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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宝鸡市委  宝鸡市人民政府
关于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
截至 2021 年 6 月 3 日 18 时，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涉及宝鸡市生态环境信访件 176 件，现将交办问题办理结果（第十九批）通报如下 ：

序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涉及区县
及部门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处罚和问责情况
是否
办结

备注

98

扶风县午井镇原子头村 2 组村民杨丙岐和马中科将生活

垃圾、废塑料纸、700 头左右死猪倾倒至该村 2 组西侧 1000

米处水沟内，污染水体，向村委会反映后村委会用土直接填

埋，并使用彩钢瓦将周边围挡，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扶风县

该信访问题与 05 号问题相同。反映问题地点未发现倾倒垃

圾和死猪。该村 2 组西侧 1000 米无地表水流淌，不存在污染水

体情况。

不属实

该处已完成了土地平整，种植了大豆。为

防止偷倒垃圾现象发生，5月 13 日至 20 日在

此地段先后安装了铁皮围栏、通行栏、摄像头、

警示牌等装置，确保不再发生偷倒垃圾现象。

已办结

99

凤翔区彪角镇杨丹村 3 组村民冯元利自 2010 年开始

在 3 组开办养殖合作社养鸡，养殖场无相关污染处理设施 ；

2019 年又开办养猪场，粪便随意排放无人清理，将患病死猪

随意倾倒至养殖场土场西侧大坑内，未填埋及处理，高温天气

将养殖场四周抽风机开启排气，产生刺鼻性气味严重影响附

近生态环境，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凤翔区

凤翔县年丰养殖家庭农场 2010 年至 2018 年养鸡，2019

年至今养猪，养殖场建有粪污池，无干粪堆粪场。现场检查时发

现东北侧圈舍后和崖边、西侧崖边集污坑、西北侧崖边沟渠粪污

溢流未整治到位，存在整治死角。该养殖场在圈舍西侧装有 6 台

换气扇，用于圈舍内换气散热。在圈舍西北侧建有病死及不明原

因死亡生猪无害化处置点。

属实

该养殖场负责人已对圈舍西侧、北侧土

场边缘及圈舍东北角的粪污进行了清掏、填

埋。

建设规范化堆粪场、尿液收集池，预计 7

月底完成。

拟处行政处罚罚款 15 万元。

阶段性

办结

110

市民来电反映凤翔区彪角镇杨丹村 3 组村民冯元利开办

养殖场但养殖过程存在环境污染现象（99 号案件），5 月 25

日 9 时左右某工作人员驾驶陕CR5406 公务用车并持举报资

料前往该厂提前向负责人告知 5 月 26 日有领导要来审查，需

提前做好准备，故该村民将已随意倾倒的死猪进行处理，请督

察组予以查处。

凤翔区

该信访问题与 99 号问题有关。5 月 25 日上午，彪角镇人民

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乘坐陕CR5406 公务用车前往该

养殖场对群众投诉进行现场核实，正常履行信访问题查处职责，

不存在反映信中所描述的涉嫌弄虚作假的行为。

不属实 无 已办结

126

千阳县宝平路中心加油站对面西关七组家属楼楼下的

四家餐饮店因油烟净化器故障，近期该四家店铺随意排放油

烟，油污已污染小区地面，给居民生活造成影响，请督察组予

以查处。

千阳县

四家餐饮店均安装有油烟净化器。根据使用频率，定期清洗

油烟净化器，符合油烟净化器正常运行要求。但四家餐饮店未及

时清洗室外院内墙面悬挂的烟管，导致油污渗漏到小区地面，造

成地面污染。

部分

属实

四户餐饮户已对室外院内墙面悬挂的烟

管进行了清洗，已达到油烟净化器清洗标准，

对污染的小区墙面进行了粉刷净化，对地面

进行了清洗。

已办结

127

金台区金陵西路四季花城一期北门外一条自宝平路往

下的污水渠未进行遮盖，长期产生刺鼻性气味，请督察组予

以查处。

市住建局

反映的污水渠原有水泥盖板，施工时被破坏，暂用竹胶板覆

盖，散发有气味。在排查中发现，该小区西侧新修污水渠，顶部用

竹胶板覆盖，也散发有气味。

属实

四季花城一期北门门口污水渠，已覆盖

预制板，支模在盖板上浇筑 10cm 厚混凝土，

已完成。西侧新修的污水渠采用预制水泥盖

板覆盖，再用水泥砂浆填缝，正在施工。

阶段性

办结

128

渭滨区金陵新村步行街一区九号楼北侧外楼下“川湘小

炒”餐饮店，抽油烟机管道通向小区内，油污导致小区内绿化

带的树木及绿植枯死，地面发黑，已持续 3 年，严重影响小区

环境卫生，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渭滨区

该店安装有油烟净化器，其油烟管道延伸到楼顶，符合排放

要求，清洗记录齐全。

经现场核查，造成绿化带内树木干枯的原因是前期此处绿

