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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进行时

2021 年 4 月 23 日，我省收到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十七批转办重点信访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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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州市祁阳市观音滩镇凤凰村永州市湘江稀土有限责

任公司侵占村属小煤窑场地建设厂房，废水直排，污染

农田、池塘、地下水（当地部分居民饮用水来源）。稀土废

渣随意倾倒至鱼塘、基本农田。村民曾多次举报，未得到

处理，存在包庇、纵容行为。

湘潭市湘潭县易俗河镇原四通化工的场地经过治理后，

当地有关部门违规审批通过了两个企业（从事煤灰等项

目），仍有含重金属废水流向涓水。扬尘、异味严重扰民。

郴州市资兴市鲤鱼江镇华润湖南鲤鱼江有限公司火灰

岭灰场、苏仙区飞天山镇幸福村华润湖南 B 厂、郴州市农

科所内氟化学工厂污水直排翠江；苏仙区桥口学校附近

冶炼厂、华润 A 厂废气直排，严重扰民。

湖南省常宁市水口山经济开发区的衡阳鸿博高新材料

有限公司生产产品与环评报告不符，违法加工强放射性

独居石生产氯化稀土，放射性废水直排无资质污水处理

站，放射性尾渣不明去向。

衡阳市谷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无环保手续，违规开

采加工独居石精矿，非法转移放射源。

常德市澧县澧南镇天子山砂场非法采石，破坏植被，水

土流失，洗砂废水直排。

衡阳市耒阳市大市经济工业园的金凯公司，生产污水直

排农田，废渣随意倾倒。目前该企业停产迎检。

郴州市宜章县里田镇塔下山村的弘源化工，渣土随意倾

倒，毁坏田地 40 亩。曾向宜章县自然资源局反映该情况

未果。

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大圩镇大塘村盗伐生态林上万

亩，爆破采石毁坏村民房屋，噪音扰民，乡政府的垃圾焚

烧炉污染空气。

娄底市新化县荣华乡荷田村的海清养殖基地无环保设

施，废水直排新田水库（当地饮用水源地），污染农田，臭

味扰民。2017 年曾向督察组举报，未得到处理，当地政府

不作为；娄底市新化县荣华乡荣华村的梁某华养殖基地

侵占林地，污染农田，破坏环境。

郴州市嘉禾县塘村镇联井砖厂、大同砖厂、英花砖厂、安

建砖厂、桐井砖厂、联兴砖厂等砖厂无任何环保手续和

设施，非法开采煤矸石，严重影响居民生活。

永州市道县寿雁镇馒头岭采石场非法采石采矿，生产废

水直排，污染地下水、农田，爆破开采毁坏村民房屋，噪

音、扬尘严重扰民。

岳阳市南湖新区求索办事处天灯咀的曹家叉水库，清淤

导致水面面积缩小，未达到清淤效果。2020 年省巡视组

实地考察，当地政府部门不作为，未整改到位。

益阳市南县、沅江南洞庭、常德安乡洞庭湖区造纸企业

2018 年被关停，导致湖区芦苇湿地生态链中断，造成严

重水体污染、生态破坏。

衡阳市耒阳市三都镇文冲村上架冲兴旺实业有限公司

侵占农田，非法采砂、爆破开采毁坏村民房屋，噪音严重

扰民，污染水源。多次反映未果。

娄底市涟源市原湘锋机械厂，含重金属废水、废气直排，

搬迁后未对污染农田、土壤进行修复。

衡阳市衡东县霞流镇大村湾因历史遗留问题导致地下

水重金属超标。2018 年向督察组反映，未得到处理。当地

政府不作为，存在包庇、纵容行为。

娄底市涟源市龙塘镇龙井村（原石台村）六组的采石场非

法开采，导致水土流失，引发泥石流，毁坏公路、河道，存在

安全隐患。曾多次向相关政府部门举报，未得到处理。

衡东县杨桥镇温泉新村十三组祖峰山上的碎石厂造成村

民井水枯竭、扬尘严重扰民，村民多次举报，未得到处理。

湘潭市湘潭县鑫连鑫报废汽车回收有限责任公司内部

员工私设拆解窝点（海棠中路浩玉玻璃厂内、河口原湘

衡制砖厂内），非法拆解报废汽车，严重影响生态环境。

娄底市冷水江市锡矿山地区砷碱渣治理工作中，使用专项

资金投入不成熟治理技术，造成资金浪费及环境风险，砷

碱渣仍未能妥善处置，存在非法转移、处置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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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4 月 24 日，经祁阳市生环、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科工、疾控中心等部门和观音滩镇

