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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举报人之前来电反映，商洛市商州区三岔河
村 12 组康家沟大理石加工厂破坏秦岭园林
面积 506.25 亩。12 月 15 日看到案件处理
公示信息后，该群众表示不满意，并反映以
下问题：1、康家沟大理石加工厂破坏秦岭生
态林及耕地责任未落实，未复耕复绿。2、为
什么不按事实说话，不追究相关破坏人责
任。3、有开采证是否就可以随意破坏园林

商洛市商南县试马镇荆家河村 2 组村民王
某（音），在村委会西北方向五百米左右、312
国道北侧三百米左右的地方建墓，毁林七十
多平方米，曾向县民政部门反映过的问题
后，交由商南县负责查处。

王闫镇大坪社区弘坤沙厂建设在天河河道
边，附近是南水北调工程水源，将洗沙水直
接排放到了河道，造成下游水污染。

1、博隆公司旗下的凯之天矿业有限公司
（音）将商洛市柞水县小岭镇罗庄社区 4 组
大磨沟村的主河道水截流，用于开矿，污染
了河水；倾倒在大磨沟村正娃沟和长沟里的
矿渣比较多，正娃沟沟底下仅用石头围了两
米多高，宽一米左右的防护，目前倾倒的矿
渣与两边山平齐，居民生活有安全隐患；在
正娃沟和小娃沟交界处修了一条路，破坏了
山体。博隆公司将矿渣倾倒在了娃沟、小娃
沟、长沟、后沟里。2、位于商洛市柞水县小
岭镇罗庄社区 4 组的龙钢集团大西沟铁矿
等公司，开矿时放炮震动很大，导致村民房
屋开裂；从矿区出来的大车路过大磨沟村土
路时，扬尘比较大。

商洛市洛南县石门镇黄龙铺村 242 国道边
有三四家砸石厂，都在砸石头、挖石头、挖
沙、洗沙。

陕西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 2007 年
左右将位于柞水县营盘镇朱家湾村甘沟的
一片国有保护区林地无偿划入“盘谷山庄”
酒店，盘谷山庄在国有林地修了别墅。

商洛市商南县拒不执行中央拆除秦岭违法
建设的批示，对金丝峡周边十多处大型违法
建设至今不予查处。请督察组查清事实。

举报人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给陕西省环保厅
反映商洛市山阳县板岩镇耿村黄姜水解加
工厂燃煤锅炉及生产污水违规排放的问题，
山阳县环保局回复：锅炉已改造，黄姜车间
已停产，污水处理正常运行，在 11 月份开工
复产时不会出现违规排放的现象。但是黄
姜加工厂一直没有停产，也没有改造，污水
处理只是处理洗黄姜泥的污水，刺鼻难闻、
臭气熏天的酸水经过稀释后通过暗管排放
到马滩河。第二个偷排口经过移民村生活
污水地下管网，生活污水无任何污水处理设
施，直接渗漏在马滩河里，白天生产时有一
股浓浓的酸臭味让人恶心到无法呼吸。恳
请中央环保督察组能驻厂严肃查处，按日记
罚，将处理结果公示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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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商洛市商州三岔河村 12组康家沟大理石加工厂实为：商洛市商州区秦升大理石开采加工厂，位于商州区三岔河镇三岔河社
区，2014年建设，经营范围为：大理岩露天开采、加工、销售。目前，采矿权证已到期，现采矿延续手续正在办理中。12月 21
日现场核查，该加工厂整改未落实到位。经勘测，厂区外应恢复耕地 1257.3㎡（1.88595 亩），林地 53.4㎡（0.0801 亩），实际
恢复耕地 1237.3㎡（1.85595亩），林地 53.4㎡（0.0801亩），对约 20㎡（0.03亩）耕地进行了覆土；厂区内完成 1.965亩土地复
耕，保留看护使用活动板房两间，其余已全部拆除。

