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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遂宁市船山区复桥

镇唐春村 5 组开办的养

猪场长期臭气熏天，空

气污染。还造成村民用

水枯竭，无水可用。望

取缔该养猪场。

遂宁市船山区天宫

路及滨江路 KTV、酒吧

噪音扰民水枯竭。

遂宁市船山区秀水

街 170 号一楼加工造成

噪音污染，装修过程产

生粉尘和污染性气体，

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

遂宁市船山区复桥

镇唐春村 5 组的养殖场

规划不合理，周围村庄

密集，人口多；无排污设

施和垃圾污物处理条

件，直排后坡导致污染

面扩大；距离下游文星

水库较近；臭气熏天污

染大气；枯水期时，造成

村民饮用水枯竭。

遂宁市船山区天宫

路 KTV 噪音扰民，营业

时间长

行政

区域

遂宁市

遂宁市

遂宁市

遂宁市

遂宁市

污染类型

水，大气

噪音

噪音

水,大气,
其他污染

噪音

调查核实情况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1.关于群众反映“养猪场长期臭气熏天，空气污染”的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属实。

工作专班走访附近居民，据猪场周围群众谭文炳（男，15244936381）等4名村民反映，能闻到一点臭

味，但对生产生活没有影响；夏洪秀（女，18982509745）等7名村民反映，闻不到臭味。工作专班在猪场周

围30米范围内确实能闻到臭气，30米外臭气不明显。工作专班已委托四川炯测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于2018
年11月27日对养殖场周边进行臭气采样检测，检测报告显示检测结果未超过执行标准限值。

2.关于群众反映“造成村民用水枯竭，无水可用”的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不属实。

经工作专班现场踏勘和走访群众了解，附近村民饮用水取自自建水井，井深约4—5米，水源属地

表水；猪场用水取自机井，井深约20米，水源为地下水。大部分村民反映水够用，没有无水可用现象，

少数村民反映偶尔会有枯水期水量较小的情况，水量在猪场建前建后无变化。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关于反映“11月 19日晚上及其前后，天宫路片区及滨江路一带的歌城仍然有噪音扰民”的问题。

经调查核实，该问题属实。

2018年 11月 26日 01：00，由船山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程康带领区环督办案件督办组、追责问责

组、宣传报道组、区城管执法分局、区文广局赶赴天宫路等区域开展现场调查取证。调查发现船山区天

宫路片区建于八十年代，系商住混合区，临街一楼为商业门面房，二楼及以上为居民住宅。目前，该区

域现有70余家KTV，均取得合法经营资格，虽大部分加装了玻璃门、隔音棉，但是隔音不彻底，时有噪

音扰民现象发生。船山区滨江路沿线共有 40余家KTV，由于部分KTV与居民区相距较近，隔音不彻

底，时有噪音扰民现象发生。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1、关于反映“秀水街170号一楼加工造成噪音污染”的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属实。

经查实，被投诉地点“船山区秀水街170号”为居民居住房（计生委宿舍）门牌号，群众反映的噪音

污染来自华鑫不锈钢加工经营部，位于秀水街156、158、162、164、166号，经营者李晓琼，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510903MA62W5WK5C，其营业执照于2018年5月31日注册。该经营部共有5个门面，占地面积

约190平方米，其中经营店面1个（156号）、加工项目店面4个（158号、162号、164号、166号），加工内容

主要为不锈钢剪板、切割、压弯、手磨、电焊。该经营店于2009年开始经营活动，陆续由原两个门面扩

张到5个门面。加工设备有大型切割机1台、剪板机1台、折弯机1台、手磨机1把、电焊机1台。其日常

进行的不锈钢加工项目产生的噪音较大，对周边住户生活造成了影响。

2、关于反映“秀水街170号一楼装修过程产生粉尘和污染性气体”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不属实。

经查实，华鑫不锈钢加工经营部目前无装修项目或装修活动正在进行。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1．关于反映“遂宁市船山区复桥镇唐春村5组的养殖场规划不合理，周围村庄密集，人口多”的问