化带内的污水管道堵塞，污水溢出，致使绿化带内的草木干枯，

检查时未发现污水溢出。

部分

属实

已对该处污水管道进行过疏通，目前无

堵塞问题 ；绿化带的地面已翻土整理，正在进

行撒草籽和补栽工作。

阶段性

办结

129

眉县安阳街金典庄园小区门口阿记烧烤店铺风机安装在

3 楼平台，长期存在噪声扰民的情况，且一楼楼道内油烟污染

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一年前向 12369 反映，至今未果，请

督察组予以查处。

眉县

该店油烟净化设施及风机距最近住户约 10 米，距离商住楼

楼梯换风口约 3 米，运行时机械振动噪声及处理后的气体进入

商住楼楼道对周围群众造成一定影响。

市生态环境局眉县分局复核 2019 年 11 月至今“12369”投

诉举报电话登记记录，未发现投诉举报记录。2020年10月19日，

眉县城市管理执法局接到群众电话投诉“阿记烧烤噪声扰民”问

题后，及时进行调查处理，并依法责令其对油烟净化设施风机加

装了隔音板和隔音墙。

属实

该店完成油烟净化设施维护保养，并对

油烟净化设施及风机再次加装了隔音板和隔

音墙，正在购置、加装油烟净化设施风机消音

弯头。

阶段性

办结

130

前期修建太凤高速施工队与农户签订协议，施工结束后

将倾倒至凤县双石铺镇草店村东侧自然水沟内的几十万方砂

石清理，但至今未清理，导致村民耕地及林地被损毁，请督察

组予以查处。

凤县

2017 年中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因修建太凤高速同

双石铺镇草店村农户签订临时用地协议。2017 年 10 月施工完

毕后，太凤高速公路TF-07 合同段项目经理部施工报批的弃渣

场所占用的耕地已完成了土地复耕, 栽种了花椒苗木，对占用

的林地正在按照林地恢复方案进行恢复。防护堤下方自然沟坡

中堆放弃渣约 1.1 万方。

部分

属实

已对防护堤下方的多余弃渣进行了清

运，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在 6 月 20 日前将排水

渠修建完工。于 2021 年 11 月 21 日前完成植

被恢复。

阶段性

办结

131

凤翔区田家庄镇寺头村农机校振兴涂料厂长期存在无环

评手续生产涂料的现象，生产过程中对废气、废水未处理直接

排放，废水外排至地面，该厂紧邻村民居住区，严重影响村民

生活，已多次向当地环保部门反映未果，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凤翔区

凤翔区田家庄镇振兴涂料厂未依法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手

续。2018 年以来，经职能部门多次检查，水涂料生产线（搅拌机、

砂磨机）一直处于停产状态。

属实
该厂已拆除了全部设备，清理了现场，并

将设备自行处理。
已办结

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宝鸡市时间 ：2021 年 5 月 9 日－ 6 月 6 日
投诉举报值班电话 ：0917-3507001 邮政信箱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 A005 号信箱。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每天 8 ：00 － 20 ：00。

如今走进千阳农村，就会看到

庭院巷道整洁干净，文化长廊蜿蜒曲

折，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红白事节俭操

办……这些都是千阳县深入推进“美

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千阳县把建设“美丽乡

村.文明家园”作为提升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全面整治农村环

境，繁荣农村文化生活，提升农村文明

程度，书写了农村美、生活富、民风正、

社会和谐的亮丽答卷。

环境整治村容美
通村公路绿树成荫，家家门前水

泥路，户户庭院景宜人，这是千阳近年

来实施农村环境整治、建设美丽乡村

带来的新景象。

干净、整洁、优美的乡村环境是

“美丽乡村.文明家园”最直观的体现。

千阳县委、县政府持续深入推进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凝聚各方力量，整合项目

资金，着力解决了与农村群众生产生活

息息相关的垃圾、污水、“三堆”等问题，

并建立了垃圾清理、污水处理、“三堆”

管理、门前四包等长效管理机制。绿化

增色、美化提升、文化铸魂的整治思路

更是让环境整治在彰显特色、提升品位

的同时使农村面貌更美。该县相继在南

寨、张家塬、城关等镇建成群众喜闻乐

见的孝道主题文化广场、农耕风情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屏风，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与精神文明建设相得益彰。

