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东市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海东市边督边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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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互助县红崖子沟乡的
几个村被平北工业园
区征用，一直未开发
利用，小寨村海东驾
考学校道路北面耕地
内有挖砂石企业，影
响生态环境。

1、林川乡塘日台村
花石山上金圆水泥厂
大量挖掘大河欠村红
土，破坏山体、林
木，破坏生态环境；
2、该水泥厂采石时
大量爆破，噪音大，
滚落的碎石块砸坏村
民家玻璃等，影响群
众生活；3、乡村干
部为环境保护烧毁饲
养牛羊的食草，给当
地农牧民造成生活困
扰。希望恢复已破坏
的环境，能在保护环
境的同时有效的解决
当地村民的民生问题
。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互助县

举报共涉及2 个方面问题：
互助县国土、环保等部门要求承建青海
一是关于“互助县红崖子沟乡的几个村被平北工业园区征用，一直未开发利用”问题。
正和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对已取料完成的
经查，因受平北经济区土地丈量误差整改工作影响和部分农户、企业、庙宇、学校等没
区域，进行回填、刷坡、植草处理。同
有完成搬迁，互助县政府尚未向海东工业园区移交征用土地，平北经济区征用土地暂未
时，加大现场洒水频次，杜绝扬尘污染
生态 开发利用。举报属实。二是关于“小寨村海东驾考学校道路北面耕地内有挖砂石企业， 基本
现象发生。因互助县政府尚未向海东工
土壤 影响生态环境”问题。经互助县自然资源局、环保局、红崖子沟乡政府等部门现场核
属实
业园区移交已征收土地，按土地及环境
实，此区域是经互助县自然资源局等相关部门统一安排设置的省重点建设工程S103 线西
问题属地管理原则，园区管委会已督促
宁绕城环线平安经互助至大通公路项目的临时砂石取料点，待项目完工后将由项目部负
互助县政府加强对临时堆料加工点的管
责整冶复垦，但该项目仍有15.6 公里未完工，还需继续采挖，故未进行全面恢复。举报
理，确保不发生扬尘污染等环保问题。
属实。

互助县

举报共涉及3 个方面问题：
一是关于“林川乡唐日台村花石山上金园水泥厂大量挖掘大河欠村红土，破坏山体、林
木，破坏生态环境”问题。经查，反映的金圆水泥厂实为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该公
司在互助县林川乡唐日台村及周边有2 个矿，分别为林川乡大河欠村粘土矿和唐日台村
花石山石灰岩矿。“大量挖掘大河欠村红土”系林川乡大河欠村粘土矿，该矿位于互助
县林川乡大河欠村，矿区面积0.0234 平方公里，该矿于2008 年6 月在互助县原国土资
源局办理了采矿许可证，2011 年到期后延续至2014 年，2014 年到期再次延续至2015
年，2015 年到期未能延续，开始进行恢复治理，计划完成恢复治理后注销采矿权。该矿
严格按照规范要求编制了《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复垦方案》、《水
土保持方案》、《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等方案。2018 年、2019 年互助县自然资源、
目前，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已根据互
生态环境、林草、应急管理、水利等部门要求该公司严格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复
助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的要
垦方案》进行恢复治理。目前，已对矿区进行了整治，其中矿区西侧、南侧已基本完成
求，结合《矿山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方
整治，植被恢复情况较好，矿区北侧修整了台阶，播撒了草种，部分区域已长出约2-3
案》，制定了2019 年下半年至2020 年
厘米青草。该矿山开采前矿区没有林木，不存在破坏林木的问题，举报部分属实。二是
生态
部分 大河欠粘土矿恢复治理计划，将在目前
关于“该水泥厂采石时大量爆破，噪音大，滚落的碎石砸坏村民家玻璃等，影响群众生
大气
属实 恢复治理的基础上按计划、分阶段进行
活”问题。经查，反映的采石场系唐日台村花石山石灰岩矿，该矿区距离西南侧东和乡
恢复治理。互助县自然资源局、生态环
黑庄村、西北侧林川乡唐日台村均约1 公里，矿山开采过程中确实有爆破流程，爆破为
境局等部门将严格按照每一阶段的治理
每周2-3 次，每次爆破时间约在下午5-6 时，从起爆到结束时间控制在3 秒以内。2014
目标开展监督检查，力争2020 年全面完
年5 月，该公司委托专业机构编制了《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花石山石灰岩矿爆破
成恢复治理任务。
震动测试报告》，结论显示爆破产生的震动对1 公里内村民房屋无损害影响。2019 年7
月，金圆水泥有限公司聘请专业机构对矿山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噪声进行了检测，结果显
示矿区四周噪声为48-52 分贝，远低于标准值60 分贝。矿区方圆300 米范围内无村民住
宅存在，通过走访周边村庄，未发现飞石或滚石砸坏村民家玻璃的问题，举报部分属实
。三是关于“乡村干部为环境保护烧毁饲养牛羊的食草，给当地农牧民造成生活困扰”
问题。经查，近年来，互助县围绕农村“六乱”开展了集中整治，在开展整治时，林川
乡领导干部和唐日台村两委积极动员引导群众自行清理乱堆、乱垛的柴草，规范堆放牛
羊饲草。同时，唐日台村“两委”积极联系秸秆打包机，征得养殖户同意后，动员15 户
养殖户对牛羊饲草进行打包整理储藏，共打包580 余捆，并动员72 户养殖户将乱堆、乱
垛的饲草垛自行搬迁至自家柴草房储存，举报不属实。

