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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交群众信访举报件遂宁市公开情况批次一览表
（第 24 批 2018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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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遂宁市大英县祥瑞街
5 个垃圾桶为街对面威斯
特商场摆放的，每天倾倒
大量垃圾，恶臭无比，请督
察组查实处理。

群众向中央第五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遂
宁市市辖区城区大多数住
宅小区自来水卫生情况
差，水浑浊、有异物，小区
顶楼水箱长期不清洗，长
期无监管，老百姓也不知
该哪个部门管，希望过问
一下（具体地址不详）”问
题。

遂宁市河东新区学苑
小区（安置小区）旁边有一
个中铁八局混凝土搅拌
厂，只有一墙之隔，粉尘非
常 大 ，通 宵 作 业 产 生 噪
音。严重影响到旁边居民
的生活。一环保检查就停
工，不检查就照常昼夜施
工。向 12345、河东新区政
府反映多次，河东新区曾
经向投诉居民口头承诺搬
走，但是到现在都没有解
决。诉求：要求混凝土搅
拌厂搬走。

遂宁市河东新区学苑
小区（安置小区）旁边有一
个中铁八局混凝土搅拌
厂，只有一墙之隔，灰尘很
大，通宵作业产生噪音，严
重影响到旁边居民的生
活，都不敢开窗户。还直
接将污水排到河沟，河里
的鱼都死了。一环保检查
就停工，不检查就照常昼
夜施工。2017年中铁八局
领导口头承诺一年内搬
走，但是还在生产。并且
向 12345、河东新区政府反
映多次，但是没有任何处
理。诉求：要求混凝土搅
拌厂搬走。

遂宁市射洪县陈古镇
千家村办公室和居民聚居
点附件有一家养鸡场，每
年分批次养殖几批，每一
批大概两三万只，气味特
别大，距离居民居住的地
方太近，影响很大，希望关
停或搬迁。

行政区域

遂宁市

遂宁市

遂宁市

遂宁市

遂宁市

污染类型

土壤

水

噪音,大气

水，大气，
噪音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1.关于遂宁市大英县祥瑞街5个垃圾桶为街对面威斯特商场摆放的问题。经核查，该问题

不属实。
大英县公用事业局因工作需要，在祥瑞街 19号投放垃圾桶 5个，不属于威斯特商场摆放。

2018年11月7日（信访人投诉前）该处5个垃圾桶已更换为智能垃圾箱，置放于祥瑞街19号世纪
风暴网吧（已停业）前，与邮政小区离墙相隔8米，距威特斯小区30米。

2.关于“每天倾倒大量垃圾”问题。经核查，该问题属实。
该处垃圾容器主要用于收集邮政小区82户300余人、威斯特小区405户1200余人、祥瑞街

沿街商业网点及威斯特商场1-5楼产生的生活垃圾、商品垃圾等各类垃圾，日均产量1000余公
斤。

3.关于“恶臭无比”问题。经核查，该问题属实。
该处垃圾容器“恶臭无比”，主要是由于世纪百盛超市每日将鱼类、肉类、水果、蛋类、蔬菜等

易腐烂的垃圾随意倒入该处垃圾容器内，分类不彻底，造成臭味的产生。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问题1：群众反映“城区大多数住宅小区自来水卫生情况差，水浑浊、有异物”的问题。经核

查，该问题不属实。
调查核实情况：
1.工作专班查阅了明星自来水公司和兰林自来水公司近一周的出厂水质检测台账，水质符

合国家标准；
2.工作专班查阅了市卫计委提供的 2018年 1-10月市城区生活饮用水每月水质检测报告，

水质符合国家标准；
3.工作专班查阅了市住建局提供的2018年度抽检供水企业管网水水质检验检测报告，水质

符合国家标准；
4.2018年11月27日、28日，市卫计委组织市卫监支队和市疾控中心，在既有监测点位的基

础上，重点针对住宅小区新增 19个监测点位（含 2个楼顶生活饮用水水箱），共计采集样本 49
件，其中水源水3件、出厂水7件、末梢水39件。据11月30日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49件均符合
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问题2：群众反映“小区顶楼水箱长期不清洗，长期无监管”的问题。经核查，该问题属实。
调查核实情况：
1.经船山区政府、遂宁经开区管委会、河东新区管委会组织全面排查市城区 108个住宅小

区，现有楼顶水箱190个，其中消防用水水箱188个，生活饮用水水箱2个。2个生活饮用水水箱
分别位于广福大厦顶楼和燕栖街59号集资楼顶楼，容量分别为2立方米、20立方米。