题。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

复桥镇唐春村，位于复桥镇东南方，与棕树村、寨子村、灵龟村和安居区西眉镇卧龙村相邻，全村有

336 户 1289 人。经核实，唐春村 5 社只有遂宁市船山区畜盛养殖专业合作社这一家养殖场；该场于

2016年5月开始建设，经国土、规划、林业、畜牧、环保等部门审批，未占用基本农田，并办理《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登记》（备案号2016003），符合农业设施用地（遂船农备〔2017〕008号）。该场周边3、5、6社共

有300余人，因外出务工及场镇购房，现实际长期在家居住近40人，其中有2户离养殖场约50米。

2．关于反映“无排污设施和垃圾污物处理条件，直排后坡导致污染面扩大”问题。经核查，该问题

不属实。

经船山区畜牧局、环保局现场检查（勘察），该场实行雨污分流、干湿分离、沼液存储、还土还田的方

式，实现粪污综合利用；有干湿分离设备2套，建有地下沼气池2口300立方米、黑膜沼气1个1300立方

米、应急池1个800立方米、山顶田间蓄储池1个1400立方米，唐春村、寨子村灌溉管网7200米，签定粪

污消纳协议1600亩，现实际消纳土地800余亩，其中后坡耕地约100亩，全部种植油菜，管网设施完好，

未形成污染。

3．反映“距离下游文星水库较近”问题。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

根据《遂宁市船山区畜禽养殖区域划分方案》（遂船府办发〔2017〕15号），国家小Ⅰ型和小Ⅱ型水库

正常蓄水线以上500米的陆域划定为适养区，经实际测量该养殖场距离下游文星水库直线距离600余

米。

4．反映“臭气熏天污染大气”问题。经核查，该问题属实。

经现场核实，猪场内及周边近距离，轻微存在一定气味；臭气成分和浓度已申请第三方公司进行监

测，监测结果预计2018年12月5日前出具。

5．反映“枯水期时，造成村民饮用水枯竭”问题。经核查，该问题属实。

经走访周边群众，该地区多年来未出现饮水困难；在枯水期，若出现严重干旱，村民饮水有困难。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关于反映“天宫路上有几十家KTV，噪声严重扰民，一般要到凌晨两三点钟才消停，房屋都在震动”

的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属实。

2018年11月26日01：00，由委常委、区委办主任程康带领区环督办案件督办组、追责问责组、宣传

报道组、区城管执法分局、区文广局赶赴天宫路等区域开展现场调查取证。调查发现船山区天宫路片

区建于八十年代，系商住混合区，临街一楼为商业门面房，二楼及以上为居民住宅。目前，该区域现有

70余家KTV，均取得合法经营资格，虽大部分加装了玻璃门、隔音棉，但是隔音不彻底，时有噪音扰民现

象发生。

是否属

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责任领导：遂宁市副市长 邓为；

责任单位：遂宁市农业局；

责任人：船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郑良。

1．行政处罚情况。无。

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一是责成船山区政府督促畜盛养殖专业合作社加强粪污处理设施维护和管理，及时转运

干粪和沼液用于还田利用，同时加强日常管理，随时保持场内外清洁卫生。二是责成船山区政府督促复桥镇畜牧兽医站加强

对该养殖场的日常巡查，督促落实各项环保管理措施，确保场内外卫生整洁，减轻对周边环境影响。2018年11月30日前整改

到位，并长期坚持。2018年11月28日，工作专班回访群众时，以上两项整改措施已落实。

责任领导：船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廖锦标；

责任单位：遂宁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船山区分局。

责 任 人：遂宁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船山区分局局长 陈绍宏。

一是由区城管执法分局牵头，区文广局、区环保局配合，强化措施，加大排查力度，对于部分存在噪音扰民的商户要督促

其整改到位，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二是由区城管执法分局联合区文广局、区工质局、相关街道办事处及辖区派出所定期对天宫路片区、滨江路沿线KTV开