试马镇荆家河村二组村民 3 人（1 人于 2020 年 4 月 3 日去世）于 2020 年 2 月 29 日在试马镇荆家河村村委会西北方向约 500
米、312国道北侧约 300米处（同村村民房后）非法占用林地（面积 61㎡），修建墓地。现场检查发现，修建墓地 6孔（1孔已安
葬），坟墓周边已栽树绿化。2020年 9月 26日，县民政局曾对群众反映“试马镇荆家河村二组村民 3人在其房后占用林地违
法违规私建墓地”问题进行现场检查。2020 年 10 月 12 日，县民政局殡葬执法监察大队就王某违规私建墓地问题立案调
查，下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商民政改字〔2020〕第 08号），并依据《商洛市殡葬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相关规定，责令王某
将坟墓超高部分(1.9 米)拆除；2020 年 12 月 7 日，县林业局对王某非法占用林地修建墓穴依法进行查处，下发《行政处罚决
定书》（商林罚决字〔2020〕第 042 号），罚款 610 元。2020 年 12 月 7 日，县林业局责令当事人王某限期恢复植被（2021 年 1
月 20日补种柏树 17株）

“王闫镇”实为：山阳县王阎镇；“天河”实为：西河，与西照川镇东河交汇后，在湖北省郧西县注入汉江，属汉江二级支流。西
河沿线未发现采砂厂，无投诉人所反映的“弘坤沙厂”。王阎镇大坪社区一组洞子口有一采矿企业为：山阳县衡坤矿产品贸
易有限公司，主要加工生产重晶石，2018 年 7月建设，2019 年 1月 15日，采购矿山破碎精选专用设备，由设备供应厂家安装
并调试半个月。2019 年 7月，该公司因资金紧缺停建至今未生产。原山阳县国土局，2016 年 4月 19日，核发了采矿许可证

（证号：C6110242010126120100111；有效期：2016 年 4 月 19 日至 2021 年 4 月 19 日）；山阳县自然资源局，2021 年 10 月 8
日，批复临时用地（山资源发〔2021〕123号）；山阳县发改局，2018年 7月 8日，核准年产 10万吨重晶石加工生产线项目备案

（山政发改备字〔2018〕45 号）。现场核查，该公司建有矿石加工设备 2 组，污水沉淀池 2 个约 150m3，厂区堆放矿石原料约
400m3，矿粉约 1000m3。厂区周边未发现入河排污口，未发现矿渣、矿粉冲刷入河道痕迹。

柞水县博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陕西大西沟矿业有限公司合作，在大西沟矿山上开展矿山采剥、运输、粗精矿加工等业务，
其具体开采范围在大磨沟、仁家沟一带，将开采的铁矿粗加工后交给陕西大西沟矿业有限公司进行精选矿粉。柞水凯之天
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承包柞水县博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大磨沟、仁家沟一带矿山开采劳务。该矿山在
长沟内有一处排渣场，目前废渣约 2 万立方米与两边山坡基本平齐，达到排放设计高度，现已停止排渣恢复植被；在后沟坡
面散落有约 300立方米废土废渣，已恢复植被；小洼沟、正洼沟内堆存约有废渣 2万立方米，下方建设了浆砌石拦渣坝，针对
堆渣是否对群众有安全隐患，该公司已经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大磨沟全长约 3公里，主河道水流畅通，未发现截流现
象，河床无污泥沉淀痕迹，企业未占用河道；2021 年 12 月 19 日，经检测水质符合饮用标准。爆破作业交由商洛市东兴爆破
工程有限公司柞水县分公司和陕西融发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现场查验民爆物品出入库记录、现场爆破作业记录等
台账，爆破作业中民爆物品使用量未超设计标准；走访周边群众，反映爆破时有轻微震感。大磨沟最近居民住房距爆破作
业施工区域 767 米，符合《爆破安全规程》（GB6722-2014）允许距离 300 米的规定，柞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 年 12 月
15 日对大磨沟内 13 户村民房屋进行鉴定，出具安全住房排查（鉴定）认定表，柞水县应急管理局再次聘请第三方机构对房
屋裂痕进行技术鉴定，目前鉴定工作正在进行。大磨沟道路长约 3公里，其中已硬化约 1公里，2公里为土路，柞水县博隆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前期运矿时经过此沟，因对路面清扫，洒水降尘不到位，有少量扬尘产生，2021 年 9 月以后运输线路变
更，现没有运输车辆通行，无扬尘现象。

