镇的攸县

金丰茶香农业有限公司，衡阳市常宁市荫田镇的常宁市成金油

脂厂每年秋冬两季生产均使用燃煤锅炉，严重污染空气。

株洲市茶陵县虎踞镇西平村距居民区一公里左右有一家锌

厂，直排工业污水，山上植被无法正常生长，污染农田和居民

用水。

衡阳市石鼓区松木工业园，毒气扰民，向市级环保部门反映过

一直未解决。

花垣县大部分锰矿生产企业（东方矿业有限公司、钰沣锰业有

限责任公司、峰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三立、宏盛、志弘等多家

锰业公司）均存在不同程度粉尘污染，气味明显，噪声扰民；多

数尾矿库防治措施不到位，存在安全隐患。花垣县上椿木村、

下响水洞村、响水村受采矿影响多处民宅开裂，村民需易地搬

迁安置。G209 国道上多家锰业企业的矿土超载运输洒落地面，

黑色水体汇入花垣河致使河流生态变差。其中，湘西自治州花

垣县工业园区东方矿业有限公司粉尘和烟气超标排放，气味

难闻，噪声扰民，开矿造成水源断流，土地荒废，农作物减产。

花垣县民乐镇响水村钰沣锰业有限责任公司矿渣无序堆放，

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早期无序过度开采，导致山体掏空，地质

灾害严重，附近民乐镇上椿木村、响水村已无人居住，下响水

洞村地下水位下降，无水可饮，良田荒废。花垣县花垣镇狮子

桥村 G209 国道旁峰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粉尘污染严重，蔬菜

上落满黑灰。花垣镇至复兴镇约 9 公里的 G209 国道沿途的三

立、宏盛、志弘等多家锰业公司，运矿车辆粉尘扬散严重，下雨

时污水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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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4 月 11 日，石门县主要领导带队组织相关部门赴现场进行调查，经核

实举报反映“废弃煤矿矿坑涌水”情况属实，“影响青狮岭村村民生活

用水”不属实。

4 月 11 日至 12 日，经永兴县科工局、县市场监管局、市生态环境局永

兴分局联合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件反映的问题不属实。经核实悠香

山公司、旺晟公司两家公司使用的是生物质锅炉，未使用燃煤锅炉。

加强对企业的政策法律宣讲力度，禁止燃煤。生态环境、市场监管、马

田镇政府等部门单位加强日常监管，严防企业偷烧煤炭、偷排废气。

4月 11日，经衡阳市生态环境局常宁分局会同常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荫田镇人民政府现场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件反映问题属实。常宁市

成金农业专业合作社成金油脂厂未按环评要求建设废气处理设施（布

袋收尘等），影响周边环境问题属实；该厂锅炉使用生物质燃料，生产

时使用燃煤不属实。

4 月 10 日，经攸县生态环境执法大队、县农业农村局、县菜花坪镇政

府相关人员调查核实，该举报情况部分属实。其中反映攸县菜花坪镇

的攸县金丰茶香农业有限公司每年秋冬两季生产均使用锅炉问题属

实；锅炉使用燃煤，不属实。

4 月 9 日，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茶陵分局联合虎踞镇政府进行调查。经

现场核实，该举报件部分属实。其中：举报反映“直排工业污水”、“山

上植被无法正常生长”和“污染居民用水”问题不属实。举报反映“污

染农田”问题属实。

4 月 11 日，衡阳市生态环境局松木分局、松木经开区经发局等部门和

环保专家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核查，该信访举报件反映问题属实。

4 月 11 日-14 日，经花垣县委政府组织县生环委办、州生态环境局花

垣分局等相关部门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部分属实。其中：1.“花垣县

大部分锰矿生产企业（东方矿业有限公司、钰沣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峰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三立、宏盛、志弘等多家锰业公司）均存在不