2.2018年11月28日，市卫计委专门对2个楼顶生活饮用水水箱水质进行了取样检测，据11
月30日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水质均符合GB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3.在群众举报前，市卫计委及市疾控中心已经将广福大厦楼顶生活饮用水水箱水质纳入了
监管范围，定期进行了监测。

工作专班认为，市城区排查出的 2个楼顶生活饮用水水箱尽管水质达标，市卫生监督部门
也将生活饮用水水箱水质纳入了监管范围，但是业主或物业管理单位长期不清洗楼顶生活饮用
水水箱的问题确实存在。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1.关于厂区粉尘非常大的问题。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
该厂进出口处安设了车辆冲洗设备，购买了雾炮降尘设施，道路两旁安装了喷淋设施。
2.关于生产噪音严重影响到旁边居民的生活的问题。经核查，该问题属实。
经第三方监测机构核实厂界昼间噪声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音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类标准，厂外敏感点昼间噪声超过《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
准。

3.关于一环保检查就停工，不检查就照样昼夜施工的问题。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
通过“中铁八局三公司遂宁混凝土分公司浇筑通知单”核实，环保期间该厂正常生产，正常

生产到每天21:00结束。
4.关于河东新区曾经向投诉居民口头承诺搬走，但是到现在都没有解决问题的问题。经核

实，该问题属实。
新区执法分局、辖区办事处承诺在选定新的搬迁地址后，督促企业搬离。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1.关于厂区灰尘很大的问题。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
该厂进出口处安设了车辆冲洗设备，购买了雾炮降尘设施，道路两旁安装了喷淋设施。
2.关于生产噪音严重影响到旁边居民的生活的问题。经核查，该问题属实。
经第三方监测机构核实厂界昼间噪声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音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类标准，厂外敏感点昼间噪声超过《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
准。

3.关于直接将污水排到河沟，河里的鱼都死了的问题。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
污水通过沉淀池回收使用，未外排。
4.关于一环保检查就停工，不检查就照样昼夜施工的问题。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
通过“中铁八局三公司遂宁混凝土分公司浇筑通知单”核实，环保期间该厂正常生产，正常

生产到每天21:00结束。
5.关于2017年中铁八局领导口头承诺一年内搬走，但是还在生产。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
通过向中铁八局领导核实，未承诺搬走事宜。
6.关于向12345、河东新区政府反映多次，但是没有任何处理的问题。经核实，该问题不属

实。
新区各职能部门督促中铁八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遂宁混凝土工程分公司按照遂宁市

环保局要求，对厂区扬尘、噪音、废水等问题进行整改，一是厂区内砂石堆放区和洗砂料仓已全
覆盖；二是生产机械安装了全封闭隔音板，并在靠近小区一侧建立了4米高、44米长的声屏障；
三是进出口处安设了车辆冲洗设备，购买了雾炮降尘设施，道路两旁安装了喷淋设施；四是增设
了沉淀池，并在沉淀池中的清水池安装浮球阀控制水位，将雨水和废水回收使用，达到生产废水
零排放；五是出料口地面增高了30cm,将废水全部引入水沟进入沉淀池，并将水沟扩宽加盖钢制
水沟盖板。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
（一）关于群众反映“气味特别大”的问题。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
经工作专班调查走访、查阅资料、现场踏勘及走访周围群众了解，该养殖场于2016年10月

开始停养，养殖场内未发现养殖畜禽痕迹，无任何养殖臭味，与投诉人反映的情况不一致。
（二）关于群众反映“影响很大，希望关停或搬迁”的问题。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
2016年10月，由于千家村土坯房改造，该养殖场临近土坯房居民聚居点，镇、村及当地群众

担心养殖场影响周边群众生活，要求停养。陈古镇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发出《陈古镇安全整
改通知书》，养殖场于2016年11月关停，养殖业主处理了鸡苗和粪污，至今没有进行养殖，与投
诉人反映的“影响很大”情况不一致。

是否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责任领导：大英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总工会主席赵维强。
11月27日，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总工会主席赵维强，副县长邓兰英组织县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案件督办组、追责问责组、宣传报道组、县公

用事业局、县环保局、县商务局召开专题工作会，对该投诉案件的调查处理进行了专题安排部署。
（一）关于“每天倾倒大量垃圾”问题。
责任单位：大英县公用事业局；
责任人：大英县公用事业局局长秦开文。
一是进一步优化垃圾箱摆放位置。经联合调查组现场查看后，将该处垃圾箱及时调整至原垃圾容器摆放点斜对面的威斯特商场侧面楼下，离居

