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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6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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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件，现将交办问题办理结果 ( 第二十一、二十二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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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千阳县水利局下属砂厂长期将垃圾倾倒至砂厂东侧

约400米处的千阳县城关镇段坊村河堤边3组耕地内，最

近一次倾倒垃圾时间为5月27日，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千阳县

千阳县河道疏浚工程公司建筑弃料处理厂的垃圾为砂石

冲洗废水回用池沉淀后的泥土，为千河堤防外一处荒滩坑洼

地，不属于耕地。

属实
已将堆积的泥土回填，并拉运黄土进行覆盖

平整。
已办结

142

扶风县段家镇段家村聚丰鑫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段家镇十字东侧原砖厂）自1 月2 日起设备生产噪

声过大，严重影响周边村民生活，多次向多个部门

反映未果，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扶风县

该公司项目2020 年10 月份开始建设，2021 年1 月2 日起

不定期对生产设备进行调试。4 月28 日因群众投诉，停止生

产至今。

部分

属实
自4月28 日停止生产至今。 已办结

143

近期夜间有人将太白县鹦鸽镇放射性垃圾堆放

至陈仓区新街镇姚儿沟村山洞内且未封闭处理，该

处距新街镇村民水源地较近，现部分垃圾夜间已清

理，近期村民发现附近约4 头野猪死亡，村民怀疑野

猪死亡是否与放射性垃圾有关，现倾倒垃圾现象无

人监管且无相关环保手续，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陈仓区

该问题与28号问题相同。对暂时堆存点下游20米河道内地表水

及村民家中人饮水水质进行采样分析，监测结果显示，水质各项指标

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对姚儿沟村集中取水点水质取样，并

对相关放射性指标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均符合标准。同时，对暂

时堆存点及爆胎后临时堆存点地表进行了放射性监测，辐射剂量率与

当地本底环境水平一致。经走访、排查，未发现4头野猪死亡。

不属实

已将固体废弃物清理拉运至原产生单位，并

对存放物料场地表层进行处理，同时对洞口下方

转运场进行了平整、覆土和绿化。

已办结

144

310 国道眉县首善镇东四新村5 组段，有一砂石

厂长期在夜间作业运输砂石，噪音污染较大，运输

过程中砂石随意撒落，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眉县

宝鸡乔羽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喷淋、洒水车、进出车辆冲

洗台均运行正常；进出拉运物料的车辆加盖有帆布，厂区门

前无道路砂石抛撒迹象；生产车间南侧砂石原料、污泥露天

堆放，未覆盖。

部分

属实

露天堆放的砂石原料、污泥已全部覆盖到

位，制定完善了厂区扬尘管控制度，厂区及进出

口道路均采取洒水清扫保洁，落实了22 时至次日

6 时停止生产及拉运物料措施，并对装载机等机器

设备进行了检修。

拟处行政处罚罚款2万元。

已办结

145
宝鸡市科技纤维有限公司（眉县）在生产后产

生刺鼻性气味，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眉县

宝鸡市博瑞植物纤维科技有限公司由于产品未及时销售

清运，持续发酵产生异味，成品车间部分门窗未密闭，造成

发酵异味无组织排放，配套建设的活性炭吸附装置排气筒高

度未达到环评要求的15m。

属实

企业处于停产状态，堆放成品料的成品车间

门窗已全部密闭，成品车间产生的异味通过配套

建设的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处理后排放；已对废气

收集处理系统的排气筒加高至15m。

拟处行政处罚罚款5万元。

已办结

146

凤县河口镇黄牛咀村村委会旁有一修车厂长期

存在噪声扰民现象，向多个部门反映未果，请督察

组予以查处。

凤县

凤县鲁波电气焊维修部主要噪声来源为修车过程中电

焊作业时敲打焊缝、加水时车辆鸣笛声和充气时气泵工作

声音。

部分

属实

要求维修部严格管控作业时间，避免夜间及午

休期间作业。该维修部加水作业已移至黄牛咀村桥

头，距附近住户约500米，充气气泵已移入房屋内。

已办结

147

5 月18 日左右有人在金台区永新巷东仁新城A

区4 号楼南侧填埋垃圾，拨打12345 反映后，5 月27

日左右部门答复“若后期对该处地皮使用会将填埋

垃圾清理”，其认为不合理，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金台区 反映地点存在填埋垃圾迹象。 属实

已对所填埋的垃圾进行了彻底清理，并制定

了环境卫生长效管理机制。

对涉事公司处以1000 元的行政处罚。

对城管办干部、金陵社区副主任予以提醒谈话。

已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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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艳色彩装点盛世狂欢
——写在第十四届全运会倒计时100天之际

