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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中共商洛市委 商洛市人民政府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问题调查处理情况
（第十九批）

截至2021年12月30日16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涉及商洛市生态环境信访件129件，目前已办结109件，现将第十九批4件办理结果通报如下：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陕西时间：2021年12月4日—2022年1月4日 专门值班电话：029—81026166,专门邮政信箱：陕西省西安市A1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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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商洛市商州区沙河子镇
商洛火车站人行隧道改
造工程，白天晚上施工，
堆的渣土未覆盖，晚上用
车拉渣土也未覆盖，噪音
大、扬尘大

商洛市商州区大赵峪街
道办桃源村八组，村干部
将山坡卖给私人，准备开
采石场

商洛市柞水县小岭镇罗
庄社区博隆矿业有限公
司，强行占用村民的耕
地，向耕地上面倾倒废
渣、矿石

商洛市柞水县大西沟铁
矿超范围露天开采、乱
采，导致当地水、气受到
污染，林地和农田被破
坏。为防止被外界知道
真实信息，在去矿区的路
上设置了多处暗卡

涉及区县

商州区

商州区

柞水县

柞水县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商洛市商州区沙河子镇商洛火车站人行隧道改造工程”实为：商洛火车站东侧铁路盖板涵洞
孔径增高工程，位于商州区沙河子镇。该涵洞建于 2003 年，全长 138 米，宽 4 米，路面宽 3.3 米，行人
通道宽 0.7 米，因人行通道较狭窄，现进行拓宽改造加固施工。施工单位为：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
限公司西安工务段。因施工单位赶工期，2021年 12月 21日至 12月 25日，连续 24小时施工作业。现
场检查，有三台破碎机正在进行破碎作业，施工中产生噪音；由于在涵洞内作业，场外未发现扬尘产
生；现场堆放施工渣土约 600m3（抑尘网覆盖），用于施工道路回填。

经查，“商洛市商州区大赵峪街道办桃源村八组，村干部将山坡卖给私人，准备开采石场”实为：2019
年 1 月 30 日，陕西商山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大赵峪办事处桃园村八组签订《矿山开采山坡承
租协议》，租赁王洼组东西平台山坡地 5 亩，期限 10 年（2019 年 1 月 30 日至 2029 年 12 月 30 日），年
租金 5.5 万元（含三个村民个人山坡租金）。商洛商山（集团）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系陕西商山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子公司。陕西省林业局 2021 年 3 月 23 日，批复（陕林资许准〔2021〕164 号）同意商洛
商山（集团）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大赵峪石灰石矿开采加工项目占用商州区大赵峪办事处桃源村、龙
山村、刘河村、芦河涧村等 4 个行政村集体林地 19.9663 公顷，期限两年（2021年 3月 23日至 2023年
3月 22日）。

经查，“商洛市柞水县小岭镇罗庄社区博隆矿业有限公司”实为：柞水县博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
柞水县小岭镇罗庄社区五组。该公司名下无矿业权，系陕西大西沟矿业有限公司委托的外协施工单
位，负责从事矿山采剥、运输、粗精矿加工业务。现场核查时该公司负责的开采矿区及破碎线均处于
停产状态。该公司将前期矿山采剥中产生的弃石废渣堆放在仁家沟排土场。2012 年 4 月 26 日，
2013年 6月 24日，2020年 3月 8日，柞水县博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小岭镇罗庄社区（原小岭镇
新华村）、下梁镇西新村（原石翁镇四新村）、小岭镇岭丰村村集体签订《征用土地、林山协议》，3 次共
征土地 244.72 亩，林山 760.6亩，兑付补偿资金 754.5765 万元。经走访周边群众，均反映该公司在土
地征用过程中已将补偿资金全部兑付，未发现强行占用行为。该公司将矿山开采加工过程中的弃石
废渣堆放至仁家沟排土场。该排土场位于陕西大西沟矿业有限公司大西沟铁矿采矿许可证范围内，
已办理排土场设施设计（柞应急发〔2019〕73 号），征占用林地手续（陕林资许准〔2020〕781 号）。
2021 年 11 月 20 日，该公司按照《排土场设计方案》要求，对已经达到设计排放量的区域进行修整，并
开展植被恢复治理。截至现场调查时，该公司累计投入约 130万元，修建平台 3处，栽植苗木 3.2万多
株，绿化 160多亩；仍在使用的区域占用林地 80多亩，未超出林地批复范围。