民区距离更远，尽量减少垃圾容器对周边居民及商户的影响。二是进行民意走访。县公用事业局工作人员针对垃圾容器的摆放位置及垃圾收集清运
情况对周边居民及商户开展走访调查。经过走访，群众对垃圾摆放位置及垃圾收集清运优化处理情况均表示满意。三是加大该处垃圾容器清运力
度。督促县垃圾清运公司力拓公司增加该处垃圾清运次数，确保垃圾及时得到清运处理。（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二）关于“恶臭无比”问题。
责任单位：大英县公用事业局；
责任人：大英县公用事业局局长秦开文。
一是强化垃圾分类管理。对世纪百盛超市增加投放专用垃圾桶1个，每日将肉类、蛋类、鱼类、水果类等易腐烂垃圾投入专用垃圾桶，由超市自备

垃圾存放容器5个，将蔬菜类及其他垃圾分类存放，清运公司力拓公司每日清运该处垃圾容器前提前十分钟与超市专人联系，然后超市将专用垃圾桶
及自备垃圾容器内的各类垃圾投入楼下智能垃圾箱内，力拓公司立即将智能垃圾箱内垃圾集中收集清运至城区垃圾中转站，确保易腐垃圾不会长时
间存于智能垃圾箱内。二是加大保洁力度。环卫工人每周两次清洗垃圾箱外观，及时除臭、灭蝇、消毒作业，全力消除垃圾臭味。三是加大宣传力
度。积极进社区、入商户，普及垃圾分类投放知识，倡导居民养成良好的环境意识和生活习惯，形成人人爱环境的良好风气。（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责任领导：遂宁市副市长罗孝廉、袁冰。
从11月26日开始，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姜国全，市住建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唐静，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小文，市卫计委党组成员、副

主任李友军等全程敦促、督导案件处置工作，市住建局牵头，市卫计委、市纪委监委、市委市政府目督室、遂宁市船山区政府、遂宁经开区管委会、遂宁
市河东新区管委会配合，积极开展了案件处理工作。

(一)关于“城区大多数住宅小区自来水卫生情况差，水浑浊、有异物”问题。
责任单位：市住建局，市卫计委；
责任人：市卫监支队副支队长刘德林，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蒋旭东，明星自来水公司二次供水科科长杨浩，兰林自来水公司经营部部长王懿。
1.尽管反映问题不属实，但为确保市城区饮用水水质安全卫生，市政府责成市住建局履行城市供水主管部门职责，督促明星自来水公司、兰林自来

水公司等市城区供水企业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强化出厂水和管网末梢水水质检测并做好检测台账，强化管网巡查和维护工作（整改期限：长期坚
持）。

2.责成市卫计委履行卫生监督管理部门职责，将新增19个住宅小区生活饮用水水质监测点位纳入常规监督监测。2018年12月起，市城区设置生
活饮用水常规监督监测点达到50个以上，以后根据城市发展情况再及时调整监测点位（整改期限：长期坚持）。

（二）关于“小区顶楼水箱长期不清洗，长期无监管”问题。
责任单位：市住建局，市卫计委；
责任人：市明星自来水公司二次供水科杨浩，市卫监支队副支队长刘德林，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蒋旭东，船山区疾控中心书记唐武，广福大厦物管人

员杨仕洪，燕栖街59号集资楼业主代表雷玲。
1.责成市明星自来水公司组织，广福大厦和燕栖街59号集资楼物管单位配合落实，在2018年11月30日前对广福大厦和燕栖街59号集资楼顶楼

生活饮用水水箱进行清洗，该工作已于2018年11月29日完成。
2.责成市卫计委督促广福大厦物管单位和燕栖街59号集资楼业主对楼顶生活饮用水水箱每半年进行一次清洗，定期开展水质监测（整改期限：长

期坚持）。
3.责成市卫计委将市城区生活饮用水水箱水质全部纳入监督监测范围（整改期限：长期坚持）。
4.责成市住建局、市卫计委、市发改委、市公安局等加强部门协调，落实二次供水安全保障责任：市住建部门要严把质量关，监督落实二次供水设施

设计、建设和运行维护相关制度。
5.市卫计部门要严格按照《四川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强化居民二次供水设施的卫生监督，规范二次供水单位卫生管理，依法

查处违法行为。
6.市发改部门负责建立健全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维护收费制度，加强收费监管；市公安部门要会同住建部门指导监督二次供水运行维护单位严格执

行治安保卫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落实治安防范主体责任（整改期限：长期坚持）。
7.责成市住建局牵头组织市卫计、市发改、市公安部门加快修订《遂宁市二次供水实施细则》，强化二次供水管理工作（2019年6月30日前完成）。

