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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市边督边改组 2019年7月29日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边督边改边督边改

群众有期待 党和政府有作为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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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反映互助县创美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于 2013 年 4 月
成立，占地面积22亩，使用
性质为租赁，租金给付合同
签订之日一次性付清10年
租 金 。 该 合 作 社 年 存 栏
300 只羊，年出栏 600 只
羊 ，出 栏 育 肥 藏 羊 5000
只。2017 年 5 月——12 月
根据县农牧部门和环保部
门的要求对养殖场进行了
整改，同年 12 月该养殖场
通过验收，投入生产养殖，
2018 年 6 月互助县政府要
求无条件彻底关闭，2019年
8月彻底拆除养殖设备，完
成场地的复耕复绿。现诉
求给予合理补偿。

海东市互助县哈拉直沟乡
盐昌村成立了海东市进世
养殖专业合作社，17年根据
互助县人民政府要求停止
养殖。18 年初经过政府检
验验收合格后又开始养殖，
在 2018 年 6 月份互助县人
民政府又无条件拆除，关闭
打封条禁养，希望政府在查
明事实的基础上，支持申请
人的申请事项，赔偿给申请
人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109 国道旁边响塘村老邮
政所院内加工油泵水泵噪
声污染；院内有旱厕和垃圾
有异味；村内有两家养猪
场，粪便排在田内，异味严
重。

泰和园养殖场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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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互助县在充分征求养殖场法人对养殖场关停后转产、搬迁及拆除
的意愿后，制定了《湟水河流域互助县境内 32 家畜禽规模养殖场污染整
改工作方案》（互政〔2018〕92号），对32家畜禽规模养殖场按照调查摸底
制定方案、依法关闭、资产评估、签订补偿协议、依法拆除、检查验收的流
程进行分类整改。根据 2018年6月13日《海东市禁养区畜禽养殖污染问
题整改实施方案》（东办发〔2018〕50 号）要求，坚决落实禁养区管理措施，
对存在污染隐患的养殖场，依法无条件彻底关闭、搬迁，拆除现有养殖设
施设备。因（互政〔2018〕92号）文件部分内容与（东办发〔2018〕50 号）文
件精神不符，互助县重新制定印发了《湟水河流域互助境内 32 家畜禽规
模养殖场污染问题整改实施方案》（互办发〔2018〕83 号），对 32 家畜禽规
模养殖场按照摸底动员、关闭停产、拆除复垦、县级验收、市级验收、复垦
巩固的流程进行了分类整改，同时废止了（互政〔2018〕92 号）文。截止到
目前，32 家养殖场搬迁 2 家，转产 6 家，拆除 24 家。2018 年9月28日，
互助县创美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向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请求法院依法审查《湟水河流域互助境内 32 家畜禽规模养殖场污染整
改工作方案》（互办发〔2018〕83 号）文件的合法性，依法撤销《畜禽规模养
殖场限期关闭通知书》，判令互助县人民政府补偿养殖场拆除造成的全
部损失490.682 万元。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认为原告主张的
诉求及事实理由不能成立，驳回了诉讼请求。

经查，海东市进世养殖专业合作社为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时要求
拆除的养殖场。互助县严格按照方案要求对全县禁养区内规模养殖场基
本情况进行了详细登记，充分征求了养殖场法人意愿后，制定了《湟水河流
域互助县境内32家畜禽规模养殖场污染整改工作方案》（互政〔2018〕92
号），将进世养殖场列入关闭转产范围，但在后期的整改中该养殖场负责人
又要求关闭拆除。2018 年6月13日，中共海东市委办公室、海东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印发了《海东市禁养区畜禽养殖污染问题整改实施方案》（东办发

〔2018〕50号），要求坚决落实禁养区管理措施，对全市存在污染隐患的养殖
场，依法无条件彻底关闭、搬迁，拆除现有养殖设施设备。因（互政〔2018〕
92号）文件部分内容与（东办发〔2018〕50号）文件精神不符，互助县重新制
定印发了《湟水河流域互助境内 32 家畜禽规模养殖场污染问题整改实施
方案》（互办发〔2018〕83号），将进世养殖场列入关闭拆除范围，同时废止了
（互政〔2018〕92号）文。2018年9月28日，海东市进世养殖专业合作社向海
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审查《湟水河流域互助境
内 32 家畜禽规模养殖场污染整改工作方案》（互办发〔2018〕83号）文件的
合法性，依法撤销《畜禽规模养殖场限期关闭通知书》，判令互助县人民政
府补偿养殖场拆除造成的全部损失 490.682 万元。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后认为原告主张的诉求及事实理由不能成立，驳回了诉讼请求。