经查，“商洛市柞水县大西沟铁矿”实为：陕西大西沟矿业有限公司，公司位于柞水县小岭镇罗庄社
区，矿山位于柞水县小岭镇罗庄社区大西沟一带。现场核查，该公司自 2021年 12月初以来一直处于
停产状态，正在进行年度设备检修和场区环境整治提升；大西沟内河水未发现浑浊现象。经走访周
围群众，反映在前期矿山开采运输车辆通行过程中，因洒水频次不够有道路扬尘现象。陕西省大西
沟铁矿首设时间为 1998年 2月，经多次延续变更，2021 年 5月 8日，陕西省自然资源厅换发该公司采
矿许可证（采矿许可证证号：C6100002011052220113788；矿区面积 4.2877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
1490-1050 米；开采方式：露天/地下开采）。经现场勘测，该公司露天开采作业面未超出采矿许可
证、安全设施设计和林地批复范围。该公司在选矿过程中建立废水循环利用系统，废水不外排，同时
在矿山运输道路沿线修建两级沉淀收集池，对矿山雨水及山浸水进行了收集。2021 年 11 月 15 日，
市环境局柞水县分局委托陕西源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小岭镇罗庄社区断面水质进行监测，报告显
示均达到地表水二类水质控制要求（源泽监字〔2021〕第 981 号）。该公司在开采过程中采用湿法降
尘，矿山凿岩作业所用履带式凿岩车全部配备布袋收尘设施，装卸过程采用喷淋降尘。该公司在前
期运矿时，运输过程中配备洒水车辆，定期对路面进行洒水降尘，运输车辆加盖篷布，安排专人对路
面进行清扫，因洒水频次不够有道路扬尘现象。该公司大西沟矿区周边共设置 3处检查站，分别位于
大西沟沟口、大西沟窑湾、三元沟沟口，其中大西沟沟口检查站主要用于车辆限高管理，禁止高度超
过 2.5米车辆私自出入；窑湾检查站主要用于疫情防控检查；三元沟沟口检查站主要用于运输车辆超
限检查。随机走访周边村民，均反映除窑湾检查站非矿山工作人员不得随意进入外，剩余两个检查
站可以随时通行，未发现有设置暗卡现象。

是否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处理处罚和问责情况

沙河镇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加强日常监管。2021 年
12 月 27 日，沙河子镇政府对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
司西安工务段桥隧车间主任进行约谈。

商州区大赵峪街道办加强日常巡查监管。

一是加强日常监管，坚决遏制各类自然资源违法违规行
为；二是落实属地管理，宣传相关政策，收集民情民意，及
时化解群众诉求。
2021 年 12 月 26 日，柞水县纪委监委针对大西沟区域“领
导责任、直接责任、监管不力”等问题，给予柞水县小岭镇
罗庄社区支部书记、主任冯有定，柞水县小岭镇自然资源
所所长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柞水县小岭镇镇长、柞水
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长党内警告处分；给予柞
水县小岭镇武装部长诫勉谈话处理；给予柞水县小岭镇
党委书记、柞水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商洛市生态环境局柞
水县分局局长提醒谈话处理。