典型引领民风美
千阳县以培育诚信友善、文明和

谐的村风民风为目的，精心策划了模

范人物评选活动，帮助群众擦亮“发

现美的眼睛”。该县陆续开展了“最美

千阳人”“感动千阳人物”“尚德千阳

人”“首届道德模范”等典型评选活

动，经层层推荐评选、审查公示，评选

出一批又一批模范人物，这些模范人

物中有全国孝亲敬老之星景红绪、全

省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罗亮亮、省级道

德模范孙安成、身残志坚的草根作

家张建军等。另外，设立了“千阳好人

基金”，每年走访慰问道德模范。近年

来，全县涌现出各类先进典型 280 余

人，先后有 9 人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17 人荣获省市级道德模范，13 人荣

登陕西好人榜。“好人”名单背后，是

千阳在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不

断进步。

红白理事会净乡风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迅速发

展，高价彩礼、红白事大操大办等一

些不良社会现象抬头。为遏制这些

不良风气，千阳县在每个村都成立

了红白理事会，制定《红白理事会章

程》，规定宴席规模和标准。红白理

事会由村上德高望重、热心公益、

组织协调能力强的党员或卸任村干

部担任会长，村上乡贤文化能人、产

业致富带头人、退休的老干部、老教

师任理事。凡村民中有红白事，理事

会便会提前介入，主动上门服务。朝

阳、双庙塬等村利用村级闲置房屋，

建起多功能红白事服务大厅，统一

购置桌椅、碗盘、音响等设施，组织

留守妇女组建红白事志愿服务队，

为村民办红白事提供服务。这既让

个别群众大操大办无机会、没市场，

也解决了群众“不想办而又不得不

办”的难题。

“一村一品”特色浓
在“美丽乡村. 文明家园”建设

中，千阳县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同时，

创新工作方式，在民风建设上狠下功

夫，结合各村特点，先后在柳家塬村

创办了“老张说事”、在崔家头村开办

了“老崔讲故事”、在寺坡村设立了

“民风说事屋”。这些说事拉理的平

台，主讲人都是镇属单位的志愿者以

及“民间理论家”、“业余宣讲家”，他

们用通俗质朴的语言，讲述平凡人的

道德故事，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深受群众欢迎。依托志愿服务组

织，王家庄村选出村子里的十名好媳

妇成立了“好媳妇志愿服务队”、黄里

村组织村里平时热心公益的群众组

成了“老张便民服务队”、赵家塬村成

立了“红领巾小饭桌”。这些志愿服务

组织自成立以来，开展了文艺演出慰

问、义务修理农具、看护留守儿童等

多项活动。

如今的千阳，美丽乡村“面子”

越来越美，文明家园“里子”越来越

实，沐浴着新时代的东风，千阳人民

将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绘就幸福的

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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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大对网上不良信息和网络

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治理力度，切实保护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现将宝

鸡市互联网举报中心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

息举报方式公布如下，欢迎广大网民积极

参与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监督。

一、举报内容
1. 政治类 ：涉攻击党和国家制度及重

大方针政策，攻击“两个维护”，危害国家安

全、泄露国家秘密，破坏国家统一和领土完

整，损害国家形象荣誉利益，破坏国家民族

宗教政策、宣扬邪教，诋毁英雄烈士等内容

的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 ；

2. 暴恐类 ：涉宣扬暴力恐怖思想、教

唆实施暴力恐怖活动、传授暴恐犯罪技能

以及传播暴力血腥视频、图片等内容的互

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 ；

3. 诈骗类 ：涉仿冒银行网站进行支付

交易诈骗、仿冒电信运营商网站进行支付充

值诈骗相关内容的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

4. 色情类 ：涉传播淫秽色情及性暗示

的图片、文字、音视频等违法犯罪行为和不

良信息 ；

5. 低俗类 ：涉传播低俗、庸俗、媚俗和

消极腐朽思想等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和社会公序良俗的互联网违法和不良

信息 ；

6. 赌博类 ：涉赌博相关内容的互联网

违法和不良信息 ；

7. 侵权类 ：境内公开互联网平台上涉

嫌泄露个人隐私、侮辱谩骂、诽谤诋毁的

信息 ；

8. 谣言类 ：涉及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

危害公共安全等网络谣言 ；

9. 其他类 ：违规采编发布新闻信息、集纳炒作

社会突发事件及互联网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

二、举报方式
举报电话（传真）：0917-3263322

举报邮箱 ：bjwxjb001@163.com

                        宝鸡市互联网举报中心 
                                      2021 年 6 月 4 日宝鸡市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工作巡礼之 千 阳 篇

千阳 ：美丽乡村沐新风
李秀明

张家塬镇干部给村民讲述道德模范的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