同程度粉尘污染，气味明显，噪声扰民”问题部分属实。2.“多数尾矿

库防治措施不到位，存在安全隐患”问题属实；3.“花垣县上椿木村、

下响水洞村、响水村受采矿影响多处民宅开裂，村民需异地搬迁安

置”问题属实；4.“G209 国道上多家锰业企业的矿土超载运输洒落地

面，黑色水体汇入花垣河致使河流生态变差”问题属实；5.“湘西自治

州花垣县工业园区东方矿业有限公司粉尘和烟气超标排放，气味难

闻，噪声扰民，开矿造成水源断流，土地荒废，农作物减产”问题属实；

6.“花垣县民乐镇响水村钰沣锰业有限责任公司矿渣无序堆放，没有

任何防护措施”问题不属实；7.“早期无序过度开采，导致山体掏空，

地质灾害严重，附近民乐镇上椿木村、响水村已无人居住，下响水洞

村地下水位下降，无水可饮，良田荒废。”问题属实；8.“花垣县花垣镇

狮子桥村 G209 国道旁峰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粉尘污染严重，蔬菜上

落满黑灰”问题不属实；9.“花垣镇至复兴镇约 9 公里的 G209 国道沿

途的三立、宏盛、志弘等多家锰业公司，运矿车辆粉尘扬散严重，下雨

时污水横流”问题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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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处理情况：常德市生态环境局石门分局定期对涌水进行了取样监测并制定了应急处置方

案，石门县自然资源部门组织相关技术单位完成了矿涌水排查、勘察及现状测绘，正在制

订长效治理方案。

整改情况：青狮岭村村民生活用水由郑家井水厂、御驾沟片集中供水厂提供，未发现村民

生活用水受到影响的情况。

无

处理情况：衡阳市生态环境局常宁分局对常宁市成金农业专业合作社环境违法行为进行

立案查处，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环境保护设

施未建成、未经验收前不得恢复生产。

整改情况：该合作社正在按照环评批复要求完善锅炉废气除尘设施。

处理情况：株洲市生态环境局攸县分局对该企业下达了《整改通知书》，责令该公司严格按

照环评要求使用谷壳作为锅炉燃料，不得使用燃煤、薪柴作为锅炉燃料；按环保要求开展

自行监测，监测结果向环保部门备案。

整改情况：业主承诺按生态环境局攸县分局下达的《整改通知书》要求整改到位后才恢复生产。

处理情况：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茶陵分局已依法立案查处，责令其停产整治并处罚款壹拾伍

万元整。将其它环境违法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办理。

整改情况：1.企业正加快清空循环回用池废水，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2.现有污水处理

站 24 小时运行，废水处理后外排。3. 循环回用池下方草地已平整并铺设了防渗膜，防止雨

水进入。4.湖南格林英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正在编制治理方案，专家评审后立即实施。5.后

期雨水排放口在线监测设备已安装，正在调试。

处理情况：松木经开区管委会对园区内 16 家涉气企业下达了整改交办函，对衡阳市鸿宇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和衡阳市嘉励运动器材有限公司的环境违法行为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

行为通知书》并依法处理。

整改情况：继续深度治理减排改造，按照“一企一策”，继续开展企业异味污染物深度减排改造；加强

清洁生产管理，采取各种措施减少无组织废气的排放；加大监管执法力度，积极推进电能管控、烟气

治理、实时监控等工作。完善空气自动监测小微站建设，加强巡查检查，及时将监测结果公开。

处理情况：花垣县组织县生环委办、州生态环境局花垣分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农业农村

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利局、花垣镇人民政府、民乐镇人民政府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该信访件调查处理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加强监管执法，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整改情况：后续花垣县将继续对交办件中属实部分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明确责任人、整

改时限、整改措施，加快问题整改，确保整改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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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岳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 24 家加工企业，2017 年绿盾行

动全部关闭后一直未按要求复绿；衡山县天柱村破坏林地和

南岳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农田，准备修建一个 1000 多平

方米的工厂，计划建设电子厂，破坏生态环境。

湖南省华菱湘钢（湘潭）和华菱涟钢（娄底）两家公司产生的

400 多吨固废硫磺膏，通过湘龙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老板龙某

球从湖南省运输到湖北鄂州花湖镇建筑填埋场，举报人称固

废硫膏多于 400 吨，怀疑转运到其它地方非法填埋。

湖南省华菱湘钢（湘潭）和华菱涟钢（娄底）两家公司产生的

400 多吨固废硫磺膏，通过湘龙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老板龙某

球从湖南省运输到湖北鄂州花湖镇建筑填埋场，举报人称固

废硫磺磺膏多于 400 吨，怀疑转运到其它地方非法填埋。

长江镇永丰村永发砂场（现名称：衡山诚峰建材有限公司）

2018 年曾向督察组举报被取缔关闭，2021 年 3 月 17 日又重新

营业采砂洗砂，现 24 小时大货车不间断运输，扬尘很大，道路

被大货车破坏，产生很大的噪音，严重影响到居民日常生活。

洗砂产生的泥巴堆积在湘江河边，污染了湘江河流。

娄底市娄星区重金属污水处理厂 2018 年开始试运行，至今没

有通过环保验收；污水处理池已发生渗漏。

衡阳市衡南县大部分手续、环保设施齐全的企业都不能正常

生产，政府实行“一刀切”。环保检查名目繁多，一个月内企业

接待环保检查人员十三次之多，最多一次来了 15 人检查，接待

检查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巨大，老百姓买砂，买石子、买砖头只

能到临近县城购买。

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双泉村潘某元在石冲、方塘、小京三个生

产队开设露天碎石场，无任何安全环保措施，粉尘严重，道路

泥泞，噪声扰民。政府知情不作为，一检查就停产，检查组一走

又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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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

