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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二十七批 2018年7月8日）

序号 调查核实情况 处理和整改情况 问责
情况

是否
属实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污染
类型

行政
区域

D32000020
1807010014

D32000020
1807010033

D32000020
1807010039

X32000020
1807010019

扬州高邮市郭
集镇吉利太阳能公
司内的宝石塑粉厂
和郭集工业区1区的
天润光电塑粉厂，无
环评审批手续，废气
和噪声污染扰民。

扬州市邗江区
扬子江北路万科花
园的南门有个垃圾
站，废气、噪音扰民。

扬州市的扬州
贝尔化工有限公司
（ 许 可 经 营 范 围
HW06和 HW11的 回
收）回收的废料经过
简单处理后非法销
售；将蒸馏残渣或废
有机溶剂销售给其
他公司作为沥青加
热的燃料或者转给
无资质的第三方公
司进行使用。

扬州市江都区
大桥镇嘶马扬清路
67号的扬州毅升汽
车部件有限公司 ，无
环评 ， 喷漆废气污
染，直排钢管清洗废
水，违规处置废油漆
桶。

高邮市

景区

江都区

江都区

大气

大气、噪声

危废

水、大气、
危废

经调查，调查组认定信访反映“宝石塑粉厂和天润光电塑粉厂无环评
审批手续，废气和噪声污染扰民”的问题属实。1.宝石公司：7月2日现场检
查发现，宝石公司正在生产，未能提供相关的环保审批许可手续。该公司
生产过程中挤塑工段加热挤出时会产生含有挥发性有机物的废气， 研磨
工段会产生粉尘，现场未发现该公司配套相关的污染防治设施，生产过程
中所产生的废气和粉尘无组织排放。 调查组委托了高邮市环境监测站对
该公司的厂界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测，得出该公司界外东、南、北侧昼间
噪声等效声级超标，西侧达标。经现场核查，该公司从事静电粉末生产项
目未通过环保部门审批，生产过程中废气、粉尘无组织排放，噪声超标排
放。2.天润公司（惠尔德公司）：7月2日现场检查时未生产，核查发现，该公
司未经环保许可，新建了一条静电粉末生产线，挤塑工段和研磨工段未配
套相关废气污染防治设施，未建设隔音降噪的相关设施。

经调查，调查组认定该信访反映部分属实，现场有垃圾臭味属实，噪
音不属实。该垃圾房已废弃不用，作为车辆停放处。调查组现场发现在垃
圾房门口西侧有一堆树枝和少量生活垃圾，现场能闻到垃圾臭味，周边未
发现有产生高频率噪音的设备， 该区域只有过往车辆产生的交通和生活
噪声。

针对反映该企业“回收的废料经过简单处理后非法销售”的问题，经
调查，该企业按照环评、环评批复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的要求，对来料（危
险废物）进行了处置，出售的产品均在经营许可范围内，未发现超范围经
营，且抽查该企业出售的产品质量符合相关标准，举报反映情况不属实。
针对反映该企业 “将蒸馏残渣或废有机溶剂销售给其他公司作为沥青加
热的燃料或者转给无资质的第三方公司进行使用”的问题，经调查，该企
业次生危险废物部分委托具有资质的经营单位规范处置，部分尚未处置，
在厂区内暂存，未发现非法处置的问题，举报反映情况不属实。7月2日，郭
村镇、区环保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贝尔化工进行现场调查核实。现场检查
时，因设备检修维护，贝尔化工未生产。现场查看了贝尔化工危险废物经
营台账， 反映领料出库的原料危险废物均按照环评及许可条件规定的生
产工艺进行了分离提纯。经区市场监管局核查，该公司有营业执照。7月2
日，区公安局赴贝尔化工进行实地调查询问。经查，贝尔化工领取的《危险
废物经营许可证》明确注明该公司许可经营：HW06、HW11的处置、利用，
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该公司也进行了HW06、HW11的回收、处置、利用，
生产工艺与环评报告相符，生产的异丙醇、多元稀释剂等产品都经第三方
贸易公司进行销售，此类贸易公司持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交易过
程中产品出厂贝尔化工都进行了化验， 并将化验单提供给交易的第三方
贸易公司。 调查未发现有HW06、HW11被该公司回收后未经处置直接流
入市场。

经调查，扬州毅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无环评属实；前期曾存在喷漆、
清洗行为，反映情况基本属实。 7月2日下午，大桥镇政府、江都环境保护
局对该企业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时企业因市场原因现场未生产，未发现
企业有喷漆、清洗设备、油漆和废油漆桶，也未发现地面、墙体有喷漆痕
迹，车间无向外排口。经与企业调查了解，企业前期曾有过喷漆、清洗行
为，持续时间约半年，釆用自来水清洗弹簧件，清洗水排放下水道，油漆桶
由油漆销售商带回，今年初已将喷漆、清洗工段委外加工，目前厂区仅从
事切割组装加工。

