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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举报青海省海东市互
助县人民政府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强制境
内养殖场整改、停产、
关闭、拆除，且不依法
给予补偿。

生活污水流到泉水，
导致村民吃水困难。

前期高店镇河滩寨村内
开设砂石厂占用耕地，
现砂石厂关闭，耕地 用
石头和黄土填充，导致
无法耕种。

海东市互助县卓扎滩村
东河滩旅 游景点下游
两三百米处河道堆放大
量建筑及生活垃圾，污
染水质，环境脏乱。

海东市乐都区碧水园
小区 A7区三号楼下，
高庙卤肉削面馆噪声扰
民，影响到楼上居民。

海东市乐都区扎碾公
路由碾伯镇行驶至鹿
角寺附近，有一幢黄
色建筑物正在施工，
该建筑物位于仓家峡
森林公园内，同时位
于乐都区生活水水源
地，易造成环境危害。

海东市乐都区洪水镇
阿 西 村 有 一 家 硅 铁
厂，生产时灰尘大，异
味严重，夜间烟尘大，
噪声大，偶尔有放 炮
的噪声，并且灰尘对
该村庄稼、果树污染
较严重。

海东市互助县东和乡麻
吉村七社农田灌溉井被
建筑垃圾填埋，存在 地
下水污染风险，建筑垃
圾来源为互助县温室大
棚推广项目施工方。

海东市互助县哈拉直
沟乡内，政府强行拆除
了猪舍及旱厕，致使村
民无法上厕所，要求建
水厕，但该地未修建下
水排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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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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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
场，涉及海东市互助县 32家 养殖场（其中，塘川河沿岸 25家，哈拉直沟河沿岸4
家，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内 3家）。根据 2017年12月1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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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互助县按
方案先期开展整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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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法院依法审查
（互办发〔2018〕83 号）文件合法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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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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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地点位于化隆县群科村，该村于2008年实施农村人畜饮水工程，全
村1341户村民自来水管道入户率达100%，人畜饮水已得到全面解决，不存在
村民吃水困难的问题。村内的污水主要来自清真寺及部分农户家中的生活污
水，由于渠道不畅，造成污水沉淀。 该污水沉淀渠道距离村内泉水50米，不存
在村内生活污水流到泉水的问题。

经查，乐都区高店镇河滩寨村水磨沟原有7家砂石加工厂，因证照不齐，破坏生
态环境，乐都区相关部门对7家砂石加工厂拆除，并统一进行了恢复治理，在恢
复治理过程中刨除了原加工厂区内的水泥地坪，并严格按照土体厚度不低于
50厘米的标准用黄土进行了覆土平整，恢复土地面积333亩，并对部分土地进
行绿化。2018年8-10月，因持续强降雨，导致部分恢复土地塌陷；2019年5月，
乐都区自然资源局对恢复土地塌陷区域进行了恢复。

经查，卓扎滩村东河滩旅游景点下游两三百米处河道确有少量垃圾，部分为安
定河河道治理项目所用建筑材料，其余为附近村民倾倒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
圾。

经查，该餐馆产生的噪声主要是由于后厨安装的大功率风机、搅面机及和面机
工作而致。

经查，黄色建筑物系寿乐镇仓家峡村旅游扶贫项目，位于深度贫困乡镇寿乐镇
仓家峡村。该项目于 2016年12底经乐都区政府批准实施，并取得乐都区生态
环境局环境影响批复。土地利用现状为天然牧草地，不占用基本农田。

经查，乐都区洪水镇阿西村共有铁合金企业 6家，已于2018年9月相继建设完成了
烟气回收装置，并通过第三方检测，收尘效果明显，从海东市环境监测站监督性监
测报告和第三方自行检测报告显示，6家企业生产过程中污染物均达标排放，不存
在烟尘大的问题，但 企业因环保设施维护不到位，会出现控制风机变频器故障，矿
热炉烟气有短时外溢现象。为防止生产过程中扬尘污染，6家企业建设了原料棚或
原料库，将焦炭、铁粉等易起扬尘的原辅材料全部入棚或库；硅石用防尘网覆盖的
基础上，已开工建设“三围一顶”原料棚，预计8月15日前完成建设。同时，企业定
期对厂区内外道路进行清扫、洒水，不存在“生产时灰尘大，污染庄稼、果树”的问
题。根据自行检测报告，6家企业生产过程中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11）中二类标准要求，不存在噪声大的问题，且企业从2019
年年初开始采用挖机进行清窑，不存在放炮影响群众的情况。