一是加强日常监管，坚决遏制各类自然资源违法违规行
为；二是加大安全巡查频次，督促该公司严格按照矿山安
全设施设计方案开采作业；三是加大监管力度，督促该公
司加强环境管理；四是严格道路清扫洒水降尘，落实运输
车辆冲洗降尘措施；五是落实属地管理，宣传相关政策，
收集民情民意，及时化解群众诉求。
2021 年 12 月 26 日，柞水县纪委监委针对大西沟区域“领
导责任、直接责任、监管不力”等问题，给予柞水县小岭镇
罗庄社区支部书记、主任，柞水县小岭镇自然资源所所长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柞水县小岭镇镇长、柞水县生态
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长党内警告处分；给予柞水县小
岭镇武装部长诫勉谈话处理；给予柞水县小岭镇党委书
记、柞水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商洛市生态环境局柞水县分
局局长提醒谈话处理。

受理编号

D2SN202112230010

D2SN202112230031

D2SN202112230059

X2SN202112230027

存在问题

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000元且不稳定，因产业发展失败等导致收入大幅缩减

无法务工等导致收入大幅缩减

发生重大疾病、遭受重大灾害或遭遇突发事件及家庭主要劳动力出现重大变故等导致家庭生活严重困难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出现辍学失学，过渡期内脱贫户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资助补贴未发放到位

异地住院报销、大病保险赔付不及时，符合慢病门诊报销未被纳入

慢病签约服务不到位

现居住房屋墙壁出现较大裂缝、屋面出现塌陷、较大面积漏雨、地基下陷、排水不畅等不安全问题，以及子女住新房，老人住危旧房的

易地搬迁集中安置房出现质量问题

农户家庭自来水出现故障长期无人修复导致用水困难，水质出现浑浊或有异味，使用水井、水窖供水长期未采取消毒措施，村供水管道、蓄
水池损坏长期无人修复，季节性缺水未进行送水或采取其他措施解决的

责任部门

农业农村部门

人社部门

民政部门

教育部门

医保部门

卫健部门

住建部门

移民部门

水利部门

反映电话（市县）

商州区2983932 洛南县7322344 丹凤县3322094 商南县6322288 山阳县8321983
镇安县5322203 柞水县4321207 高新区2030928 市农业农村局2312746

商州区2335506 洛南县7322852 丹凤县3322653 商南县6322288 山阳县8322230
镇安县5338585 柞水县4321614 高新区2030981 市人社局2338803

商州区2388189 洛南县7322054 丹凤县3322712 商南县6323352 山阳县8321313
镇安县5322438 柞水县4321914 高新区2030922 市民政局2333388

商州区2366191 洛南县7322606 丹凤县3388861 商南县6362515 山阳县8321735
镇安县5322054 柞水县4321860 高新区2030961 市教育局2313285

商州区2982118 洛南县7328273 丹凤县3323772 商南县6371941 山阳县8383905
镇安县5322292 柞水县4325256 高新区2030960 市医保局2860018

商州区2338228 洛南县7322299 丹凤县3322295 商南县6323342 山阳县8321918
镇安县5322158 柞水县4321934 高新区2030960 市卫健委2325096

商州区2316234 洛南县7325910 丹凤县3322060 商南县6326882 山阳县8321046
镇安县5322805 柞水县4321405 高新区2035902 市住建局2390635

商州区2389122 洛南县7382330 丹凤县3322062 商南县6377216 山阳县8326913
镇安县5338216 柞水县4322252 高新区2389122 市移民办2335975

商州区2314300 洛南县7322653 丹凤县3322166 商南县6372167 山阳县8380291
镇安县5322021 柞水县4321910 高新区2030929 市水利局2389855

商 洛 市 巩 固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便 民 服 务 公 告
根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有关要求，若您的家庭有如下情形之一，通过自身努力无法解决，请您及时向村两委会提出书面申请，由村两委会依照防止

返贫监测帮扶对象认定条件和程序，组织开展核实认定，并协调落实相应帮扶措施，也可直接向县区和市级相关部门电话反映解决。

备注：对上述情形反映相应业务部门仍未得到解决的，可向乡村振兴部门反映解决。商州区2313556 洛南县7325002 商南县6325216 山阳县8321271 镇安县5322264 柞水县4323370 高新区2030928 市乡村振兴局2360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