属实

部分属实

不属实

基本属实

1. 高邮市环保局责令宝石公司立即停止静电
粉末生产项目的建设。同时，针对该公司未批先建
的行为立案查处。2.高邮市环保局责令惠尔德公司
立即停止新建设的一条静电粉末生产线的建设。
同时， 针对该公司未批先建的行为立案查处。3.高
邮市环保局责令惠尔德公司按环保要求对原审批
建设的静电粉末生产线， 配套相关的废气污染防
治设施和隔音消噪措施。4.高邮市环保局针对宝石
公司和惠尔德公司两家公司未安装、 使用污染防
治设施减少废气排放和未采取相关措施控制、减
少粉尘排放的行为立案查处。

7月2日下午，万科物业已安排人员、车辆对垃
圾进行了清运， 同时对原垃圾房内环境卫生进行
清理，并张贴了禁止倾倒垃圾的提示牌。

1.江都区环保局于2018年7月3日下达《关于暂
停扬州贝尔化工有限公司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
通知》，责令贝尔化工暂停收集、贮存、处理、利用
等危险废物经营活动，责成其通过加大委外转移
处置力度，完成次生危险废物减库存序时目标任
务 ，减少次生危险废物库存量 ，有效降低环境隐
患。2. 江都区环保局针对该企业未在危险废物分
离提纯车间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识进行立案查
处，责令贝尔化工限期对危险废物分离提纯车间
和设施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识的违法行为进行
改正。

1. 江都区环保局对该企业违法行为进行立案
查处（扬江环[D]立字[2018]59号）。2.责令企业立即
停产，限期补办环保审批手续，未取得环保审批手
续不得从事生产。

无

无

无

无

详见扬州市人民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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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派第一书记服务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 赵天 ）

昨天， 我市召开市派第一书
记第三批总结表彰暨第四批
动员部署会议。市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江桦出席会议并讲
话。

市派第三批第一书记们
在任期内，坚持身入农村、心
到基层，以优良的作风、扎实
的工作和出色的表现， 有力
推动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壮大
发展， 提升了村党组织的组
织力， 赢得了基层干部和广
大群众的普遍认可。据统计，
两年来所在的40个村增加村
级集体经营性收入974万元，
招引资金近亿元， 盘活村集
体闲置资源， 成立农民专业
合作社等项目40多个。

江桦指出， 选派机关干
部到村担任第一书记， 是落
实中央和省、 市委关于脱贫
攻坚各项决策部署的具体行
动， 是推进乡村振兴的迫切

需要，也是培养锻炼干部、建
设高素质队伍的有效途径。

江桦要求， 新任第一书
记要结合部门优势和个人特
长，准确把握自身职责任务，
全身心投入乡村振兴战略。
要通过盘活集体资源、 推进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争
取惠农项目落地、 化解村级
债务等措施实现强村富民；
要通过加强村党组织政治建
设、带出过硬村干部队伍、加
强农村人才招引培养等措施
建强组织； 要通过健全村级
规范化机制、 加强优良作风
培养、 加强生态环保意识培
育等理念促进乡风文明。派
出单位要为第一书记开展工
作提供支持和保障，市、县组
织部门要严格落实第一书记
相关制度并履行管理责任，
乡镇、 村党组织要提供必要
帮助引导第一书记尽快进入
角色、发挥作用。

“细君公主”回扬省亲
细君公主文化园正式开园

本报讯 （记者 吴涛）
昨天，细君公主回乡省亲暨
细君公主文化园开园仪式
在汉陵苑举行。走过万里长
路， 跨越2100年的思念，细
君公主终于回到日夜思念
的故乡，家乡人民以汉代最
高礼仪迎接亲人回故里。市
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陈扬，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江桦
参加活动。

伴随着悠扬的编钟、古
筝乐曲，“细君公主”身着大
红汉服踏着百米红毯步入
汉陵苑 ， 仿佛穿越时空隧
道。细君公主是我国史书记
载的最早出塞的女性，作为
丝绸之路历史上第一个远
嫁西域的和亲公主，刘细君
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传
入西域，推动了新疆地区的
经济文化发展，为促进汉族
和少数民族和睦共处作出
了重要贡献。

