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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海东市乐都区高庙镇
郎家村因期间连续降
雨导致生活用水水质
变差，诉求政府予以解
决。

反映海东市下辖乐都
区、互助县、民和县养
殖企业被政府强行关
停、拆除，造成财产损
失，不予补偿。要求政
府给予赔偿。

举报人陈宏明就乐都
区、互助土族自治县、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强制境内养
殖企业停产、关闭、拆
除且不依法给予补偿，
严重损害企业和投资
人合法权益行为进行
维权事宜。

举报人反映海东市互
助县塘川镇方树村有
一家名为泰和园养殖
场，臭气熏天。

海东市民和县政府和
民和县农牧局对养殖
户一刀切，2017 年划
入禁养区，下达的通告
上无相关法律法规，位
于隆治乡白武家村内
的新昌悦养殖专业合
作社 2019 年 7 月 10 日
被强拆，牛羊现在不知
去向。

海东市乐都区109国道
至 679 处民小公路沿
线，车辆通过扬尘很
大，周边村民对扬尘问
题受到很大困扰，从
2013年持续至今。

投诉人表示听说海东
市互助县丹麻镇景州
村醉林峡开设有一家
砂石厂，旁边是水源
地，距离景州村十公里
左右，不确定消息是否
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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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高庙镇郎家村等八村人畜饮水水源地位于马营乡脑庄村，2016 年实施
了郎家村等八村人饮工程，该工程利用地表潜水及部分泉水经砂卵石三级过
滤、沉砂池沉淀后通过管道输送到高庙镇郎家村等八村。由于净化方式简
单，发生强降雨时，部分泥沙进入管道，致使水质有浑浊现象。

投诉人反映的养殖场为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时要求拆除的禁养区
内养殖场。该问题涉及海东市乐都区 18 家、互助县 32 家、民和县 45 家共
计 95 家养殖场。2017 年 12 月 18 日，中共海东市委办公室、海东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印发了《海 东市贯彻落实中央第七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
整改方案》（东办发〔2017〕75 号）。根据该方案要求，乐都区、互助 县、民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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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制定
了各县湟水河流域畜禽规模养殖场 污染整改工作方案，对各养殖场进行分
类整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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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都区已有乐都宏生源养殖专业
合作社等12 家养殖场自行拆除，乐都福乐牧业有限公司等 5 家在未自行拆
除后，由其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牵头依照东办发〔2018〕50号文件进行了拆
除。乐都润德牧业养殖场部分养殖设施拆除，剩余设施被法院查封。互助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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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岳畜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11 家养殖场向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判令 互助县人民政府补偿养殖场拆除造成的全部损失。海东市中
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驳回了诉讼请求。民和县禁养区 45 家养殖场已拆
除 35 家（动员自行拆除 29 家、政府帮助拆除 6 家），转产 7 家，未拆除 3 家
（法院查封 2 家、部队驻地 1 家）。

经查，该养殖场为青海泰和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为海东市级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018年12月26日，互助县生态环境局下达了《关于青海
泰和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30万头生猪繁殖基地精准扶贫开发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批复》（互环字〔2018〕253 号）。该公司严格按照互助县生态环境局

《关于开展自行监测的通知》（互环字〔2019〕30号）要求，于 2019年4月，委托
青海华鼎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该场“无组织废气、地下水、厂界噪音”进行监
测，并出具了检测报告（青HD〔2019A〕第106号）。检测结果表明，该公司厂
界无组织排放的废气氨和硫化氢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
93），远低于二级标准限值（氨：一是5mg/ m3，硫化氢：0.06mg/ m3）。现场检
查，发现该公司周边确有稍许异味，但不存在臭气熏天的问题。

经查，2017年8月，民和县公布了《民和县畜禽规模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将湟水
河干流、支流400米内区域划为禁养区。民和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多次召开禁养
区养殖场整改工作会议，在充分征求养殖场负责人意愿的基础上，实行搬迁一
批、转产一批、拆除一批。对不愿继续从事养殖的养殖场，在自行拆除的基础上，
政府帮助清理垃圾，实现复垦复绿；民和县下发的通告是依据《畜禽规模养殖污
染防治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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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关于印发民和县禁养区畜禽养殖污染问题整改实施方案的通知》（民办
发〔2018〕77号）进行的，相关法律条款明确。根据（东办发〔2018〕50 号）文件精神
及民和县（民办发〔2018〕77 号）文件要求，民和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多次召开禁
养区养殖场整改工作会议，引导禁养区内养殖场进行搬迁、转产或拆除。2018年
8月7日，民和县政府印发了《关于依法关闭湟水河流域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的通
告》，期间民和县农业农村部门多次要求兴昌悦养殖专业合作社尽快处理场内牲
畜；2018年10月，该场实现关停。2019年该场私自在关停的养殖场内重新饲养
牛羊。3月12日、4月4日、7月2日民和县农业农村部门先后3次对其下发《限期
拆除通知书》，要求及时清畜、拆除养殖场。7月9日，民和县再次动员其自行清畜
和拆除，但该社仍未执行。7月10日，民和县农业农村部门对其棚圈进行了拆
除。拆除前由民和县司法局和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对存栏的牛羊驴进行现场清
点、公证（牛8头、羊50只、驴20头），并在当天下午将牛羊等牲畜安全托养至巴州
镇一家养殖户。7月16日，民和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对该场负责人下发了《登记
财产处理通知书》，要求 2019年7月19日前领取托养的牛羊等牲畜。牲畜数量
清楚，托养地点明确，不存在牛羊不知去向的问题。