洛南县石门镇黄龙铺村 242 国道沿线无砸石厂、石场。进一步核查，该国道边有 2 家矿渣综合回收利用企业，分别为：洛南
县黄龙工程运输有限公司、洛南新隆矿渣回收综合利用有限公司，其原料均为黄龙钼矿区废渣。2021 年，洛南县再次遭遇

“7·23”水灾影响，自 2021年 8月 3日至今，洛南新隆矿渣回收综合利用有限公司停产检修未生产。投诉反映的“砸石头、挖
石头、挖沙、洗沙”问题，系商洛市公路管理局在洛南县 2021 年“7·23”水灾应急抢修工程 242 国道段堤坝施工。2021 年 9
月 10 日，商洛市公路管理局 242国道洛南境水毁应急抢修工程管理处向洛南县政府报备了《关于 242国道石门段涉河施工
情况的报告》（商公抢修字﹝2021﹞5号），施工队在施工期间依报告实施了河道采挖作业。2021年 11月 25日，修复工程完毕
后，无任何单位在石门镇黄龙铺村 242国道边进行挖沙、洗沙等作业。

柞水县锦苑盘谷山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年 11月 4日，主要经营：酒店、酒店用品、会议、餐饮等。公司临近陕西牛背梁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与陕西牛背梁国家自然保护区无隶属关系，独立运营企业。盘谷山庄酒店位于柞水县营盘镇朱家湾村三组，
2021年 10月 5日至今，疫情影响，游客减少，酒店处于停业状态。陕西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柞水县境内接壤区域为营
盘镇朱家湾村大、小甘沟一带，该区域内陕西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界与营盘镇朱家湾村界界桩完好无损。经调阅陕西牛
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及柞水县林业局 2007年以来文件，均未发现有将柞水县营盘镇朱家湾村甘沟一带国有保护区
林地无偿划入盘谷山庄酒店文字信件,陕西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也对无此情况进行了确认（陕牛保函〔2021〕57号）。
经随机走访群众，均反映陕西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小甘沟一带没有将国有保护区林地无偿划入盘谷山庄酒店现象。
柞水县锦苑盘谷山庄有限公司下属的盘谷山庄酒店位于柞水县营盘镇朱家湾村三组，项目分三期建设，占地面积 378.57亩。
2006年 3月动工，2012年 12月建成，2013年 5月开始营业，共建成综合酒店 18栋，酒店及后勤职工用房 3栋，酒店管理用房
1栋，度假别墅酒店59栋。2018年8月，秦岭区域违建整治中，已将59栋度假别墅全部拆除，并验收备案销号。现场对陕西牛
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小甘沟进行核查，原始地貌没有受到破坏。随机走访群众，反映陕西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
小甘沟内未发现有修建别墅现象。2018年 8月，秦岭区域违建整治过程中，柞水县纪委监委针对盘谷山庄项目“违规供地、违
规审批”问题，党纪政务立案处置 13人，其中给予党内警告 1人、严重警告 1人，行政警告 8人、记大过 3人。

金丝峡周边共有 5个大型建设项目，分别是金丝峡镇丹南村太吉嘉园集中安置点建设项目、太吉官渡项目、商南县金丝峡景
区管委会游客中心项目、商南县金丝峡景区管委会石人沟停车场项目、金丝峡巅峰大酒店。经商南县政府研判，金丝峡镇
丹南村太吉嘉园集中安置点建设项目、太吉官渡项目用地、规划手续齐全，不属于违建项目；商南县金丝峡景区管委会游客
中心项目、商南县金丝峡景区管委会石人沟停车场项目、金丝峡巅峰大酒店项目用地手续齐全，但未办理规划审批手续，属
于一般违法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 64条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
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
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责令其限期补办规划手续。商南县金丝峡景
区管委会游客中心项目，位于商南县金丝峡镇太子坪村。项目隶属于商南县金丝峡景区管委会，2012 年 7 月开建，2012 年
底竣工，占地面积 5330㎡，未占用林地，为 3栋建筑及一处附属公厕。2020 年 4月 21日，因该项目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擅自动工建设，商南县自然资源局依法进行查处。目前处于停业状态。商南县金丝峡景区管委会石人沟停车场项
目，位于商南县金丝峡镇太子坪村。该项目隶属于商南县金丝峡景区管委会，占地面积 8910㎡，2016 年开建，该项目尚未
建成，未投入使用，未占用林地。2021年 12月 6日，因该项目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动工建设，商南县自然资源
局依法进行查处。金丝峡巅峰大酒店，位于商南县金丝峡镇太子坪村，属于金丝峡景区建设的配套设施。2005 年 8 月开
建，2007 年 5月 1日营业，占地面积 983.87㎡。现场检查时，因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处
于停业状态。

