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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4 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
市转办第 18 批信访举报件 7 件（来信 4 件，来电 3
件）。其中，从案件主办单位看，浈江区 1件，武江区
2件，曲江区 1件，始兴县 2件，翁源县 1件；从案件类

型看（案件涉多种污染类型），土壤 1件，水 1件，噪音
1件，大气和噪音 1件，土壤和其他污染 1件，水和大
气 1件，水、噪音和大气 1件，

上述信访举报件已交办有关地方政府、部门，正

在加快办理，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
截至 9 月 14 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累计交办 14 批群众举报件 47 件，已办结 14
件。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韶关市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
（第十八批）

序号

202110

202111

受理编号

D2GD202109050091

X2GD202109050092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韶关市始兴县太

平镇的始兴垃圾填埋

场臭气对碧桂园小区

居民造成影响。投诉

了接近 2 年，但是臭气

扰民问题没能彻底解

决。

反映自建鸡舍被

政府以“贵东水源流域

区，污染环境水源，违

章搭建等”理由违法拆

除，实际鸡舍是2015年

开荒地里搭建的，不是

贵东水源流域区，也不

是违章搭建，有贵联村

委会证明材料为凭共

两份。家庭因此损失

惨重、得不到合理赔偿

和补偿，造成投诉人父

亲 身 心 受 到 严 重 刺

激。要求调查处理此

案，赔偿损失五十多万

元，按政策补偿一切经

济损失。

行政区域

始兴县

翁源县

污染类型

大气

其他

污染

调查核实情况

经实地核查，目前始兴县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营方按规范进行填埋作业，履行了消杀、除臭

程序，有效控制作业面积，在不作业时覆盖HDPE膜，监测报告也显示，厂界恶臭达标。

碧桂园小区居民从2018年底开始陆续入住，相关臭气扰民投诉也就此开始；臭气扰民的

主要原因是垃圾填埋场在垃圾倾倒和填埋操作过程中，当气压低且吹东北风时，在下风向的

碧桂园小区部分居民会闻到垃圾填埋场飘过来的臭气，对其造成影响。

一、投诉人反映的鸡场为邱统礼鸡场，该鸡场位于翁源县贵东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一级

保护区内。鸡舍在2015年冬筹建，建造的面积有1678平方米，地面是用混凝土建造鸡舍，上

面是搭建的铁皮泡沫隔热星瓦棚。在搭建时没有申报办理相关手续，属于违章建筑。邱统礼

鸡场为天农公司合作养殖户，在2017年6月份进鸡苗开始养鸡。

二、1998年贵联村被纳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经2014年和2018年调整饮用水源保护区范

围后，贵联村仍处于饮用水源保护区。根据上级文件要求，县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要开展环

境违法问题整改，翁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了《翁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翁源县畜

禽养殖禁养区关闭补偿奖励方案的通知》（翁府办〔2017〕99号）文件，对禁养区养殖场进行关

闭拆除，并作出关闭拆除补助。2019年，翁源县政府下发《翁源县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整

治工作实施方案》（翁府办〔2019〕4号）文件，龙仙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5月16日对邱统礼鸡

场下发《责令停工、改正通知书》，要求邱统礼限期对违章搭建鸡场自行拆除。因邱统礼在限

期内未自行拆除，龙仙镇人民政府等有关部门于2019年5月23日对该鸡场进行拆除。

三、邱统礼以其鸡场被拆除为由要求龙仙镇人民政府赔偿损失及要求享受关闭补助，按

照翁府办〔2017〕99号文件规定补偿范围：“在2017年11月20日前，禁养区内所有关闭或搬迁

的规模养殖场（养殖专业户），翁源县政府予以相应的补偿和奖励。未在2017年11月20日前

关闭或搬迁的，翁源县政府不给予任何补偿和奖励，且一律依法强制拆除清理。”邱统礼养鸡

场未在2017年11月20日前依法拆除，所以无相应的补偿和奖励。后邱统礼多次与龙仙镇政

府就补偿问题进行协商，鉴于邱统礼家庭实际情况比较困难，龙仙镇人民政府参考翁府办

〔2017〕99号文件规定，同意对其拆除鸡场按规定进行补偿，并与邱统礼沟通协调，因邱统礼提

出过高要求未达成协议。

是否属实

基本

属实

部分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是始兴县政府对始兴县环卫所和运营方中航环卫有限公司进行了约谈；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对运

营方启动了立案调查。

二是始兴县住建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严格对照标准对始兴县垃圾填埋场所有环节进行全链