经查，互助县东和乡麻吉村七社农田灌溉井实际为农户灌溉云杉苗木私自开采
的灌溉井。近年来，由于东和乡一带降雨充沛，该井一直没有使用、疏于管理。
由于近期连续降雨，加之该处土质疏松，导致该井塌方后变成了深坑，深坑位于
田间道路边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东和乡麻吉村“两委”考虑到塌方井对周
边村民人身安全的影响，协调麻吉村温室大棚项目建设施工方及时填埋该塌方
井，施工方将砖块、水泥块等约7立方米建筑垃圾填埋在了塌方井土层上方。

经查，互助县哈拉直沟乡在农户自愿的前提下自行拆除了私搭乱建在巷道、公
路沿线的户用厕所和废旧棚圈等设施，积极动员群众修 建卫生厕所，通有污水
管网的村社优先普及水厕，其他村社宜旱则旱、宜水则水，采取农户自愿修建
的方式修建。2018年在里外台、白崖、尚家、新庄、蒋家、费家、盐昌7个村引导
农户修建户用水厕500座。2019年，哈拉直沟乡计划修建户用水厕500座，在
农户自愿的情况下，均在已铺设污水管网的毛荷堡村修建。哈拉直沟乡里外
台、毛荷堡、魏家堡、孙家4个村污水管网已完工，正在建设污水处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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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海东市互助县采取了以下扶持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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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项目占地 253.45亩，投资
2.2亿元，建设羊舍61栋2.97万平方米，年饲养量 5万只，预计
10月底全面建成。威远镇红崖村肉牛肉羊养殖小区占地88
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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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对搬迁
的 2家养殖场给予项目和资金支持，博瑞养殖场搬迁时获得了
100万元的农发资金扶持，八眉猪保种场获得了30万元的保种
项目支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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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隆县水利局已于2019年7月19日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泉水水
质进行检测，等待检测结果。对于村内污水问题，化隆县住建局
于2017年争取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试点项目，并于2018年 6月
实施，项目实施后将根本上改变农村乱排污水的现象。实施的
农村生活污水管网项目建设需要开挖村道，部分村民对 农村生
活污水管网建设项目以影响村民住房安全等为由进行阻工，化
隆县相关部门及群科镇政府先后5次进行协调，一直未果，项目
完成总工程量的 20% 以后迫使停工。2019年7月17日，化隆县
组织相关部门召开协调会，责令化隆县住建局在尊重群众意愿，
确保农户住房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开工建设。7月19日下午该项
目已复工，预计8月中旬完工并投入运行。项目建成后，该村村
民生活污水将得到有效收集处理。

7月 20日开始，乐都区自然资源局对已恢复的土地内进行放
水沉淀，对放水后仍有塌陷的，组织车辆机械再次进行覆土
平整；待覆土平整完成后，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恢复土地土
质进行改良，确保达到耕种条件。目前，放水沉淀工作 已于
7月24日完成。

2019年7月18日下午，威远镇人民政府共出动装载机、挖掘
机、垃圾清运车各1 辆，约清理建筑及生活垃圾3吨，同时，对
该处200多平方米土地进行了平整。

乐都区市场监管局已对该餐馆下发停业整顿通知书，并要求2日
内将后厨内大功率风机更换为较小功率风机，搅面机、和面机更换
为超静音设备，确保后厨 各类设备工作时产生的噪声达到环保要
求，不影响周边群众生活。同时，责令该餐馆进一步延长排烟管
道，彻底杜绝“油烟扰民”现象。目前，已完成整顿恢复营业。

一是对不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的木栈道、旅游蒙古包等设施进
行拆除，并恢复了原状。二是积极与省、市相关单位对接尽
快补办天然牧草地征用手续。 三是营运期间，项目生活污水
及厨房产生的餐饮废水经隔油池、化粪池沉淀收集处理后定
期清运至污水处理厂处理，待项目区污水管网建成后，所产
生废水全部纳管进行处理。

海东市乐都区将进一步加大铁合金企业的监管，尽快完成监
控设施安装，实现监控全覆盖，实时监控企业生产情况，确保
企业环保设施正常运行，严防污染环境的现象发生。

目前，该灌溉井回填的 7立方米建筑垃圾已全部清理，并用
土进行了回填。下一步，我市互助县将持续加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法》《青海省取水许可和水资 源费征收管理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切实增强群众保护水资源、防治
水污染的意识。同时，严厉打击违规私自开采地下水的行
为，杜绝此类问 题再次发生。

互助县哈拉直沟乡里外台、毛荷堡、魏家堡、孙家4个村污水
管网配套污水处理站计划10月底前投入使用。同时，积极争
取污水处理设施项目，逐步提高污水收集处理设施覆盖率，
不断提升生活污水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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