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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市迎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

2021年5月7日

督察动态
省内动态
1.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动态。5 月 6 日下午，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副组长翟青、总协调人张迅等领导，在副省长
邱江、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岳修虎的陪同下，看望慰问省迎接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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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工作组的同志，对大家一个月来的辛勤工作
表示衷心感谢。5 月 7 日中午，中央第八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一
行离开云南。
2.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云南省移交信访举报件
2945 件（截至 5 月 6 日）。含来电 1946 件、来信 999 件，共涉
及 16 个州市和有关省直部门。其中，昆明市 1141 件、大理州 341
件、曲靖市 331 件、昭通市 184 件、玉溪市 166 件、红河州 127
件、楚雄州 117 件、保山市 116 件、文山州 93 件、丽江市 90 件、
西双版纳州 60 件、临沧市 37 件、迪庆州 37 件、普洱市 34 件、
怒江州 32 件、德宏州 27 件，省直部门 12 件。截至目前已收到
各州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处理情况反馈单》2617 件。
按核实情况统计，属实 2283 件，不属实 334 件；按整改类型统计，
立行立改类 1524 件，限期整改类 1093 件；按办结情况统计，已
办结 1319 件，阶段性办结 340 件，未办结 958 件。前二十一批来
电来信举报 1850 件，责令整改 1060 家，立案处罚 388 家，罚款
金额 1272.76 万元，立案侦查 3 件，约谈 259 人，问责 9 人。
市内动态
1.收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第三十一批投诉举报件 5
件。其中陆良 2 件、宣威 1 件、会泽 1 件、富源 1 件。截至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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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 16:00，全市累计收到交办投诉举报件 336 件（中央重点关注
29 件、省级盯办 7 件）。污染类型情况（部分投诉举报件涉及几
种污染类型）：涉大气 152 件、生态 111 件、水 123 件、土壤 73
件、噪声 50 件、其他污染 27 件；县区分布情况：宣威 76 件、
麒麟 57 件、陆良 50 件、富源 41 件、会泽 32 件、沾益 25 件、
罗平 24 件、马龙 12 件、师宗 10 件、曲靖经开区 5 件、市级 4
件；行业主管部门情况：市林业和草原局 52 件、市农业农村局
43 件、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41 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33 件、
市生态环境局 31 件、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30 件、市能源局 27 件、
市应急管理局 23 件、市城市综合管理局 17 件、市交通运输局 10
件、市水务局 9 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8 件、市公安局 4 件、市
文化和旅游局 3 件、市财政局 2 件、市信访局 2 件、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 1 件。
2.市级现场督导交办问题整改情况。5 月 7 日，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钟玉到陆良县云南荣盛磷化工有限公司、陆良县宏盈磷业有
限责任公司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的重点关注投诉举报问
题整改情况进行现场调研督导。
市委常委、
3.县级现场督导交办问题整改情况。
5 月 6 日下午，
师宗县委书记龚加武到师宗县竹基镇诚信采石场、师宗县大同街
道天宝矿业砂石料厂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的举报投诉问
题整改情况进行现场调研、指导和再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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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诉举报件办理情况。截至 5 月 7 日 16:00，已调查核实属
实 41 件，基本属实 64 件，部分属实 191 件，不属实 13 件。已
办结 184 件，阶段性办结 89 件，未办结 63 件，明确为立行立改
188 件，限期整改 120 件。目前共立案处罚 39 家，罚款金额
157.49173 万元，约谈 4 人。
5.宣传报道情况。截至 5 月 7 日 10:00，累计宣传报道中央第
八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云南省及下沉曲靖市开展督察工作信
息 1684 条。其中：曲靖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149 条；曲靖日报
66 条；曲靖电视台 96 条；曲靖市生态环境局门户网站、掌上曲
靖、曲靖 M、云南通曲靖市、“曲靖市生态环境局”微信公众号、
“云南曲靖环保”微博等 710 条，其余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同步
开展宣传 663 条。
附件：曲靖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投诉举报件（第31批）

报：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政协主席，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送：市迎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8个专项工作组组长、副组
长，各县（市、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曲靖经开区党工委和管委会，
市迎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曲靖市迎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
— 4 —

2021年5月7日印发

附件

曲靖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投诉举报件（第31批）

序号

举报区县

1

富源县

2

会泽县

举报内容
曲靖市富源县营上镇海丹村委会牛白海煤矿及周边多处私人煤矿占用基本农田
倾倒煤矸石，污染地下水。

行业
类型

污染
类型

煤炭

1. 曲靖市会泽县大井镇恒凯石化加油站紧邻元江栲自然保护区，因选址规划问
题，存在破坏生态环境风险，举报人诉求加油站重新规划选址建设；2. 会泽县大

石化、焦

井镇小岔箐路口（如意山庄对面）侵占元江栲自然保护区违建现象突出，且多数

化

重点关注

审核
备注

市级行业主管部门

土壤,水

无

市能源局

生态,水

无

市林业和草原局

无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无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无

市能源局

国家

省级

违建房内进行畜禽养殖污染环境。
曲靖市陆良县荣盛磷化工有限公司擅自闲置污染控制设施，排放强烈刺鼻气体，

3
陆良县
4

导致当地农作物受损。
曲靖市陆良县三岔河镇龙海山长期存在采石采土情况，严重破坏自然生态。

其他

大气

采矿

生态

瓦路煤矿和海子煤矿（位于曲靖市宣威市东山镇瓦路村）自 2019 年关停后，长
5

宣威市

期夜间偷采并在煤矿旁砍树建房，且将矿井渗水排入马场河，夜间运输车辆噪声
扰民。

煤炭

水,噪音,
生态

*

说明：重点关注列中标“*”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重点关注问题；标“※”为省级盯办问题。

— 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