3 X2QH201908130009

举报人反映海东市互
助县红崖子沟乡共有
三家生产红砖的企业
违法乱挖山地土壤，
每个砖厂都违法乱挖
土地近百亩，土壤近
万方，违法烧窑，山
地千疮百孔。这三家
砖厂每天排放大量煤
烟污染环境。

4 D2QH201908130008

北门路靠近鑫盛都市
名城附近，路面有污
水排
出，路口的交易市场
臭味严重。

5 D2QH201908120023

海东市乐都区城台乡
山城村八洞沟桥北侧
有一家砂石厂，污染
周边农
田。

互助县

大气
生态

举报共涉及3 个问题。一是“举报人反映海东市互助县红崖子沟乡共有三家生产红砖的
企业违法乱挖山地土壤，每个砖厂都违法乱挖土地近百亩，土壤近万方，山地千疮百孔
”问题。互助县红崖子沟乡上寨村北山共有5 家砖厂，分别是互助县星鑫空心砖厂、互
助县安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互助利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互助九鼎建材有限公司、占
互助县采取以下措施进行整改。一是互
海砖厂。目前，互助九鼎建材有限公司因经营不善、占海砖厂因相关手续不全，长期处
助县自然资源局已对涉嫌偷挖盗采的企
于停产状态。互助县星鑫空心砖厂、互助县安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互助利宏新型建材
业立案调查，向3 家企业下达《责令停
有限公司3 家企业自2016 年底因省级环保督察指出存在手续不全、环境污染等问题责令
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企业停止砖
停产整治，并控制供电。2019 年6 月陆续恢复生产。互助县星鑫空心砖
坯生产。将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常态化联
厂、互助县安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互助利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3 家企业建厂地点均在
合执法，健全完善长效机制。进一步加
丘陵地带，占地属未利用地，不占用耕地。在建厂时平整场地产生大量余土，作为生产
大巡查和监管力度，坚决打击乱采滥挖
基本
原料。2019 年6 月至7 月间恢复生产，所用粘土来源不明，各企业均无采矿许可手续。
和非法开采粘土行为。对符合矿产资源
属实
经调查询问，上寨村北山区域现有的5 家砖厂在2012 至2016 年底生产期间存在偷挖盗
规划中的采矿权依法依规进行挂牌出
采粘土矿问题，各自厂区均有明显取土区域痕迹。举报基本属实。二是信访件中反映“
让，确保粘土资源矿产开发合法合规。
违法烧窑”问题。在产的3 家砖厂回转窑生产线均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二是互助县生态环境保护局进一步加大
要求，取得工信部门备案，建设部门许可，工商部门执照及土地、环保、水利等部门相
对砖瓦生产企业环保设备设施运行情况
关批复。2019 年6 月经互助县工信、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8 部门验收核查后，依法依
监管和监测力度，对存在的环境违法行
规予以保留。举报不属实。三是“这三家砖厂每天排放大量煤烟污染环境”问题。在产
为依法立案查处，确保企业环保设施正
的3 家公司未按环评要求规范建设原料贮存库，燃煤、粉煤灰、黏土苫盖不全面和露天
常运行达标排放。
堆放；废渣（废砖坯、废砖等）在厂区周边随意堆放；厂区道路及配料进料区无抑尘措
施；星鑫砖厂和安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除尘脱硫设施不符合工艺操作要求（经pH 检测试
纸实测脱硫剂呈现酸性3-5），目测排出烟气呈间歇性蓝烟。举报基本属实。