生态

4 月 10 日，经衡山县林业局、衡山县自然资源局、东湖镇政府联合调

查核实，该信访举报件反映问题部分属实。反映的“24 家加工企业关

闭后一直未按要求复绿”不完全属实，其它问题属实。

经湘潭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调查核实，湘钢与湘潭名威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处置合同，委托名威环保公司将硫磺膏运往湖北

启星化工有限公司等单位制硫酸用。2021 年 3 月，名威环保公司将

400 余吨硫磺膏层层转包，被湖北当地涉案人员非法倾倒在鄂州市花

湖镇建筑垃圾填埋场，举报情况属实。

经娄底市生态环境局调查核实，群众举报情况属实。其中湖南华菱涟

源钢铁有限公司下属企业湖南煤化新能源有限公司委托湖南湘龙桂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硫磺膏属实，目前，对剩下的 480.04 吨硫磺膏

去向，娄底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

4 月 11、12 日，衡山县委、县政府组织县水利局、县交通局、衡阳市生态

环境局衡山分局以及长江镇政府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现场核查，该

信访举报件反映的问题不属实。实际上是，2021年 3月 19日至 24日，在

衡山县水利局监督下，衡山诚峰建材有限公司在原永发砂场附近水域

进行疏浚作业，疏浚清淤出可利用砂石混合料约 1000 吨左右，由衡山

县水利局委托其作为防汛物资转运至工业园暂时代为保管。

4 月 9 日，娄底市经开区管委会组织相关部门经调查核实，该举报情

况属实。其中反映娄底市娄星区重金属污水处理厂至今没有通过环

保验收的问题属实，污水处理池发生渗漏问题不属实。

4 月 9 日，衡南县政府组织衡阳市生态环境局衡南分局、县自然资源

局、县水利局、县科工信局联合开展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件反映问

题不属实。衡南县手续合法合规且环保设施完善的企业都处于正常

生产经营状态；生态环境部门日常监管执法检查主要是依据年度生

态环境现场执法检查工作计划进行，对辖区内的企业落实“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执法检查制度，同时针对不同企业类型，建立了环境保

护监管执法正面清单，对诚信企业减少或不进入企业现场检查。

4 月 11 日，雨湖区政府组织生态环境部门、鹤岭镇政府现场进行调

查，经核实，其中反映“潘某元在鹤岭镇开设露天碎石场、粉尘严重，

道路泥泞，噪声扰民”问题属实；“无任何安全环保措施；政府知情不

作为，一检查就停产，检查组一走又开工”问题不属实。

部分

属实

属实

属实

不

属

实

部分

属实

不

属

实

部分

属实

处理情况：衡山县委常委会 2021年 3月 5日议定，对环保督察反馈的 23家矿产品加工企业进

一步巩固提高整改效果，并对涉及的所有加工企业进行复绿整改。衡山县自然资源局已于

2020年 11月 12日向非法占用土地的李某昌作出《自然资源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李某

昌接连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已经依法受理该行政诉讼案，并于 2021

年 4月 16日开庭。待法院作出裁决后，衡山县人民政府将按法院的裁决依法依规执行到位。

整改情况：截至 2021 年 4 月 12 日，已完成 15 家加工企业的复绿。

处理情况：湘潭市生态环境局正在对硫磺膏遭非法倾倒开展立案调查；要求湘钢积极配合

做好后续处置工作，消除环境污染安全隐患；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对公司内的固体废物

做好规范管理，自查自纠，举一反三，坚决杜绝此类问题。

整改情况：企业目前积极做好倾倒硫磺膏事件的后续处置工作，已委托北控城市环境资源

(宜昌)有限公司进行处置，消除污染安全隐患，同时按责改书要求开展企业内部整治。

处理情况：娄底市生态环境局已对湖南煤化新能源有限公司和湖南湘龙桂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在转移、利用硫膏过程中涉及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整改情况：责令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对公司内的固体废物及危废的暂存、运输、利