人民政府联合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件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其中反映“污染农田”

问题属实，其他问题不属实。

4 月 24 日，天易经开区生环办组织湘潭市生态环境局湘潭县分局、县发改局、县自

然资源局、县市场监管局、易俗河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进行现场调查核实，该举报

件部分属实。其中“原四通化工场地经过治理后，当地有关部门违规审批通过了两

个企业（从事煤灰等项目）”问题不属实；“仍有含重金属废水流向涓水”问题属实；

“扬尘、异味严重扰民”部分属实。

4 月 24 日至 25 日，经郴州市生态环境局苏仙分局、资兴分局、苏仙区水利局、区科

工委、飞天山镇政府、资兴市科工局、东江街道办事处等单位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

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其中“苏仙区飞天山镇幸福村华润湖南 B 厂、郴州市农科所

内氟化学工厂污水直排翠江，苏仙区桥口学校附近冶炼厂废气直排”不属实；“严重

扰民”属实。“郴州市资兴市鲤鱼江镇华润湖南鲤鱼江有限公司华润 A 厂废气直排，

严重扰民”不属实，华润湖南鲤鱼江有限公司火灰岭灰场问题正在调查。

4 月 21 日，衡阳市生态环境局常宁分局、常宁水口山开发区管委会现场调查核实，

该信访举报件反映问题部分属实，其中衡阳鸿博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产品与环

评报告不符，违法加工强放射性独居石生产氯化稀土”和“放射性尾渣不明去向”情

况问题不属实，针对“放射性废水直排无资质污水处理站”的情况，已对雨水排口采

样进行放射性的检测，尚在分析中，暂无法定性。

4 月 24 日，衡阳市生态环境局、衡阳市生态环境局常宁分局联合调查核实，该信访

举报件反映的问题不属实。衡阳市谷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获

得了湖南省生态环境厅的环境影响评价批复，于 2019 年 5 月开始动工建设，生产线

尚未投入生产，生产原料为外购国内选矿厂的尾矿独居石，且该公司不生产、不使

用、不销售放射源。

4 月 24 日，澧县县政府组织相关部门联合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部分属实，其中“非

法采石，破坏植被”属实，该企业存在超深越界开采违法行为，对矿区及周边生态环

境造成了一定影响，其他问题不属实。

4 月 23 日，经耒阳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耒阳市大市循环经济产业园、衡阳市

生态环境局耒阳分局等部门联合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件反映的问题属实。其中反

映“衡阳市耒阳市大市经济工业园的金凯公司，生产污水直排农田”的问题部分属

实；反映“废渣随意倾倒”“目前该企业停产迎检”的问题不属实。该公司产生的废渣

（副产品）主要是磷酸钙，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且有长期合作销售对象，不存在生

产废渣随意倾倒的现象；2021 年 4 月中旬，金凯公司针对部分设备进行了除锈维护

保养（未停产），不存在停产迎检的情况。

4 月 24 日，经宜章县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宜章分局、县农业局和里田镇政府

联合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件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其中“郴州市宜章县里田镇塔

下山村的弘源化工毁坏田地 40 亩”属实，其他不属实。

4月25日，江华瑶族自治县林业局牵头组织相关部门现场核查，该举报情况部分属实。其中

反映大圩镇大塘村盗伐生态林上万亩，爆破采石毁坏村民房屋，噪音扰民问题不属实，大塘

村境内无采石场，不存在爆破采石毁坏村民房屋和噪音扰民问题；也无盗伐生态林情况。大

塘村建设一座垃圾热解炉（焚烧炉）问题属实，江华瑶族自治县为解决好农村生活垃圾终端

处理问题，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在9个乡镇共建设了17座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热解炉；大圩