展联合巡查，对整改不到位的商家加大整治力度，从源头上杜绝噪音扰民问题。（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三是由镇江寺街道办事处与凯旋路街道办事处牵头，区城管执法分局，区文广局配合，做好对群众的沟通回访工作。（整

改时限：长期坚持）

四是由区文广局牵头，区城管执法分局配合，要求KTV经营场所必须按照《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规定严控经营时间，不得

超时段营业。（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五是由区环保局牵头，区文广局、区城管执法分局配合，加大对KTV营业时间段内噪音监测力度，积极探索控制音量的科

学办法，对噪音超标的经营户实行顶格处罚。（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责任领导：船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吴强。

关于“秀水街170号一楼加工造成噪音污染”的问题。

责任单位：船山区环境保护局、市城管执法局船山分局、区工商管理和质量监督局、介福路街道办事处

责 任 人：船山区环境保护局局长 曹阳；市城管执法局船山分局局长 陈绍宏；区工商管理和质量监督局局 吕祥林；介福路

街道办事处主任 韩旭；

一是经专办组现场检查发现华鑫经营部不锈钢加工项目未办理相关行政许可，区环保局于2018年11月27日下达《责令

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川环法船环违责改字〔2018〕28号），要求其立即停止不锈钢加工项目，并远离居民区另行选址。该经

营部已于2018年11月27日停止加工。

二是由城管执法分局和介福路街道办事处加强对该经营部在选址搬离期间的监督管理，严禁恢复加工。（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三是由区环保局、区工质局为华鑫不锈钢加工经营部做好选址业务服务指导工作。（整改时限：2018年12月31日）

责任领导：船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郑良。

（一）关于“遂宁市船山区复桥镇唐春村5组的养殖场规划不合理，周围村庄密集，人口多”。

责任单位：船山区畜牧食品局、船山区复桥镇人民政府

责 任 人：船山区畜牧食品局局长 刘勇；船山区复桥镇人民政府镇长 罗中金。

责成该养殖场加强日常管理，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备案号2016003）的要求，严禁超1500头存栏养殖。责成船

山区畜牧局加强该场日常监督管理与业务指导，严禁超规模养殖。（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二）关于“无排污设施和垃圾污物处理条件，直排后坡导致污染面扩大”。

责任单位：船山区畜牧食品局、船山区环境保护局、船山区复桥镇人民政府

责 任 人：船山区畜牧食品局局长 刘勇；船山区环境保护局局长 曹阳；船山区复桥镇人民政府镇长 罗中金。

责成该养殖场，做好粪污综合利用记录台账，确保粪污治理与排放设施设备正常运转，接受部门与群众监督。责成区畜

牧局、区环保局、复桥镇人民政府及村两委，加强日常监管，保证场区粪污还田、还林综合利用，坚决杜绝偷排、漏排和直排现

象；特别要做好汛期监督，严禁出现暴雨、涨水造成应急池漫灌，污染农田。（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三）关于“距离下游文星水库较近”。责成该场养殖户严格规范养殖、控量养殖、绿色养殖，严禁直排。

责任单位：船山区畜牧食品局、船山区环境保护局、船山区复桥镇人民政府

责 任 人：船山区畜牧食品局局长 刘勇；船山区环境保护局局长 曹阳；船山区复桥镇人民政府镇长 罗中金。

责成相关部门、辖区政府及村两委加强监督管理，加大巡查频率、力度，保证下游文星水库清洁。（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四）关于“臭气熏天污染大气”。

责任单位：船山区环境保护局、船山区复桥镇人民政府

责 任 人：船山区环境保护局局长 曹阳；船山区复桥镇人民政府镇长 罗中金。

责成该养殖场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养殖，加强养殖圈舍冲洗次数，每日清理粪污2次以上，尽可能减少粪便堆积产

生臭气；加强养殖场日常消毒，防止疫病产生与传播；责成环保等部门及辖区单位加强养殖污水、臭气监管与监测。（整改时

限：长期坚持）

（五）关于“枯水期时，造成村民饮用水枯竭”。

责任单位：船山区复桥镇人民政府

责 任 人：船山区复桥镇人民政府镇长 罗中金。

责成该养殖场规范养殖，严禁污水直排影响村民饮用水安全。责成复桥镇政府，积极与区水务局对接，争取将来采取安

装自来水或集中供水的方式，有效保障群众饮水安全。（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责任领导：船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廖锦标；