仪式上，细君公主塑像
和背景浮雕正式揭幕。刘细
君塑像高2.6米， 手持琵琶，
面带笑容，尽显其回乡喜悦

之情。 在塑像后是一幅长6
米、 宽2.4米的浮雕壁画，乐
师 、舞者载歌载舞 ，呈现一
派欢乐祥和的气氛。 同时，
在细君公主文化园内有三
座哈萨克毡房 ， 供游人参
观 ，让更多人了解 、体验新
源哈萨克风情的草原文化
魅力 。同期举办的 “民族团
结一家亲———那拉提草原
风情展”展示了那拉提草原
风情与刘细君生平，也介绍
了江苏省对伊犁州、扬州市
对新源县的援建工作。

主办方表示，此次扬州
援疆指挥组组织的“细君公
主回扬州省亲活动”展示了
新源旅游形象、 物产资源、
民俗文化 、援疆岁月 ，让扬
州市民了解新源 、 感受新
源 ，进一步在扬州 、新源两
地扩大援疆工作影响，增进
两地群众的交往和友谊。同
时更好地宣传两地旅游文
化 ，切实推动扬州 、新源两
地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互
动，深刻体现了民族团结一
家亲。

扬州选手王婉君轻松进决赛
省运会青少年部拳击比赛决出多个决赛名额———

昨天共进行了11个公斤级、
32场比赛，其中有12场半决赛，决
出12名入围决赛的选手。 由于对
手在赛前弃权， 扬州小将王婉君
轻松地获得了决赛门票。

今年17岁的王婉君此前一直
在省队接受训练， 赛前一个半月
回到扬州。 尽管15岁才开始接触
拳击， 但王婉君已在全国青少年
锦标赛上摘得季军。

明天， 王婉君将对决南京选
手熊紫婷。“我之前和她对练过，
我们实力差不多， 就看临场状态

了。”王婉君说，她会与教练一起
研究出合适的对战方案。

随后的17-18岁组女子53-
56公斤级半决赛中， 扬州选手王
后不敌淮安选手吴仪，无缘决赛。
“吴仪实力太强了，她是去年省锦
标赛的冠军。”扬州队教练王金强
介绍，“所以今天王后能跟她打成
1:4，王后的拼搏精神真的令人感
动。”

在17-18岁男子+81公斤组
中， 扬州选手林文宇以压倒性优
势击败南京选手。 虽然体格不如

对手壮硕，但林文宇动作灵活，出
拳利落干脆， 在第二回合中扭转
战局。随着对手体力渐渐不支，扬
州选手出拳速度越来越快， 拳拳
击中要害。在第三回合的比拼中，
现场裁判两次叫停林文宇的猛烈
攻势， 最终以实力悬殊巨大为由
终止比赛， 林文宇轻松晋级半决
赛。 同组别的另一位扬州选手袁
佳乐以其连续快速的组合拳绝杀
对手，最终凭借5:0的好成绩顺利
晋级半决赛。

然而在17-18岁男子75公斤
组中， 来自扬州的郝允振打得略
显吃力，以2:3惜败，无缘4强。

政 务 速 递

我市召开市派第一书记第三批总结表
彰暨第四批动员部署会议

———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特别报道

全民动起来 江苏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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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要论
01 全力打造新时代新思