经查，原享堂邮政所不再办理邮政业务，被民和大西北油罐焊接铺租
赁，用于水罐、水泥罐、洒水罐等的加工销售，加工时确有噪声。院内有
旱厕一处，覆土及时，并不存在厕所和垃圾异味问题。两家养殖场分别
是民和正基养殖专业合作社和民和智云专业合作社，均位于川口镇享
堂村六社，系自繁自育养殖场，其周边无村民居住，存在粪便排在田内，
异味严重等问题。

经查，泰和园养殖场位于海东市互助县塘川镇双树村，注册名称为青海
泰和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环保手续齐全，企业占地 353亩，建有猪舍
44栋6.2万平方米，现存栏生猪 26000 头，其中能繁母猪5000头。配套
建有1386立方米红泥塑料厌氧沼气设施和 26000立方米黑膜厌氧沼气
设施。养殖场距最近村庄居民 500 米以上，附近无其他养殖场。核查
时因非洲猪瘟疫情防控需要，未能进入场区，重点排查了企业养殖区外
围环境，发现厂区北侧围墙外异味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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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是有序推进标准化养殖小区建设。互助县人民政府
分别在东山乡联大村和威远镇红崖村划定建设养殖小
区，并配套建设水、电、路设施，小区建成后优先转租给
拆除的 24 家养殖场，引导扶持养殖户进驻养殖小区。
目前，东山乡联大村20万只高原生态羊标准化养殖小
区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开工建设，预计 10 月底全面建
成。威远镇红崖村肉牛肉羊养殖小区总投资3400万元，
已完成土地流转，正在做项目前期。二是对入驻标准化
养殖小区的养殖场优先解决养殖业贴息贷款，拟在租金
方面给予支持，初步计划前5年租金由政府承担30%，养
殖场承担70%，有效解决养殖场资金短缺问题。三是是
组织专家对养殖场的转产方案进行评审和技术指导，从
2019年农牧业发展切块资金中预留150 万元对符合转
产条件的养殖场进行扶持，协调自然资源等部门及时办
理转产养殖场农用地备案手续。海东市互助县将继续
深入细致地向拆除养殖场负责人宣传相关扶持政策和
拆除政策依据，争取养殖场负责人对畜禽养殖场整改工
作的理解与支持。

一是通过书面解释、现场解答等方式向进世养殖场法人
解释了整改拆除的政策依据，宣传了相关扶持政策。二
是是有序推进标准化养殖小区建设，互助县人民政府分
别在东山乡联大村和威远镇红崖村划定建设养殖小区，
并配套建设水、电、路设施，小区建成后，进世养殖场可
优先入驻。目前，东山乡联大村20万只高原生态羊标
准化养殖小区于2019年5月28日开工建设，一期项目预
计10 月底全面建成。威远镇红崖村肉牛肉羊养殖小区
总投资 3400 万元，已完成土地流转，正在做项目前期。
三是是进世养殖场入驻标准化养殖小区后优先解决养
殖业贴息贷款，拟在租金方面给予支持，初步计划前五
年租金由政府承担 30%，养殖场承担 70%，有效解决养
殖场资金短缺的问题。

民和县采取了以下整改措施：
一是民和大西北油罐焊接铺已终止与县邮政局的租赁合
同。同时，由享堂村积极引导企业搬至村级产业园区，促进
企业规范化、标准化、生态健康化发展。
二是民和县川口镇人民政府对民和正基养殖专业合作社
和民和智云专业合作社下达了《川口镇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整改通知书》，责令其 8 月 18 日前修建堆粪场，铺防渗漏
材料，实行干清粪，每天清理粪便至堆粪场，进行发酵处
理。修建化粪池，贮存尿液，定期处理污水。用粪污发酵剂
对粪污进行除臭、除异味处理，用倍硫磷等低毒药物进行灭
蝇处理并定期对厂区开展消毒工作。对倒入农田的粪便
进行清理和无害化处理。
三是民和县积极引导民和正基养殖专业合作社和民和智
云专业合作社等散养户进驻核桃庄里长垣养殖小区和川
口镇吉家堡垣养殖小区从事养殖行业，走长远化发展道路。

互助县已制定了整改措施：
一是由青海泰和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全力加快污水深
度处理工程和沼液绿化工程进度，确保10月底前全面
完工并投入运行。
二是督促青海泰和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严格按照互环
字〔2019〕30 号文件要求按期完成自行监测任务，按行业
规范要求做好场区消毒灭源及灭鼠灭蝇工作，进一步健
全完善养殖粪污处理及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档案资料。
三是责令该场签订环保安全承诺书，并严格按照承诺书
要求落实各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措施。目前，青海泰和
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污水深度处理工程厌氧处理池主
体完工，场区正在深入开展消毒灭源及灭鼠灭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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