镇在大塘村垃圾热解炉于2020年4月开始建设，2020年10月点火运行，目前尚处于试运行

阶段，运行正常，做到日产日清无堆存剩余垃圾，无废水排放，无污染空气情况，垃圾热解炉

周边植被长势良好，未见树木和庄稼受影响情况，调查人员实地随机询问了大塘村二组村民

许某东、黄某生、十组村民李某坤，均陈述大塘村垃圾热解炉没有污染空气环境，垃圾热解炉

建成后，为本村和邻近村村庄处理生活垃圾，村容村貌变好了。

4 月 24 日，新化农业农村局、新化县水利局、林业局、新化生态环境分局、荣华乡人

民政府对新化县荣华乡海清养殖专业合作社和荣华乡荣华村的梁某华养殖基地两

家企业进行了现场核查，经调查核实,该举报情况部分属实。其中“污染农田”“臭味

扰民”问题属实，“梁某华养殖基地污染农田，破坏环境”问题属实，其他不属实。

4 月 22 日，经郴州市生态环境局嘉禾分局、嘉禾县自然资源局、塘村镇政府和坦坪

镇政府联合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部分属实。其中“郴州市嘉禾县塘村镇联井砖厂、

大同砖厂、英花砖厂、安建砖厂、桐井砖厂、联兴砖厂等砖厂无任何环保手续和设

施”不属实,“非法开采煤矸石，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属实。

4月 24日，经道县自然资源局牵头，永州市生态环境局道县分局、县应急管理局、寿雁

镇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件举报内容部分属实。其中反映“永州市道县寿雁镇馒头岭

采石场非法采石采矿”问题不属实；反映“生产废水直排，噪音、扬尘严重扰民”问题

属实；反映“污染地下水、农田，爆破开采毁坏村民房屋”问题不属实。

经南湖新区住建局调查核实，“曹家叉水库清淤导致水面面积缩小，未达到清淤效果，

当地政府部门不作为，未整改到位”的问题不属实。经南湖新区管委会推动，曹家叉水

库水质和周围环境得到了改善，清淤未导致水面面积缩小，达到了预期效果。

4月 18日，经省发改委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不属实。1.洞庭湖区造纸企业引导退出

工作是省委、省政府推动绿色发展的重大决策；造纸企业引导退出是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举措；造纸企业引导退出是洞庭

湖区实现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造纸企业引导退出是《洞庭湖生态环境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和《湖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2.实

施洞庭湖造纸企业引导退出工作不是“一刀切”，而是有计划、有步骤分类推进。目标

上实行分阶段推进，措施上坚持分类处置，实际操作中“一企一策”。

4 月 22 日，经耒阳市三都镇政府、市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源局、市林业局、市水利

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应急管理局和衡阳市生态环境局耒阳分局等部门联合调

查核实，该信访举报件反映问题部分属实。其中反映耒阳市兴旺实业有限公司“侵

占农田”“非法采砂”问题属实；反映“爆破开采毁坏村民房屋，噪音严重扰民，污染

水源”不属实。

4月 23日，涟源市政府组织娄底市生态环境局涟源分局、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和

石马山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到现场进行调查核实，该举报件部分属实。其中“含重金

属废水、废气直排”不属实，“搬迁后未对污染农田、土壤进行修复”的问题属实。

4月 24日,衡东县政府组织衡阳市生态环境局衡东分局、霞流镇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