条、全方位、全过程检查，督促运营方树立全程精细化管理理念，根据气压及风向，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减少

作业面积，增加除臭雾炮，减少无组织恶臭气体的排放。

三是始兴县住建管理局督促运营方按照环评要求，推进落实填埋气体的收集整改工作，确保在今年10

月10日前完成整改，将填埋废气收集后使用火炬燃烧装置进行燃烧处理，减少恶臭气体排放。

四是始兴县住建管理局和市生态环境局始兴分局严密监管，确保整改到位，同时建立了长效监管机制。

五是抓紧研究制定生活垃圾处置的新方案，对新建始兴县小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或新建大型垃圾中

转站两种方案进行比选论证，确定最优方案尽快实施，争取彻底解决始兴生活垃圾填埋场臭气扰民问题。

接到交办案件后，翁源县高度重视，立即采取以下处理措施予以落实。

一、成立专班跟踪处理。为立即对案件进行核处，积极做好群众沟通解释工作，成立由翁源县副县长赖

永兴同志为组长，翁源县农业农村局、水务局、自然资源局、龙仙镇、市生态环境局翁源分局等有关单位为成

员的案件核查处置工作专班，对案件进行核查处理。

二、进行疏导沟通。2021年9月6日－7日，翁源县县长谭晓健、副县长赖永兴带队到龙仙镇贵联村上洞

村小组邱统礼鸡场现场进行核查，并与邱统礼及家人进行了沟通、疏导，宣传了相关政策法规，做了释法工

作。

三、再次就补偿问题进行协商。翁源县龙仙镇政府与贵联村村委再次参照《翁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翁源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关闭补偿奖励方案的通知》（翁府办〔2017〕99号）补偿要求与邱统礼进行协

商，进一步寻求解决方案。

四、跟进补偿事宜。核查处置工作专班跟进邱统礼鸡场拆除补偿事宜，以此督促龙仙镇与邱统礼达成

一致协议，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寻求解决途径。

五、加强宣传和监管。为进一步做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确保饮用水安全，采取发放宣传资料、当

面讲解等形式，在翁源县全县开展饮用水源保护区宣传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知晓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进一

步强化群众的法制观念，增强水源地周边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同时，翁源县各镇、水务局、市生态环境局