进入六月，三秦大地上到处闪耀着

缤纷的色彩 ：延安宝塔山下，一段段红

色传奇被人广为传颂 ；关中平原，滚滚

麦浪诉说着一个个金色的致富梦想 ；古

都西安，青灰色的明城墙下跃动着一幅

幅明亮的健身图景 ；秦岭腹地，几只朱

鹮从湛蓝的天空中飞过，粉红色的羽毛

宛若天边云霞。

全民全运，同心同行。6 月 7 日，第

十四届全运会即将迎来倒计时 100 天的

伟大时刻。金秋 9 月，来自全国的运动精

英和大众选手们将从这里出发，携手为

完成在 2035 年建成健康中国、体育强国

的目标，迈出坚实的一步。

传承不息“圣地红”
即将举行十四运乒乓球项目比赛的

延安大学体育馆，以窑洞符号作为最具特

色的元素，整体色调以土黄色为主，建筑厚

重质朴、大气端庄，彰显延安黄土地域文化

和陕北红色文化。不远处，滚滚的延河水宛

若一条时光隧道，将过去和现在紧紧相连。

那是 1937 年，为鼓舞抗战士气，配

合军事斗争，丰富根据地文化生活，党中

央到达延安后，举行了“五一”运动会，在

物资匮乏、体育设施极为短缺的情况下，

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带头向大会捐

赠了奖品。

据马海德医生回忆，延安是一个神

奇的地方，边区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包

围下，一针一线都受到禁运，生活严峻，

但大家都很快乐。那时开展的体育项目

很多，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集体操、

举重、游泳、滑冰、爬山，甚至能够打上网

球，这是马海德都未曾想到的事。

当时的体育设备因地制宜、因陋就

简，在空地上树一根木桩，钉块木板，安

上铁圈就是篮球架 ；自己动手用麻绳结

织排球网 ；牛羊皮内装着棉线或鬃毛包

缝起来就是球。即使在最艰难困苦的条

件下，都没有阻隔体育运动的开展。

1942 年，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吸

引到 1300 余名运动员参赛，这次运动会

也成为延安时期党中央举行的规模最大

的一次体育盛会 ：田径场设在延河西岸

的沙滩上；游泳、跳水放在了延河；篮球、

排球场建在北山根一块平坦的土地上 ；

赛场附近的山坡成了观众的天然看台。

“延安是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

脚点，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军队奔赴

抗日前线、走向新中国的出发点。选择延

安承办全运会部分赛事，是对红色体育

精神的传承。”延安市志丹县足协主席丁

常保说，“身为一名体育人，我要落实好

党和政府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相关

指示精神，为建成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尽

一份力。”

精彩圆满“富裕黄”
两千多年前，张骞从陕西出发，“凿

空”西域。如今，古丝绸之路的驼铃声虽

已远去，但中欧班列“长安号”却满载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新期

望，与我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竞技水

平最高、辐射带动能力最强的体育盛会

有了一次鲜为人知的“邂逅”。

那是去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将举办十四运开幕式和田径比赛的西安

奥体中心体育场，建设正处在关键时期。

为了提效率、抢工期、赶进度，把疫情对场

馆建设的影响降到最低，经有关部门协

调，12000 平方米的塑胶跑道物料通过

中欧班列“长安号”由意大利运抵西安。

“我们公司的产品，防滑、耐磨且具

备一定的回弹性，跑道顺利铺设，就能助

力运动员们取得好成绩。”负责给西安奥

体中心体育场铺设跑道的意大利盟多公

司“老工匠”费雷拉说，“某种意义上说，

我很羡慕中国的运动员们，他们很幸运，

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作为本次全运会上唯一设在中学校

园的比赛场馆，即将举办青年男排比赛

的西安中学提出“举全校之力、聚各方之

力”的办赛方案。学校副校长薛党鹏说，

为了办赛出彩，很多老师早上在教学区

正常教学，下午和晚上就到比赛场馆工

作，经常加班加点，工作到半夜。

为了参赛精彩，陕西青年男排队员

李梦宇和他的队友们每天在陕西师范大

学体育馆里挥汗如雨，他们的目标，是在

黄土地上为陕西体育争光。

即便县里没有举办全运会赛事，陕西

省平利县老县镇锦屏社区的人们，也都热

切盼望着这场盛会。在平利县土特产品展

销厅内，由平利县康士利工艺制品有限公

司这家社区工厂生产的羊驼、兔子、大熊

猫、狮子等多种动物形象的毛绒玩具整齐

地摆放在展架上，憨态可掬、惹人喜爱。

公司负责人洪玉桃说，虽然十四运

吉祥物毛绒玩具的生产在安康恒口示范

区，没在平利，但全运会的举办还是会加

强全国人民对陕西省、安康市和平利县

的关注，会带动毛绒玩具文创产业发展，

给公司带来更多商机。

追赶超越“梦想蓝”