举报件反映问题不属实。大村湾村本村没有工厂，也没有工业废渣倾倒、堆放在该村

的情况。经询问村民，村民生活用水均使用井水，井水水质正常。调查组现场共取水井

水样9个，9个水井水样所测的铅、锌、镉、砷等重金属均未检出，符合国家标准。

4 月 23 日，涟源市政府组织自然资源、水利、交通、应急、龙塘镇等部门到现场进行

了调查核实，该举报件部分属实。其中“水土流失，引发泥石流”的问题属实，其他问

题不属实。

4 月 24 日,衡东县政府组织县自然资源局、衡阳市生态环境局衡东分局、杨桥镇调

查核实，该信访举报件反映问题不属实。杨桥镇温泉新村十三组及附近没有祖峰

山，经镇村全面排查，杨桥镇温泉新村范围内目前无碎石厂。该组居民使用的基本

不是地下井水，而是通过建设收集池收集山泉水，再安装水管到户作自来水使用，

没有出现井水枯竭的现象。
4 月 24 日，天易经开区生环办、河口镇人民政府牵头组织湘潭县市场监管局、市生

态环境局县分局、县商务局等单位进行现场核查，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其中“内部

员工私设拆解窝点”问题属实，其他问题不属实。

4 月 24 日，经冷水江市发展和改革局、冷水江锑都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冷水江市财

政局、娄底市生态环境局冷水江分局、冷水江市锡矿山街道办事处联合调查核实，

该信访件反映情况部分属实。其中“砷碱渣治理工作中，使用专项资金投入不成熟

治理技术”部分属实，其余不属实。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不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不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不属实

不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不属实

部分

属实

不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处理情况：祁阳市疾控中心对周边群众的水井及自来水已取样进行检测，目前正在

分析化验中；永州市生态环境局祁阳市分局责令永州市湘江稀土有限责任公司对

经过农田的水渠（长度约 180 米）部分进行密闭整改。

整改情况：目前，经企业和群众协调已制定管道密闭施工初步方案。

处理情况：湘潭市生态环境局湘潭县分局要求企业加强管理，采取货物快进快出，

确保除臭设施正常运行、保持储存间密闭等措施减轻臭气。县发改局要求两家公司

按属地原则向天易经开区相关局室办理备案审批手续，县自然资源局对两家公司

“没有办理厂房扩建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手续”情况启动执法调查。

整改情况：湘潭县生态环境监测站对两家公司废水循环池及涓水断面进行采样检

测，待采样结果出来后再做进一步处理。

处理情况：郴州市生态环境局苏仙分局责成华润电力湖南有限公司、湖南有色郴州

氟化学有限公司、郴州钖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近期彻底开展自查自纠，特别是对

环保设施进行全面检查和对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发现问题立行立改，杜绝直排

现象发生。华润湖南鲤鱼江有限公司火灰岭灰场问题正在调查。

整改情况：华润电力湖南有限公司、湖南有色郴州氟化学有限公司、郴州钖涛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3 家企业已制定自查自纠方案，正在组织人员实施。

处理情况：衡阳市生态环境局常宁分局先后对衡阳鸿博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下达了

《关于衡阳鸿博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环境问题整改的通知》和《关于衡阳鸿博高新材

料有限公司对含辐射废渣加强管理的通知》。

整改情况：该公司已停产整改。目前已经完成了水沟清理，并对锅炉房含辐射矿渣

中间半成品和暂存库进行了整理，并按要求将含辐射的矿渣转移至专用库房进行

堆存；对厂区内雨污分流系统进行了完善；制定了公司环保管理制度和整改方案。

该公司恢复生产时将委托第三方公司按照规定对氯化氢气体进行监测。

无

处理情况：澧县自然资源局对该企业存在的安全生产隐患（开采弃土堆放有安全隐

患）、复垦复绿生态修复不到位、环境卫生整治不到位的问题，下达了《责令停工停

产整改通知》和《安全生产检查告知函》，并对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

整改情况：目前，企业已停止开采生产，企业弃土堆放安全生产隐患问题已基本整改到位。

处理情况：耒阳市要求大市循环经济产业园对泥水冲毁的农田进行修复，达到正常

耕种条件。责令园区施工方清理原来松散土方，避免再次发生雨水携带松土冲毁农

田现象。

整改情况：大市循环经济产业园正在清理农田泥土，预计 5 月 10 日整改到位。

处理情况：1.责令严格要求企业按照排土场设计方案施工作业，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2.督促企业依法用地，妥善处理好工农关系；3.要求加强日常监管，临时用地到期及