翁源分局等有关单位加强了对水源地周边的巡查监管，对发现的违法行为依法依规及时处置。

接下来，翁源县将继续加强政策宣传，做好邱统礼及其家人思想疏导工作，跟进补偿事宜。

是否办结

是

是

责任人被处理情况

无

无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10批交办，2021年9月13日公开）

序号

202112

202113

202114

受理编号

X2GD202109060053

D2GD202109060023

X2GD202109060008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反映广东北江流域

的韶关市上下游共分布

了 7 家民用船舶修造企

业，这 7 家船舶企业都

在北江沿岸建立，据了

解，90%以上的企业都

存在未取得相关环保排

污手续而非法生产，在

船舶修造过程中产生废

气、噪音、固体废物等污

染物。

今年 5 月韶关市委、

市政府就环保手续不全

等问题对所有船厂勒令

停工停产整顿，停工停

产令下达至今已三月有

余，船舶企业并未按照

国家相关规定申办补办

环保手续，仍然在相关

环保手续不全的前提下

大肆生产，希望通过常

态化执法监督检查，进

一步强化日常监管，坚

决杜绝废气、固废等污

染物进入北江，力护“一

江清水浩荡东流”，保障

下游城市人民的饮用水

的安全。

反映村里被升瑞养

殖场、木头坑养殖场、岭

背养殖场等几个大猪场

包围，每到周末，废水废

饲料直接排入新丰江，

臭味熏天；南蛇塘 300

米左右的龙浦养殖场，

正在建设；投诉过很多

次，遭到报复，没有得到

处理。

举报广东省韶关市

乳源瑶族自治县乳城镇

大东村委会张屋村旱洞

新好猪场，排放粪水流

入饮用水池、鱼塘。村

民要求寻找新的水源及

赔偿鱼塘死鱼的经济损

失。

行政

区域

曲江区

新丰县

乳源瑶

族自治

县

污染类型

废气，噪音，

固体废物

水，大气

水

调查核实情况

一、经核查，反映“韶关市7家民用船舶修造企业90%以上未取得相关环保排污手续而非法生产，在船舶修造过程中产生废气、噪音、固体废物等污

染物”问题部分属实。

（一）群众反映的7家船舶企业分别为韶关市吉航船舶制造有限公司、韶关市曲江区白土祥兴船厂、韶关市志祥船舶修造有限公司、韶关市曲江区权兴船舶

修造有限公司、韶关市金莎船舶修造有限公司、韶关市龙冠船舶修造有限公司、韶关市龙盛造船有限公司。其中前5家位于曲江区，后2家位于武江区。

韶关市吉航船舶制造有限公司、韶关市曲江区白土祥兴船厂已取得环保审批和竣工验收手续，其他5家未办理环评审批及环保竣工验收手续。

（二）上述7家民用船舶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主要为电焊烟尘、刷漆废气，刷漆作业使用水性漆，固体废物主要为钢材边角料，普遍存在钢材

边角料在厂区内露天堆放情况。经调阅企业提供的生产期间监测报告，报告显示废气、噪声均达标排放。

二、经核查，群众反映“今年5月韶关市委、市政府就环保手续不全等问题对所有船厂勒令停工停产整顿，停工停产令下达至今已三月有余，船舶企

业并未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申办补办环保手续，仍然在相关环保手续不全的前提下大肆生产”问题部分属实。

（一）2021年5月20日，为加强全市民用船舶制造企业安全生产工作，韶关市安委办、工信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全市民用船舶制造业企业停产整顿加

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市民用船舶制造业企业停产整顿。

2021 年 8 月 7 日，韶关市政府办公室印发《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韶关市船舶修造企业综合整治提升工作方案的通知》（韶府办发函

〔2021〕112号），明确要求民用船舶制造业企业开展综合整治。

2021年9月3日，韶关市安委办、工信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全市民用船舶制造企业复工复产和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同意完成安全生产隐

患排查整改的韶关市吉航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等6家民用船舶修造企业复工复产，韶关市曲江区权兴船舶修造有限公司继续停产整顿。

（二）经核查，韶关市吉航船舶制造有限公司尚未恢复正常生产。现场有6条生产线，均在车间（厂棚）内，生产线上有5艘船舶未完工（其中2艘已

完成刷漆作业）；北江河面上停放4艘船舶在试水和装修，现场无工人作业。该公司提供的相关检测检验报告显示废气、噪声均达标排放。

韶关市曲江区白土祥兴船厂尚未恢复正常生产，现场有6条生产线，生产线上有4艘船舶未完工；北江河面上停放3艘船舶在试水和装修，现场无

工人作业。

韶关市志祥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尚未恢复正常生产。现场有生产线9条，均在车间（厂棚）内，生产线上有9艘船舶未完工（其中1艘已完成刷漆作

业）；北江河面上停放7艘船舶在试水和装修，现场无工人作业。

韶关市曲江区权兴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处于停产状态。现场有生产线6条，其中4条生产线在车间（厂棚）内，2条生产线露天，生产线上有4艘船舶

未完工；北江河面上停放3艘船舶在试水和装修，现场无工人作业。

韶关市金莎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尚未恢复正常生产，现场有生产线9条，均在车间（厂棚）内，生产线上7艘船舶未完工；北江河面上停放7艘船舶在

试水和装修，现场无工人作业。该公司提供的相关检测报告显示废气、噪声均达标排放。

韶关市龙冠船舶修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处于停产状态，现场有2条生产线，均为车间（厂棚）内，生产线上有2艘船舶未完工（其中1艘已完成刷漆

作业）；北江河面上停放3艘船舶正在安装动力系统。该公司因存在生产设施占用河道行为，已被列入广东省河湖“四乱”问题清单。

韶关市龙盛造船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处于停产状态，现场有生产线4条，均在车间（厂棚）内，生产线上有4艘船舶未完工（其中1艘已完成刷漆作