想新理念的最佳实践区……
…………………………谢正义
■本期聚焦：江广融合区发展

05 加快建设特色品质江
广融合片区……………………
……………江都区委、区政府

07 聚焦聚力聚神推进广
陵新城建设……………………
……………广陵区委、区政府

10 一步一个脚印把“大扬
州中心、新扬州示范”的美好蓝
图变为现实……………………
…………生态科技新城党工委

13 努力打造生态河湖的
“扬州样板”…………市水利局
■解放思想大讨论

16 以思想大解放推进改
革发展新实践…………勾凤诚

18 解放思想，向“实”而成
…………………………李道松

19 解放思想求实效 助推
发展走前列……………雎万仁

21 在解放思想中找准高
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徐美银

■工作交流
23 做好旅游发展加减乘

除法 助推扬州旅游高质量发
展………………………张贵联

26 践行“五为”理念 做好
“五问”答卷……………沈伯宏

28 突破思想瓶颈 加快乡
村振兴…………………杨文喜
■党的建设

30 妇联党建，带亮 “半边
天”………………………马宁

32 探索“五式”村级巡察

模式 打通党内监督最后“一公
里”……………………陆安亚

35 在思想大解放中履职
尽责………………………徐明
■调查研究

37 一个产业如何带富一
村百姓———仪征市真州镇三八
村发展无公害蔬菜种植的实践
与思考………仪征市委办公室

40 “阳光征迁”工作的探
索和实践…………广陵区纪委

42 乡村旅游振兴的三大
着力点…………孙琨 韩春鲜
■干部论谈

45 党员干部要做 “四种
人”………………………张彤

47 乡风文明建设也需高
质量推进………………王辉森
■观点摘编

49 洪大用论贫困治理等
五则
■人文扬州

50 历史文化名人与扬州
文化意象

52 扬州贤官之清代龚鉴
■他山之石

54 世界科技强国发展之
路………………………施爱春
■主要指标

57 2018年1-5月全市主要
经济指标

58 重大项目建设月报
■图说扬州

封面 俯瞰江广融合区…
……………………司新利 摄

封二 读书荐书
封三 元·白釉褐彩双凤纹

罐
封四 第十届江苏省园艺

博览会倒计时100天
封底 江苏省第十九届运

动会倒计时100天高歌猛进 扬州队3胜1负
省运会青少年部女足丁组激战

本报讯 （孔茜） 昨天，省运
会青少年部女子足球丁组 （10-
11岁） 比赛继续在广陵新城足球
场进行，扬州队高歌猛进，以5比0
大胜泰州队，目前战绩3胜1负。

根据规程，本次比赛采用5人
制赛制， 分小组赛和淘汰赛两个
阶段进行。 小组赛阶段依据2017
年省青少年锦标赛成绩， 分档抽

签定位， 分为两个小组进行单循
环比赛分别排出名次， 再进行交
叉淘汰赛。淘汰赛中，两个小组的
第1名和第2名进行交叉赛决出第
1名—第4名， 第3名和第4名进行
交叉赛决出第5名—第8名， 以此
类推。扬州、无锡、泰州、宿迁、南
京、淮安分在A组；B组则为常州、
南通、盐城、镇江、徐州和连云港。

除了首站失利之外， 主场作
战的扬州队表现越发出色， 昨天
的第四轮比赛中， 扬州队遇上泰
州队，以5比0大胜对手。

其他场次中， 南京队0比2不
敌淮安队、 宿迁队1比6不敌无锡
队、徐州队5比1大胜连云港队、镇
江队1比2不敌南通队、常州队2比
1小胜盐城队。

昨天，省运会青少年部拳击比赛产生首位晋级决赛的扬州选手———王婉君将
在17-18岁组女子47-51公斤级决赛中，与南京选手熊紫婷一决高低。此外，扬
州还有林文宇、袁佳乐两位选手晋级17-18岁组男子+81公斤级半决赛，扬州小
将战绩喜人。

一场比赛的成功举办需要多
个环节相互配合， 志愿者是必不
可少的一环。据了解，本次拳击比
赛共有来自扬州大学和扬州职业
大学的80名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

比赛中，选手们挥汗如雨，时
常会有汗水滴落在擂台上， 一场
比赛结束时， 志愿者立马将擂台
上的汗液擦拭干净。 选手到场边

休息时， 志愿者立马将场边的凳
子转向选手，端上垃圾处理装置，
供选手清理口中血污等。“休息时
间他们都是不能坐下的， 要随时
关注选手的需求， 所以场边志愿
者的工作强度非常大。”赛事组委
会工作人员介绍。

在候场区， 几名来自扬州职
业大学的志愿者为每位选手在手

绑带和手套上分别贴上宽度为2.5
厘米的胶带， 并盖上 “OK章”。据
悉，本次比赛中，选手所用的拳套
和拳帽均由组委会准备，比赛结束
后就会放到库房里，比赛前才会取
出。盖上“OK章”就说明手套和手
绑带上不存在挂饰等异物。“在扬
州上大学期间遇到这样的大型赛
事，并能参与其中，真的很荣幸。”
来自扬州职业大学二年级的郭佳
说。 实习生 袁梦瑶 记者 孔茜

扬州选手王婉君晋级决赛

80名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

事前评估 保障和谐劳动关系

江都开展企业劳动用工风险评估监督行动

本报讯 （刘建华） 企业用
工管理中存在哪些问题？ 如何
规范企业行为，避免风险？江都
区总工会按照扬州工会统一部
署，联合区人社局，在全区开展
2018年度企业劳动用工风险评
估监督行动， 对全区参评企业

进行梳理，提前告知，要求企业
做好劳动合同、考勤、工资、劳
动安全等相关台账资料的准备
工作， 及时发放劳动用工风险
评估表查找问题、自我改进，进
而保障企业劳动关系和谐，促
进企业健康发展。

扬州选手林文宇（右）与对手激战。 王乃驷 摄

（上接1版）我此访带来前所未
有庞大的代表团， 科方愿同中
方在互信的基础上，本着务实的
精神，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
安全等领域合作关系，合作建设
“一带一路”，共同促进海湾地区
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会谈后， 两国元首见证了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双
方还发表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科威特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
关系的联合声明》。

会谈前， 习近平在人民大
会堂为萨巴赫举行欢迎仪式。
杨洁篪、曹建明、王毅、辜胜阻
等参加。

建立中科战略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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