用、处置情况进行排查，严格规范管理，查漏补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加大对湖南华

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的监察执法力度，督促该公司严格落实各项环保措施。

无

处理情况：开发区党委管委会成立了以区党委、管委会主要领导亲自挂帅的工作专班，制

订整改方案，明确整改任务和整改要求，要求相关部门协同配合，积极推进问题整改。

整改情况：企业已制订整改方案，2021 年 10 月份完成环保验收。

无

处理情况：湘潭市生态环境局雨湖分局要求企业对存在的环境问题进行整改，企业恢复生

产后，生态环境部门将委托检测机构对该公司生产过程的粉尘及噪音进行检测，如有超标

行为，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将严格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整改情况：目前，金源碎石场对存在的环境问题正在进行停产整改，包括将原材料及成品入棚入库

管理，正在硬化厂区地面及出入道路，完善生产区域及出入道路抑尘措施，建设洗车平台等。

未办结

未办结

未办结

办结

未办结

办结

未办结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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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衡南县花桥镇石丘村、川口村中间的采石场破坏生态

环境，生产时扬尘、噪音严重扰民，影响村民用水；川口上水

组、川口赤水、川口钨矿周边存在私人采石采砂、洗砂行为，污

染刘弯水库。

益阳市沅江市政府以位于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为由，将万

子湖乡小河嘴村环保砖厂强行拆除，先有厂后有保护区，属违

法强拆，涉嫌环保“一刀切”。2018 年曾反馈给督察组，未解决。

1. 株洲市醴陵市李畋镇南桥村居委会江南砂石厂非法采砂，

导致水土流失、居民房屋开裂、噪声扰民，洗砂淤泥直接倾倒

在国奇花炮厂后面，当地政府不作为。

2. 株洲市醴陵市李畋镇凤形村金旺出口花炮厂旁水泥路往上

约四百米左边山地非法采砂，毁山毁林，当地政府不作为。

衡阳市

益阳市

株洲市

生态

其他

污染

生态

4 月 10 日，衡南县政府组织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部门和花桥

镇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件反映问题部分属实。其中反映“花桥

镇石丘村、川口村中间的采石场破坏生态环境”问题属实，其它问题

不属实。

4 月 12 日，经益阳市人民政府组织生态环境局、沅江市人民政府及沅

江市相关市直部门经现场调查核实，小河口环保砖厂即为天成砖厂，

该信访举报不属实。该企业位于饮用水源保护区，无合法用地手续，

属非法企业，2018 年被国家饮用水源专项督察组挂牌督办，沅江市政

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代履行”

关闭拆除工作；企业先后向益阳市中院、湖南省高院提起诉讼，法院

判决沅江市赔偿 45 万元，其他不予以支持，此案已彻底了结。

4 月 11 日，醴陵市李畋镇人民政府、醴陵市林业局、醴陵市自然资源

局、醴陵市应急局、株洲市生态环境局醴陵分局等部门单位联合对此

次投诉的 2 个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经核实，该举报件属实。

部分

属实

不

属

实

属实

处理情况：衡南县自然资源局督促衡阳泓盛砂石有限公司按照《生态环境治理实施方案》

抓紧实施生态修复；花桥镇政府进一步听取石丘、川口村群众意见，按照“三到位一处理”

信访工作要求，依法依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衡南县公安局尽快完成衡阳泓盛砂石有限公

司涉嫌矿产资源犯罪行为的侦查工作，依法处理。

整改情况：衡阳泓盛砂石有限公司正在按照治理方案实施生态修复，预计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

无

问题1:处理情况：2020 年 7 月，醴陵市自然资源局对江南砂石厂进行了立案处罚，处罚金额

为 20 万元。2021 年 4 月 11 日，株洲市生态环境局醴陵分局对江南砂石厂下达了监察文书。

整改情况：该企业按照要求修复、增设排水沟、沉砂池等防治措施做好水土保持；要求企业

加强环境管理，切实提高企业自主守法意识，立即组织按规范对弃土区域进行全面复绿，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造成水土流失。

问题2：处理情况：醴陵市林业局针对毁坏林地问题正在进行调查，后期将根据调查情况进

行处理，醴陵市自然资源局、李畋镇政府正在对群众反映的非法采砂问题进行进一步核

实。整改情况：李畋镇人民政府已牵头进行了复绿。

未办结

办结

未办结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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