业）；北江河面上停放有8艘船舶正在安装动力系统。

一、关于“村里被升瑞养殖场、木头坑养殖场、岭背养殖场等几个大猪场包围”的情况。经调查，该情况不属实。具体情况如下：

经核实，升瑞养殖场位于马头镇张田坑村南蛇塘地段，场界与张田坑村居民点最近直线距离约500米，现有猪舍与张田坑村居民点最近直线距离约870

米；永盛养殖场位于马头镇军三村木头坑地段，场界与张田坑村居民点最近直线距离约1430米；合兴种养殖场位于马头镇军二村岭背地段，场界与张

田坑村居民点最近直线距离约1600米。该3家养殖场均在张田坑村的一侧，并没有包围张田坑村。

二、关于“每到周末，废水废饲料直接排入新丰江”的情况。经调查，该情况不属实。具体情况如下：

（一）升瑞养殖场。在该公司及周边没有发现污水外排的迹象。升瑞公司大门外有条小溪，经连续三日采样监测，并未发现水质异常。

（二）永盛养殖场。在该养殖场及周边没有发现污水外排的迹象。经连续三日对场外小溪的上下游采样监测，并未发现水质异常。现场检查发现

该养殖场异位发酵床运行存在故障，目前养殖废水暂存于废水储存池。另外，场内鱼塘养有约100只鸭，对鱼塘水质造成一定影响。

（三）合兴种养殖场。在该养殖场及周边没有发现污水外排的迹象。经连续三日对场外小溪的上下游采样监测，并没有发现水质异常。现场检查

发现该养殖场粪污消纳地布管密度和布管范围偏小。

（四）走访周边群众情况。经走访距猪场较近的张田坑村南蛇塘小组10户常住户，并无反映养殖场废水废饲料直接排入新丰江的情况，亦无反映

养殖场周末排污的情况。

（五）下游水质监测情况。新丰县在 3 家养殖场下游新丰江设置 1 个临时监测断面，经连续三日采样监测，水质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Ⅱ类水标准要求，无异常的波动。

三、关于“臭味熏天”的情况。经调查，该情况部分属实。

（一）其中“臭味熏天”不属实。

（二）属实部分为3家猪场门口均偶尔可以闻到臭味，另外，走访张田坑村南蛇塘小组群众期间，也有少部分群众反映有时会闻到养殖场臭味。

（三）2021年9月8日，新丰县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3家养殖场开展场界臭气监测，结果显示场界臭气浓度均为达标。

四、关于“南蛇塘300米左右的龙浦养殖场，正在建设”的情况。经调查，该情况部分属实。

（一）“南蛇塘300米左右的龙浦养殖场”不在新丰县辖区内。经核实，位于河源市连平县隆街镇辖区内，距离张田坑村南蛇塘950米。新丰县马头

镇政府已向连平县隆街镇政府致函确认管辖权，根据连平县隆街镇政府2021年9月10日复函，该养殖场实名“连平县隆街益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位于连平县隆街镇龙埔村辖区内。

（二）“正在建设”属实。根据连平县隆街镇政府2021年9月10日复函，该公司正在进行土方建设，各项手续已办理。

五、关于“投诉过很多次，遭到报复，没有得到处理”的情况。经调查，该情况部分属实。

（一）属实部分是新丰县今年来收到关于升瑞养殖场投诉共13件，涉及生态环境类投诉2件。其中，马头镇政府收到12345政府服务热线投诉件11

件，主要反映土地租赁合同纠纷、建设运输车辆损坏村道等问题，经马头镇多次调解，矛盾双方当事人已于2021年7月达成共识并签订了《调解协议

书》。市生态环境局新丰分局收到12345政府服务热线投诉件1件、村民电话投诉1件，主要反映臭气扰民、排放污水问题，均已按照程序按时办结并答

复。今年以来，未接到另2家养殖场的信访投诉。

（二）“遭到报复，没有得到处理”不属实。根据新丰县公安局马头派出所调查反馈，报警记录并无反映当地村民受到报复的警情；经走访张田村南

蛇塘小组所有常住户（含电话联系），无群众反映受到报复；经马头镇政府走访3家养殖场主、10户张田坑村南蛇塘小组在家群众，暂未发现群众受到报

复的情况。2020年以来，马头镇政府亦未接到因投诉养殖场遭到报复的情况。

一、投诉该公司粪水流入鱼塘为属实。7月2日，乳源瑶族自治县接投诉后，立即开展现场调查取证和采样监测。经查，今年5月18日至20日乳源

乳城镇大东村遭遇暴雨，发生洪涝灾害，持续5日后才逐渐退去。该公司养殖场及其污水处理站严重受灾，全部被洪水淹没，污水池内污水外溢，对附

近村庄、鱼塘造成一定的影响。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乳源分局于7月5日对该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韶环（乳源）责改决〔2021〕47号），责令该公司及时抢修污水处

理设备设施，完善雨污分流系统及沟渠、路面硬底化，对鱼塘内污水进行曝气净化处理，最大限度降低污染物浓度。

至9月6日，执法人员先后7次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督促其尽快完成整改工作。经查，该公司持续推进整改，厂区污水全部收集进入污水处理