“山阳县板岩镇耿村黄姜水解加工厂”实为：山阳县丰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山阳县板岩镇耿村社区，2003年 12月建成
投产。现场核查时，污水处理站厌氧池阀门故障，污水处理站总排口有污水渗流。调阅在线自动监测设备数据发现，2021
年 12月 17日至 19 日，总排口化学需氧量多次超标。厂外核查，未发现“酸水经过稀释后通过暗管排放到马滩河”现象。经
走访社区群众，反映厂区周围 500 米范围内无地下生活污水管网，未将生产废水排至移民小区（闫湾小区，距离 0.5公里）生
活污水管网，也无偷排口途经闫湾小区，渗漏马滩河现象。

是否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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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实

处理处罚和问责情况

商州区秦升大理石开采加工厂对周
边生态恢复加强管护，不得再次造
成新的生态破坏。2021 年 8 月 17
日，商州区纪委对麻街镇自然资源
所所长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一是要求当事人加强栽种树木管
护，保证成活率；二是商南县民政局
监督王某按期将坟墓超高部分(1.9
米)拆除到位

一是要求企业加强厂区物料规范化
存放，防止雨水冲刷流入河道；二是
落实行业监管责任，加强矿区环境
监管；三是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在环
保审批手续未办理到位前，不得供
应动力用电。

一是加强柞水县博隆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安全生产监管，确保矿山安全
生产责任落实到位；二是加强民用
爆炸物品管理，确保安全使用；三是
加强矿区水土保持管理，确保各项
水土保护措施落实到位；四是加强
矿区生态植被保护，加快林地生态
恢复；五是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及属地管理原则，进一步落实环
境网格化监管职责，加强日常巡查，
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及时处置。

一是加强矿产行业管理，加大执法
巡查力度，防范矿产资源破坏行为；
二是落实各级河长责任，加强河道
管理，对发现的违法采沙等行为严
查重处；三是石门镇党委和政府落
实生态环境网格化监管。

一是陕西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加强日常巡查检查，加大执
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
为；二是柞水县林业局加强对陕西
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盘谷山
庄巡查检查，发现问题及时交办查
处；三是柞水县营盘镇党委和政府
要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及属
地管理原则，进一步落实环境网格
化监管职责，加强日常巡查，发现问
题及时报告，及时处置到位。

2021年12月6日，商南县自然资源局
对商南县金丝峡景区管委会处罚款
29.6707万元（罚款已于2021年12月
10日缴清），并责令违法当事人按照
法定程序依法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一
是商南县自然资源局责令商南县金丝
峡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依法办理《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二是商南县自然
资源局责令商南县金丝峡景区管委会、
陕西商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依法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21年 12月
20日，商南县纪委监委对金丝峡管委
会副主任给予了谈话提醒。2021年
12月20日，商南县纪委监委对金丝峡
旅游公司副经理给予了谈话提醒。
2021年7月15日，商南县纪委监委对
原县房管所所长、原县不动产登记中
心主任、原金丝峡国土资源所所长给
予了谈话提醒。

2021年12月17日，山阳县市场监管
局对该公司锅炉年检超期、锅炉机箱
存在贯穿性缺陷渗漏，将该公司锅炉
进行查封；2021年12月21日，市环境
局对该公司污水处理站总排口水质超
标立案调查，罚款10万元。一是责令
该公司停止水解物生产线，对污水处
理站废气处理设施进行密闭改造，改
造未完成不得生产；二是加强行业监
管，督促该公司定期对污水处理站管
理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三是落实属地
监管责任，加强对该公司的日常监督。
2021年12月19日，山阳县政府副县
长对市环境局山阳县分局局长进行了
提醒约谈，对分管执法工作的市环境
局山阳县分局副局长进行了警示谈话；
2021年12月20日，市环境局山阳县
分局对山阳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大队执法人员 3人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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