不只有大雁塔、钟楼、兵马俑，如今

在西安国际港务区的九大长安景，正在

成为千年古都西安新的城市名片。

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绰号“长安

花”，体育馆绰号“长安钻”，游泳跳水馆

小名“长安鼎”。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元

素与现代元素结合的一场两馆，成为很

多游客争相“打卡”的旅游目的地。

而水幕电影秀“长安秀”，城市科

技展览馆“长安鱼”，音乐大剧院“长安

乐”，新的文化美食商圈“长安翼”，承载

未来城市图书收藏和展示功能的长安

书院，和西安奥体中心所在的“长安谷”

一道，正成为这个城市令人印象深刻的

全新地标。

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西安把

承办全运会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契机，

推动老旧小区改造、断头路打通、架空

线缆落地等，提升城市管理和建设水

平。今年第一季度，西安市宏观经济整

体表现较好，市场活力和动力持续增

强，生产总值 2459.94 亿元，同比增长

16.0%。

感怀于日益浓厚的全运氛围，目睹

了西安最近几年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

西安市民胡鑫感慨道 ：“西安的历史很

辉煌，今天很美好，未来会更好。”

时钟飞转，五湖四海正屏息倒数——

100 天后，中国体育将树立新标杆，

书写新辉煌。陕西将迎来向全国甚至全

世界展示文化底蕴、发展成果和三秦人

民精神风貌的历史契机。

100 天后，体育为媒，全国体育大家

庭再聚首。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的特殊时间节点，共同享受一场体育

的饕餮盛宴。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的中

华儿女，正凝心聚力、砥砺前行，向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

100 天后，“长安花”耀眼绽放拥抱五

洲宾客，“长安鼎”流光溢彩笑迎四海健

儿。陕西欢迎你！红色体育史上，将迎来

又一个高光时刻，拥抱又一段难忘岁月！

（据新华社）

148

陈仓区新街镇核桃园村 1-5 组东侧的养猪场长

期产生刺鼻性气味，影响周边环境卫生，请督察组

予以查处。

陈仓区
核桃园育肥猪养殖场刮粪槽出口处未封闭，在距猪舍 30

米处有 10 立方米左右临时性尿液收集池，产生异味。
属实

该养猪场已在刮粪槽出口处加装盖板，尿液

已全部清理，临时性尿液收集池已回填，已制定规

模场消毒制度，严格按照消毒规程进行场地消毒。

已办结

149

凤翔区糜杆桥镇水沟村东侧干河滩内一砂石厂

长期在河道内非法采砂，导致水土流失，请督察组

予以查处。

凤翔区

该采砂点是市政府为了保证省级重点项目旬凤高速凤翔

段能如期建成通车，在糜杆桥镇蟠桃河水沟村段开采路基用

料而建，采砂许可、水保审批、环评、临时用地等手续齐备。

开采区域按照要求建有封闭式生产彩钢瓦房和弃渣拦挡设施，

并对产生的地表土等进行了分层、剥离、保存和再利用，对

已开采区域进行了植树种草。

不属实

要求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开采过程中必须严

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严格按照扬尘管控“六

个 100%”要求，保护好河道及周边水生态环境。

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弃料要随生产随处理，采掘坑

要随时回填，不得乱挖乱堆，影响河势稳定和行

洪安全。

已办结

150

近期有人在陈仓区千河路口千渭驾校南侧二公

司院子内非法采砂，并用垃圾回填采坑，请督察组

予以查处。

宝鸡高新区

反映的实为陕西嘉弘本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筑垃圾再

生处理项目，开挖基坑所产生的砂石，用于后期项目建设。

未发现该公司使用垃圾回填基坑行为。

不属实 该项目已停工。 已办结

151

岐山县蔡家坡镇五丈原村 8 组村民蔡胜利长期

在其村原村委会院内大规模养猪，产生刺鼻性气味，

严重影响村民生活，向多个部门反映未果，请督察

组予以查处。

岐山县

该养猪场实际存栏数 82 头，属于小型养殖户，建有尿液

收集池 1座，暂存尿液 1m3，有少量异味。干清粪日产日清，

尿液发酵后定期做液态肥。经查，未发现有群众反映该猪场

问题。

属实

该养猪场已对场内外环境卫生进行了彻底清

扫，猪粪污坚持日产日清。部分猪已出售。随后

将进行搬迁。

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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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2021 年 5 月 22 日拍摄的第十四届全运会主场馆西安奥体中心（无人机照片）。

2021 年 4 月 28 日，在陕西西安举行的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田径项目测试
赛暨 2021 年田径分区邀请赛（西北赛区）女子组 3000 米障碍决赛中，甘肃队选
手田万花（前右）以 10 分 29 秒 09 的成绩获得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