责任领导：遂宁市河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税清安；
责任单位：遂宁市河东新区建设局；
责任人：遂宁市河东新区建设局副局长唐毅。
2018年11月27日上午8时50分，河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税清安同志在中铁八局混凝土厂一楼会议室召开专题会议，会议明确要求：
1.中铁八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遂宁混凝土工程分公司11月30日前购买并安装扬尘、噪音检查器；
2.新区各职能部门已于11月29日前联合下发限时生产通知及投诉电话，由办事处张贴至小区进出口显眼处及所涉及楼栋每户门口；2018年11月

28日下午17时05分，罐子口社区工作人员到学苑小区楼栋口张贴“致学苑小区居民告知书”，告知书中明确混凝土站生产时间(禁止在每日十二至十
四时，二十二时至次日七时生产作业)及投诉电话:18982583377。（长期坚持）

3.环保分局已于11月27日下午聘请第三方检测机构现场开展噪音执法监测，按照监测结果依法依规处理；2018年11月27日下午14时00分，市
环境监察执法支队、新区党政办、建设局、环保分局、执法分局对该企业环境管理开展执法检查，并由环保分局委托四川东捷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开展厂
界噪声、敏感点噪声执法监测。11月28日，四川东捷环境监测有限公司监测结果表明：中铁八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遂宁混凝土工程分公司厂界
昼间噪声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音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厂外敏感点昼间噪声超过《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由
遂宁市环境保护局立案查处。

4.慈音办事组织学苑小区业主进行民意测评。2018年11月28日17时05分工作组到投诉小区,通过随机询问的方式，对中铁八局集团第三工程有
限公司遂宁混凝土工程分公司噪音、扬尘、污水排放整改情况进行了回访，共回访业主代表42户，其中对本次整改非常满意32户、比较满意2户、满意
7户、不满意0户。

5.河东新区为加快整治中铁八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遂宁混凝土工程分公司在商品混凝土生产过程中对周边居民生活生产造成的影响，制定
《关于开展中铁八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遂宁混凝土工程分公司生产扰民专项整治实施方案》，明确在2019年12月底前完成中铁八局集团第三工
程有限公司遂宁混凝土工程分公司的搬迁工作。

责任领导：遂宁市河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税清安；
责任单位：遂宁市河东新区建设局；
责任人：遂宁市河东新区建设局副局长唐毅。
2018年11月27日上午8时50分，河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税清安同志在中铁八局混凝土厂一楼会议室召开专题会议，会议明确要求：
1.中铁八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遂宁混凝土工程分公司11月30日前购买并安装扬尘、噪音检查器。
2.新区各职能部门已于11月29日前联合下发限时生产通知及投诉电话，由办事处张贴至小区进出口显眼处及所涉及楼栋每户门口；2018年11月

28日下午17时05分，罐子口社区工作人员到学苑小区楼栋口张贴“致学苑小区居民告知书”，告知书中明确混凝土站生产时间(禁止在每日十二至十
四时，二十二时至次日七时生产作业)及投诉电话:18982583377。（长期坚持）

3.环保分局已于11月27日下午聘请第三方检测机构现场开展噪音执法监测，按照监测结果依法依规处理；2018年11月27日下午14时00分，市
环境监察执法支队、新区党政办、建设局、环保分局、执法分局对该企业环境管理开展执法检查，并由环保分局委托四川东捷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开展厂
界噪声、敏感点噪声执法监测。11月28日，四川东捷环境监测有限公司监测结果表明：中铁八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遂宁混凝土工程分公司厂界
昼间噪声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音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厂外敏感点昼间噪声超过《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由
遂宁市环境保护局立案查处。

4.慈音办事组织学苑小区业主进行民意测评。2018年11月28日17时05分工作组到投诉小区,通过随机询问的方式，对中铁八局集团第三工程有
限公司遂宁混凝土工程分公司噪音、扬尘、污水排放整改情况进行了回访，共回访业主代表42户，其中对本次整改非常满意32户、比较满意2户、满意
7户、不满意0户。

5.河东新区为加快整治中铁八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遂宁混凝土工程分公司在商品混凝土生产过程中对周边居民生活生产造成的影响，制定
《关于开展中铁八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遂宁混凝土工程分公司生产扰民专项整治实施方案》，明确在2019年12月底前完成中铁八局集团第三工
程有限公司遂宁混凝土工程分公司的搬迁工作。

责任领导：射洪县副县长蒋桂彬
责任单位：射洪县畜牧食品局、射洪县环境保护局、陈古镇人民政府
责任人：射洪县畜牧食品局副局长陈天异、陈古镇镇长何圣葆、县环境保护局副局长黄小平。
11月26日上午9:00，射洪县副县长蒋桂彬组织县畜牧食品局、县环境保护局、陈古镇等单位召开专题会议，组建工作专班。11月27日对该投诉问