乐都区

经查，北门路通往交易市场路口西北侧为城中村（正在开发改造，待拆迁）、东侧为正
大气 在开发建设中的鑫盛都市名城小区，路口近期反弹出一家宠物销售和一家酿皮销售摊点
水 。因该村无排污管道，道路西侧商户及住户将产生的污水随意倾倒在道路上，产生臭味
。

乐都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联合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区公安局依法取缔了宠物
和酿皮销售摊点，对该道路两侧杂物进
行了彻底清理整治，并设置5 个带盖垃
属实 圾桶。同时，责令鑫盛都市名城开发商
对工地围墙进行了粉刷，并在施工工地
门口围挡处建设临时排污管道，将商户
及住户污水纳入小区内排污管道。待北
门路改造完成后，将附近雨、污水纳入
城市排水主管网。

乐都区

经查，乐都区城台乡山城村八洞桥北侧无砂石场，该处为山城村村民李某青的0.6 亩高
台耕地，无法灌溉耕种。2018 年乐都区国土资源局实施城台乡坝口村等10 村高标准基
土壤 本农田项目时，李某青为使0.6 亩耕地达到灌溉耕种条件，与项目施工单位协商，把高
台土层下面的砂石运走，将0.6 亩土地的高度降至与周边耕地等高，便于灌溉。目前，
施工方已将砂石进行转运，恢复了耕地的平整度，期间没有影响周边耕地。

不属
实

6 D2QH201908120017

7 D2QH201908120016

海东市民和县七里寺
避
暑山庄内有一个旱厕
离
药水泉仅150 米，污
染水源地。游客在树
林内随意大小便。

海东市平安区三合镇
瓦
窑台村的化粪池内的
水
流入西峡河，该河为
水源地，废水直接污
染了下游十个村的饮
用水源。

民和县

平安区

水

举报共涉及2 个方面问题：
一是关于“民和县七里寺避暑山庄内一旱厕离药水泉仅150 米，污染水源地”问题。经
查，民和县七里寺避暑山庄景区内有旱厕一处6 间，该旱厕距药水泉约210 米，在水源
地下游，每天有专门的保洁人员负责打扫卫生，并不定期对粪便进行清运，对水源地未
造成污染，举报部分属实。二是“游客在树林内随意大小便”问题。经查，七里寺景区
内设专门的管理人员和保洁人员负责景区周边环境的日常监管和保洁，平时并不存在游
客在树林内随意大小便现象。但在“花儿会”等节会期间，因游客数量多，景区环境卫
生及厕所有管理不到位现象，存在部分游客在树林内随意大小便现象，举报部分属实。

民和县已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县林业部门负责在现有厕所的基础
上增建防渗漏粪便收集池和防蝇网、臭
气筒、盖板等设施，并定期开展消毒、
灭蝇工作。二是将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进一步加大环境整治工作力度，由古
部分 鄯镇成立七里寺景区环境卫生整治组，
属实 强化保洁员的责任意识，加强对景区周
边特别是厕所环境卫生的日常监管和保
洁，实现垃圾日产日清、粪便定期清运
。三是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
景区的日常巡逻，曝光不文明行为，提
高游客的环保文明意识，引导游客文明
出行，杜绝在树林内随意大小便的行为

举报共涉及2 个方面问题：
一是关于“海东市平安区三合镇瓦窑台村的化粪池内的水流入西峡河”问题。经查，为
解决该村生活、餐饮污水问题，瓦窑台村建有50 立方米化粪池1 座、无动力7级沉淀污
水处理池1 座。该村每隔3 至5 日组织村民对化粪池和污水处理池进行清理，保证化粪
8 月4 日，已组织村民对化粪池和污水
池、污水处理池正常运行，化粪池和污水处理池距离上游饮用水水源地1.5 公里，距离
处理池进行了清理、疏通。8 月13 日，
水
部分
西峡河河道约50 米，且中间建有一条村级硬化道路。8 月4 日该村污水处理池发生污水
再次组织人员对化粪池和污水池进行了
大气
属实
外溢情况，污水处理池北侧空地发现少量外溢污水痕迹，举报部分属实。二是关于“该
清理，现已全部清理完毕，化粪池和污
河为水源地，废水直接污染了下游十个村的饮用水”问题。经查，三合镇瓦窑台村及下
水处理池运行良好。
游部分村庄的饮用水水源地位于西峡河上游瓦窑台村以南1.5 公里
处，并非在西峡河瓦窑台村段及下游，三合镇已实现自来水管网入户全覆盖，全镇农村
人畜饮用水均以自来水为主，并非直接饮用西峡河河水或河边泉水，举报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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