设施，处理后废水全部进入贮存池，无外排。

二、投诉该公司排放粪水流入饮用水池不属实。乳源乳城镇大东村供水工程于2021年2月3日完工，受影响村庄已接入自来水。

三、赔偿鱼塘死鱼的经济损失诉求为属实。经乳源乳城镇多次协调，该公司与村民已就经济损失赔偿达成一致，并支付了赔偿金。

四、对该公司污染情况进行全面排查。韶关市生态环境局乳源分局于2021年9月7日、8日先后两次对该公司及附近水体进行现场排查，情况如

下：

（一）发现该公司废水经处理后全部进入贮水池，用于附近菜地及人工林浇灌，虽然没有外排，也未对下游地表水造成影响，但未完善林地浇灌管道

建设，存在环境安全隐患。

（二）对该公司污水处理设施出口进行采样监测，结果显示氨氮、总磷、粪大肠杆菌群指标超过水污染物回用灌溉标准。

（三）通过无人机航拍及实地调查，该猪场周围水体为两个鱼塘水、一个溶洞水。采样监测结果显示两个鱼塘水水质超标，均不外排；另溶洞水水质

正常，未发现敏感水体。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责令企业立行立改。针对7家民用船舶修造企业存在部分固

体废物露天堆放的问题，执法部门现场要求企业立行立改，目前7家

民用船舶修造企业均已完成露天堆放的固体废物问题的整改。

2021年9月12日，韶关市工信局印发了《韶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关于做好全市船舶修造企业综合整治提升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全

市民用船舶修造企业停工停产并开展全面风险隐患排查和综合整治。

二、按照 2021 年 8 月 7 日《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韶关

市船舶修造企业综合整治提升工作方案的通知》（韶府办发函〔2021〕

112号）文件要求，积极开展船舶企业审查和备案工作，并根据该7家

企业的实际情况，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一企一策”提出分类处置意

见报送市政府审定后，集中开展分类处置。

为回应群众诉求，新丰县组织相关养殖场立行立改，并研究完善

长效监管机制。整改要求如下：

一、关于升瑞养殖场。一是加快污水深度处理设施建设，于今年

年底前完成；安装废水在线监控设备，实时监控回用水水质，2022年3

月前完成，完成之前，由马头镇加强巡查监管，生态环境部门每月不定

期采样监测。二是及时清理粪污，保持猪舍清洁，同时使用益生菌添

加到饲料喂养，减少猪粪臭味的产生，9月14日前完成。

二、关于永盛养殖场。一是立即修复异位发酵床设备故障，确保

粪污得到有效处理。二是及时清理粪污，保持猪舍清洁，同时使用益

生菌添加到饲料喂养，减少猪粪臭味的产生，9月14日前完成。三是

尽快清理场内饲养的约100只鸭。四是根据场主的意愿，在10月底前

自行逐步减栏退出养殖。

三、关于合兴种养殖场。一是逐步减栏，10月底前完成清栏。二

是建设异位发酵床设施，11月底前完成，异位发酵床未建成前不得复

产。三是及时清理粪污，保持猪舍清洁，同时使用益生菌添加到饲料

喂养，减少猪粪臭味的产生，9月14日前完成。

一、5月发生特大暴雨后，该公司第一时间进行抢险抢修和清理水

沟污泥，并对受影响设备进行维修调正。

二、灾后，经对厂区范围内所有水体采样监测，其中下游溶洞水监

测结果显示达标。督促该公司进一步抓好灾后整改工作，尤其是雨污

分流系统。

三、彻底解决因洪灾可能引起污水外溢的问题。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乳源分局对该公司再次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韶环（乳源）责

改决〔2021〕70号），责令该公司于2021年10月底前完成整改，要求：

（一）进一步完善和提升污染防治配套设施，做好养殖场区域的雨

污分流措施，废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排入贮水池内，全部用于场

内绿化及周边林地灌溉，不外排。

（二）要求该公司制定环境应急预案，并落实应急措施，目前该公

司与第三方签订环境应急预案编制合同；

（三）要求该公司配套完善浇灌管道，目前贮水池池体已完成硬底

化、林地浇灌管道正在建设中。后续将进行立案调查。

（四）协调解决村民诉求，经乳城镇政府多次协调，该公司已于 9

月8日与村民达成一致，由新好农牧公司对村民损失进行合理补偿，

解决村民鱼塘死鱼和生活用水的经济损失。

（五）要求该公司加强日常环境管理，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是否办结

阶段性办结

是

是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11批交办，2021年9月14日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