题进行了现场核实调查，随后制定《射洪县陈古镇千家村养鸡场臭气扰民环保信访问题办理工作方案》，明确了责任单位、责任人。今后，我县将严格
按照《射洪县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射府办函〔2017〕73号文印）做好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落实畜禽养殖面源污染网格化监管，加强对
全县畜禽养殖场的技术指导和该区域的动态监管。（长期坚持）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这段时间下班时开车经过通德

大桥，没以前那么堵了，尤其‘老司

机’强行加塞的少了。”拿到驾照没

多久的市民刘女士对市城区交通秩

序集中整治效果很是满意。

通德大桥是我市贯通河东新区

与老城区城北片区的重要交通要道，

车流量非常大，在早晚上下班高峰时

段尤为凸显。为解决这一时段交通

拥堵情况，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在

通德大桥吉祥路口增加一条左转弯

车道，主要在早高峰 7:40 到 9:00 和晚

高峰 17:00 到 18:00，实行潮汐式车道

通行模式，缓解拥堵。

缓堵保畅还需梳堵结合，针对强

行加塞等交通违法行为，市交警支队

执勤交警严查加塞行为及时制止并

按照法律法规给予处罚。同时在高

峰时段配备文明交通志愿者，及时劝

导驾驶员服从路口民警和志愿者的

指挥和劝导。

交警部门强化重点时段交通秩序整治

严查违法行为 全力缓堵保畅
今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 月 10 日，我市开展为期 100 天的市城区交通秩

序集中整治，针对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和重点车辆，持续开展违法打击和秩序整

治。据了解，整治行动期间，市交警支队按照不同时段的需求布置警力，在多举

措缓堵保畅的同时，严查强行加塞、强行并线、电动三（四）轮车载人、乱停乱放

等交通违法行为，成效显著。截至 11 月 29 日，市交警支队处理机动车乱停乱放

40632 起，暂扣人力客运三轮车 88 辆，暂扣电动三轮车 313 辆，暂扣电动四轮车

169 辆，处理违法货运车辆 1779 起。

重要节点时段
加派警力保畅

严查乱停乱放和非法营运

每逢节假日或重要时间节点，市

交警支队还加强重点景区周边的交

通指挥疏导，组织警力深入城区各景

点实地现场调研，全面了解掌握高峰

及平峰时段道路交通流量状况，准确

摸清造成交通拥堵的原因。

“乱停乱放是景区造成交通拥堵

的原因之一。”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每逢景区高峰期，市交警支

队都将在通往景区的主要路段和执

勤点加派警力，科学合理引导车辆分

流，减少交通拥堵，并增划临时停车

泊位，满足停车需求。同时，加大对

旅游包车、“营转非”客车及微型面

包车、商务车的检查力度，严查超员

超速、疲劳驾驶、逾期未报废、未检

验等违法行为，发现涉嫌非法营运、

超范围营运的，一律移送至交通运输

部门处理。

由于历史局限，老城区许多学校

门口的道路基础条件较差，这也给

上下学高峰时段的交通管理工作带

来了严峻挑战。“最突出的就是违法

使用电动三（四）轮车搭载学生的情

况。”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载人电三（四）轮在 7:00 至 20:00
期间是禁止通行的，而一些学生家

长为图便利违法使用电三（四）轮接

送孩子。

对此，市交警支队采取流动巡逻

分包责任制，上下学高峰时段在学校

门口和周边重要路段设立临时执勤

点，进一步加强学校周边的巡逻管控

力度。并在市城区设置 10 余处交通

整治卡点，重点查处电动三轮车在禁

行区域行驶、违法载人、无牌无证、

逆行、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等交通违

法行为，确保整治工作取得成效。据

统计，从 10 月 1 日至 11 月 29 日，共暂

扣电动三（四）轮车 482 辆。

市交警支队还积极与教育主管

部门和学校协调对接，通过发放传

单、举办交通安全讲座等方式，对学

生、家长等开展多种形式的交通安全

宣传教育，大力倡导文明出行、守法

安全参与交通，积极营造氛围，努力

提高公众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意识，共

同打造文明、安全、和谐、顺畅的城

市交通新秩序。

早晚上下班高峰时段
潮汐车道保畅 严查强行加塞等违法行为

早晚上下学高峰时段
加强安全宣传 严查电三（四）轮车违法载人

———城市交通秩序专项整治—城市交通秩序专项整治交警部门重点查处电动三（四）轮车违法载人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