责任单位：遂宁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船山区分局；

责 任 人：遂宁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船山区分局局长 陈绍宏。

一是由船山区城管执法分局牵头，区文广局、区环保局配合，强化措施，加大排查力度，对于部分存在噪音扰民的商户要

督促其整改到位，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二是由船山区城管执法分局联合区文广局、区工质局、相关街道办事处及辖区派出所定期对天宫路片区、滨江路沿线

KTV开展联合巡查，对整改不到位的商家加大整治力度，从源头上杜绝噪音扰民问题。（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三是由船山区镇江寺街道办事处与凯旋路街道办事处牵头，区城管执法分局，区文广局配合，做好对群众的沟通回访工

作。（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四是由船山区文广局牵头，区城管执法分局配合，要求KTV经营场所必须按照《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规定严控经营时间，

不得超时段营业。（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五是由船山区环保局牵头，区文广局、区城管执法分局配合，加大对KTV营业时间段内噪音监测力度，积极探索控制音量

的科学办法，对噪音超标的经营户实行顶格处罚。（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责任人被处理

情况

无

责成区城管执

法分局党组对

镇江寺执法大

队中队长杨建

福、凯旋路执

法大队中队长

宋文、育才路

执法大队中队

长杨馥源、介

福路执法大队

中队长向强四

人进行约谈。

无

无

责成船山区城

管执法分局党

组对镇江寺执

法大队中队长

杨建福、凯旋

路执法大队中

队长宋文进行

约谈。

集镇公厕大面积缺少
群众“方便”不方便

据市环卫局局长熊家远介绍，关于集

镇的公共厕所数量，国家规范要求，每一

万人或每平方公里至少要匹配三座公共

厕所。目前，我市大部分集镇都达不到标

准。

“我们通过前期调查了解到，全市 100
余个集镇几乎都有公共厕所，但大多数集

镇的厕所数量不够，安居区和船山区情况

最严重。”熊家远说，我市集镇公共厕所

之所以会大面积缺少，从主观上来说，是

乡镇政府不重视造成的，大部分乡镇干部

都认为厕所问题属于小问题，不能与其它

民生问题相提并论。从客观上来说，新建

一座公共厕所至少需要三十万元，大部分

乡镇政府都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缺乏专

项配套资金，所以造成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一直不完善。

在集镇垃圾方面，全市的集镇垃圾都采

用乡镇运输、县区处理的方式进行。目

前，全市百余个乡镇的集镇垃圾都有固定

收集点，清运工作也一直在继续，然而，之

所以会被评为“群众最不满意的 10件事”，

主要是清运不及时所导致。

今年全市将新建公厕83座
初步建成生活垃圾收运体系

为进一步改善城乡居民环境卫生条

件，提升全市公共厕所规划建 设 管 理 水

平，彻底解决乡镇环境卫生差的问题，

记 者 近 日 从 市 环 卫 局 了 解 到 ，我 市 根

据国家相关规定，结合《遂宁市环境卫

生设施专项规划》，优化提升公厕点位

布局规划，科学合理布局公厕点位，使

城 乡 公 厕 在 布 局 上 与 人 口（含 流 动 人

口）密度相匹配，在数量上达到国家标

准要求。

在新一轮的“厕所革命”中，我市于

2018 年将改建公厕 216 座，新建公厕 83
座。另外，我市还将在今年全面改造农村

旱厕，基本完成农村户厕和农村公共场所

厕所无害化建设改造。

在集镇垃圾处理方面，我市将于今年

年底前在城市、县城、重点镇，初步建成

城乡一体化的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届时，

集镇、农村垃圾收集、收运设施不足，垃