经查，乐都区 109 国道至 679 处路段路面老化、破损、边沟排放不畅，且工程
运输车辆较多，致使路面扬尘大。

经查，该砂石场为青海省重点项目平互大公路位于互助县丹麻镇锦州村泽林
峡的 1 处临时料场，该采砂点已纳入《互助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
年）》，是互助县东片区布局的唯一符合高等级公路路面建设砂石用料要求的
采砂点，距离丹高人饮水源地保护区中心约 7 公里，距离锦州村人饮取水点
1.6 公里。2017 年，因采矿权到期关停了该临时料场，拆除了全部设备。
2019 年 7 月，经省交通运输厅与互助县政府多次沟通衔接，决定由省交通运
输厅下属企业在临时采砂点原有采挖面临时采砂，专项用于平互大公路通往

“全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脱贫攻坚奔小康现场推进会”观摩点的路面砂石用
料，临时开展采砂作业6天、采砂3000余立方米。目前，完成平互大公路通往
现场会观摩点的路面所需砂石用料供应后，该采砂点已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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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是组织人员对2座沉沙池、各受益9个村蓄水池、检查
井进行再次清淤。
二是在引水口上游设置网箱式拦洪坝，对洪水改排，最大
限度的减少泥砂进入反滤层，重新铺设三级反滤层，增设
无纺布过滤设施。
三是利用引水口下游 1 公里处的沉砂池进行二次沉淀，
确保引水口出水清澈。
乐都区已于 7 月 21 日完成所有工作并通水。

为最大限度减少因养殖场关停拆除给企业造成的损失，
解决企业实际困难，扶持企业渡过难关，海东市“一区两
县”均采取扶持措施。乐都区将重点在适养区和易地搬
迁搬出区投资建设全域 生态牧场、托畜所、标准化规模养
殖场（小区）等，对已拆除并有养殖意愿的经营企业和养
殖大 户，给予政策优惠和项目扶持以减轻养殖户的经济
损失。互助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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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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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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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县通过采取自行 选址搬迁和政府统一集中
建设养殖场的方式，引导养殖户到养殖园区（核桃庄里长
垣养殖园区 和川口镇吉家堡垣养殖园区）从事养殖行业，
民和县政府决定投入资金 498.12 万元用于里长垣 养殖
园区建设，优先扶持搬迁、拆除的养殖企业，帮助养殖场
尽快恢复生产，解决其后续养殖产 业发展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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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民和县采取以下措施进行处理和整改：
一是继续深入细致的向拆除、搬迁的养殖场负责人宣传
相关扶持政策，争取养殖场负责人对畜禽养殖场整改工
作的理解与支持，优先扶持搬迁、拆除的养殖企业，对搬
迁到养殖园区的养殖场，在项目、融资等方面给予扶持；
对自行搬迁的11家养殖场配套农牧业发展切块资金40
万元和4.5万元粪污资源化利用建设资金；对转产的6家
养殖场在今后发展中积极争取项目给予扶持。
二是进一步贯彻落实《海东市禁养区畜禽养殖污染问题
整改实施方案》要求，完善禁养区管理制度，落实各项管
理措施，逐步实现畜禽养殖粪污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
端利用的治理路径、以畜禽粪污肥料化、能源化为方向，
促进种养结合，扎实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各项工作。

乐都区于 7 月 18 日安排乐都区交通运输局公路养护队，
对全线路段进行整修，并铺刨铣料，全面改善周围环境。
责令周边施工企业对渣土车辆加强管理，在运输过程实
行全覆盖，并对扬尘地点进行洒水处理。同时，积极向省
交通运输厅汇报，力争在鲁大复线整治工程中对该路段
进行修复。

互助县相关部门已责令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平互
大公路项目部做好现场砂石料覆盖、场地平整，避免扬尘污
染。由县自然资源局加强日常监管，严防偷采、盗采行为。
鉴于省级重点项目平互大公路尚未完工、宁互一级扩能改
造项目即将开工，互助县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
定，制定采矿权出让方案，依法依规对该采矿权进行挂牌出
让，保障省级重点项目用料需求。同时，严格按照行业规范
做好水土保持、矿区恢复治理、水源地保护等工作，做好生
态环境和水源地保护。目前，该采砂点已完成现场砂石料
覆盖、场地平整，丹麻镇锦州水源地正在规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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