时督促复耕复绿。

整改情况：企业已按要求完善了各项措施，降低了生态环境影响。

无

处理情况：1.娄底市生态环境局新化分局对荣华乡海清养殖基地南面集水池与新田

水库进行了采样分析，责令海清养殖专业合作社立即检修好雨污分离沟，堵住破损

点和氧化塘外溢处；2. 建设沼液贮存池，确保净化后的粪污废水，全部还田还土利

用；3.要求新化县荣华乡梁吉华养猪场立即拆除排污管道、清空装运沉淀池内粪污

废水，给周边农户或种植基地还田还土，严禁粪污废水外排污染农田。

整改情况：新化县荣华乡海清养殖专业合作社、梁吉华养猪场正在按照整改要求进行整改。

处理情况：1.郴州市生态环境局嘉禾分局查实 4 家砖厂的部分原料未采取有效覆盖

措施防止扬尘污染。针对上述环境违法行为已立案查处；2. 县自然资源局对 4 家砖

厂非法开采行为，下达了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 4 家砖厂停止非法开采，正在立

案查处之中。

整改情况：目前 4 家砖厂已停止违法开采，正在按要求进行整改。

处理情况：永州市生态环境局道县分局于 4 月 26 日对该厂产品露天堆放违法行为

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以及《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

整改情况：该采石场制定整改方案，按方案完善环保设施并进行“三同时”自主验收；

正在组织机械设备对石料堆场进行清整，堆放整洁并用网膜覆盖，对厂区场地和路面

进行清扫，并不定时进行喷洒除尘；已组织机械设备对水塘石渣清理到位；已对损毁

路面进行维修，待采矿权到期后用缴纳村民的 46万元押金新修村民道路。

无

无

处理情况：1.耒阳市自然资源局对耒阳市兴旺实业有限公司未办理土地使用手续，

擅自建设厂房下达了《责令停止自然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

并移送至耒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立案查处。耒阳市自然资源局测量队勘测，该公司

存在侵占基本农田行为，已将其移送至耒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立案查处；2.耒阳市

林业局对耒阳市兴旺实业有限公司违法毁坏林地行为下达了《恢复植被和林业生

产条件通知书》，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待查明案情后，将案件移送至耒阳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立案查处。

整改情况：该企业升级了环保设施，对采石场生产区进行了全封闭改造。现已在场

内非采矿区种植栾树、柏树、茶树等树苗、播撒草籽。

处理情况：2019年 11月，中央下达专项治理资金 940万，用于该地域的重金属污染综合

整治工作。2020年 6月涟源市石马山人民政府通过公开招投标，项目中标单位为长沙华

时捷环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整个工程预计2021年12月完成施工、验收。

整改情况：1.涟源市石马山街道办事处将加强对施工单位监管，督促施工单位按时、

保质完成该污染地块的修复工作。2.石马山街道办事处将加强与原湘峰厂周边村民

的沟通，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无

处理情况：该公司原生产时堆存工业广场的剥离土层，遇大雨时，存在少量水土流

失，对通乡公路与进场公路连接处水沟造成堵塞，影响排水，针对此问题，4 月 26 日，

涟源市龙塘镇人民政府已制定整改方案，预计将在 2021 年 5 月 30 日完成到位。

整改情况：涟源市龙塘镇人民政府正在按照整改方案推进整改工作。

无

处理情况：河口镇人民政府对润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下达了整改意见，要求未配套

建设好污染防治设施，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机动车拆解资质前不得进行生产。

整改情况：润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已停产，正在进行整改，计划 3 个月内整改到位。

处理情况：督促冷水江锑都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相关

管理制度，建立长效机制，确保无害化处理技改生产线稳定正常运行，实现“至 2028

年底完成 15 万吨历史遗留砷碱渣治理”的目标。

整改情况：督促冷水江锑都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加大科研攻关力度，除达到可研和设计

要求的工艺技术之外，还要进一步提高砷碱渣处理的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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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处理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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