圾露天堆放、清运不及时等问题可得到有

效解决。

“厕所革命”有序推进
12月15日前完成全部任务

11 月 1 日，记者对安居区玉丰镇的集

镇公厕改建工程推进情况进行了实地调

查。

在玉丰镇位于农贸市场和全好路的

两处需改造的公厕施工现场，均有工人在

施工。玉丰镇副镇长郑毅介绍说，之前这

两个厕所环境较差，给群众带来了不便。

通过改造，农贸市场的公厕将改造成三类

厕所，全好路的公厕将改造成二类厕所。

不止是玉丰镇，“厕所革命”在全市多

个乡镇都得到了有序推进。截至 11 月

底，全市共完成新建厕所 87 座，完成率

105%，改建厕所 173 座，完成率 80%。其

余未完成的改建任务争取最迟在 12 月 15
日前全部完成。

在集镇垃圾处理方面，市住建局也向

各县（区）、园区环卫管理部门印发了《关

于加强垃圾收运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

各县（区）、园区环卫管理部门加强垃圾

收运管理工作，城乡一体化的生活垃圾收

运体系的相关工作也在有序推进中。

（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

我市“集镇缺少公共厕所，垃圾露天堆放、清理不及时”专项整治有序推进

今年新建公厕83座 改建216座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侯跃）12 月 2 日，我市我市召开“规

模养猪场、种猪场、饲料企业”非洲猪瘟防控座谈会，围绕非

洲猪瘟防控、产业转型升级、市场保供进行深入交流探讨。

会议提出，“两场一企”要充分认识非洲猪瘟防控的重要

性、复杂性、长期性，正视企业自身肩负的社会责任，兼顾产

业全局利益和企业局部利益，积极配合政府部门打好非洲猪

瘟防控战。要准确把握变“调猪”为“调肉”政策走向，科学

分析市场蕴藏的机遇，积极应对，主动调整，产生效益。要

改变落后生产方式，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培养企业发展

能力，有效增强产业竞争能力。要认真落实防疫主体责任，

高度重视防控工作，认真落实防控措施，及时查找防控短

板，有效堵塞防控漏洞，切实完善生物安全条件，不断提高

企业生物安全水平。要加强员工的日常培训和监管，严格遵

守各项法律法规，坚持守住底线、不越红线。

高度戒备 严防死守 坚决打赢非洲猪瘟防控战

作 为 农 村 环 境 整
治的重要一环，小厕所
也 关 系 着 大 民 生 。 在
2018 年度整治“群众最
不满意的 10 件事”中，

“集镇缺少公共厕所，
垃圾露天堆放、清理不
及时”就被列入其中。
截 止 11 月 11 日 ，全 市
共改建厕所 120 座，新
建厕所 72 座。12 月 15
日前，我市将完成改建
公厕 216 座，新建公厕
83 座的任务。

专项整治系列报道

10群众最不满意的 件事

集镇公厕改造

本报讯（杜思禹 郑强 全媒体记者 杨柳）今年以来，川

中油气矿射洪作业区积极开展“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工作，

紧贴单位生产经营现状，通过细化方案措施，明确目标责

任，提前实现年度降本增效目标。

精细管理降成本。一是通过加强车辆耗油及维修管理、

网上采购办公用品、自主防腐保养等途径，全年降本增效

258.5 万元，超额完成油气矿下达的指标。二是扎实开展“五

定”工作，整合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将“关停并转”人员统一

至中心站管理，全年共计节约成本 15 万元。三是积极开展

资产“轻量化”管理，及时拆除、报废处置秋林片区长关井油

水罐及其基础 15 座，闲置废用流程 200 余米。

强化组织保落实。一是将污水拉运、办公用品、业务接

待、低保井除草、井站生活用水等费用归口到统一业务部门

管理，有效确保费用控制。二是开展“开源节流、降本增效”

专项劳动竞赛，扎实到现场开展设备维护保养、防腐及色标

完善等项目，全年共计完成 150 口井站，9000 平方米防腐及

色标工作，减少可控操作成本支出 72 万元。

我市召开非洲猪瘟防控座谈会

川中油气矿射洪作业区
提前实现年度“降本增效”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