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陟县环境保护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武环罚字〔2015〕1 号

焦作多尔克司示范乳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单位）： 戴士伟 职务： 总经理

详细地址： 武陟县北郭乡黄河滩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经调查核实，你单位（或者个人）你公司未取得试生产

批复手续，擅自投入试运行。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我局依据《河南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第三十一条

之规定，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大写）拾万元整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十五日内缴至指定银行和账号。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

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

收缴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户名：武陟县财政服务中心

账号：322101040017573

三、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焦作市 环境保护局或者向 武陟县 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

可在三个月内直接向 武陟县 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处

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武陟县环境保护局

2015 年 1 月 21 日



武陟县环境保护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武环罚字〔2015〕2 号

焦作多尔克司示范乳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单位）： 戴士伟 职务： 总经理

详细地址： 武陟县北郭乡黄河滩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经调查核实，你单位（或者个人）你公司挤奶厅冲洗废

水排入“三防”措施不完善的坑塘内。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六条

第八款之规定，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大写）拾万元整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十五日内缴至指定银行和账号。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

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

收缴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户名：武陟县财政服务中心

账号：322101040017573

三、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焦作市 环境保护局或者向 武陟县 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

可在三个月内直接向 武陟县 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处

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武陟县环境保护局

2015 年 1 月 21 日



武陟县环境保护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武环罚字〔2015〕3 号

河南省武陟县广源纸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单位）： 徐国祥 职务： 总经理

详细地址： 武陟县总干桥北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经调查核实，你单位（或者个人）你公司工业废物未采

取相应的防渗漏措施造成环境污染。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六十八条第七款之规定，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大写）伍万元整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十五日内缴至指定银行和账号。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

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

收缴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户名：武陟县财政服务中心

账号：322101040017573

三、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焦作市 环境保护局或者向 武陟县 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

可在三个月内直接向 武陟县 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处

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武陟县环境保护局

2015 年 2 月 5 日



武陟县环境保护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武环罚〔2015〕4号

河南省武陟县广源纸业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410823000012149

组织机构代码：75517845-6

法定代表人：徐国祥

地 址：河南省武陟县总干桥

一、违法事实和证据

2015 年 4 月 16 日武陟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张爱民（执法

证号：豫 H50627）、邱永红（执法证号：豫 H50771）现场

检查中发现你公司造纸产生的固体废物未采取相应防范措

施，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流失、渗漏。以上事实有我局

“调查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等为证。

你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

治法》第十七条：“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

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

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

固体废物。”的规定。



我局于2015年5月5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

（武环罚先〔2015〕7号）告知你公司陈述申辩权(听证申请

权)。你公司未向我局提出申辩和听证要求。

以上事实有我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武

环罚先〔2015〕7 号）和《送达回证》等证据为凭。

根据你公司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

度和证据，参照《河南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标准适用规则（试

行）》,确定你公司的违法行为属于一般违法行为。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以

罚款：

（一）不按照国家规定申报登记工业固体废物，或者在申报

登记时弄虚作假的；

（二）对暂时不利用或者不能利用的工业固体废物未建设贮

存的设施、场所安全分类存放，或者未采取无害化处置措施

的；

（三）将列入限期淘汰名录被淘汰的设备转让给他人使用的；

（四）擅自关闭、闲置或者拆除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设施、场所的；



（五）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基

本农田保护区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建设工业固体

废物集中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和生活垃圾填埋场的；

（六）擅自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贮

存、处置的；

（七）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流失、

渗漏或者造成其他环境污染的；

（八）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工业固体废物的。

有前款第一项、第八项行为之一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

项、第七项行为之一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的规定，我局对你公司环境违法行为作出以下处理：

1.责令立即纠正违法行为；

2.给予罚款贰万元行政处罚。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指定银行和

账号。

收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户 名：武陟县财政服务中心

账 号：322101040017573

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凭据报送我局备案。逾期不缴纳

罚款的，我局将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焦作市环境保护局或者向武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武陟县

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

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15年5月25日



武陟县环境保护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武环罚〔2015〕5号

武陟县豫明众安建材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410823000022793（1-1）

组织机构代码：06002942-X

法定代表人：李保明

地 址：武陟县龙源镇任徐店村

一、违法行为

2015 年 4 月 8 日武陟县环保局执法人员：郭利宏（豫

H50648）、石红伟（豫 H50572）在对你公司现场检查中，发

现你公司未取得试生产手续，擅自投入生产。以上事实有调

查询问笔录、现场检查（勘察）笔录、企业营业执照（复印

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等证据为凭。

上述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

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试生产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

境保护设施未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试运行的，由审批该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



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

令停止试生产，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我局于 2015 年 5 月 8 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

知书》（武环罚先〔2015〕5 号）告知你公司陈述申辩权(听

证申请权)。你公司未向我局提出申辩和听证要求。

以上事实有我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武

环罚先〔2015〕5 号）和《送达回证》等证据为凭。

根据你公司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

度和证据，参照《河南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标准适用规则（试

行）》,确定你公司的违法行为属于较重违法行为。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上述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

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试生产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

境保护设施未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试运行的，由审批该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

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

令停止试生产，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我局

拟对你公司作出以下处理：

1.责令立即纠正违法行为；

2.给予罚款肆万元行政处罚。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指定银行和

账号。



收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户 名：武陟县财政服务中心

账 号：322101040017573

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凭据报送我局备案。逾期不缴纳

罚款的，我局将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焦作市环境保护局或者向武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武陟县

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

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15年6月9日



武陟县环境保护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武环罚〔2015〕6号

武陟县大封吉祥琉璃瓦厂：

营业执照注册号：410823000007007（1-1）

组织机构代码：56373446-2

法定代表人：司春年

地 址：武陟县大封镇西唐郭村南

一、违法行为

2015 年 4 月 17 日武陟县环保局执法人员：郑清波（豫

H50270）、石红伟（豫 H50572）在对你公司现场检查中，发

现你公司未取得试生产手续，擅自投入生产。以上事实有调

查询问笔录、现场检查（勘察）笔录、企业营业执照（复印

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等证据为凭。

上述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

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试生产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

境保护设施未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试运行的，由审批该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



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

令停止试生产，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我局于 2015 年 5 月 8 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

知书》（武环罚先〔2015〕6 号）告知你公司陈述申辩权(听

证申请权)。你公司未向我局提出申辩和听证要求。

以上事实有我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武

环罚先〔2015〕6 号）和《送达回证》等证据为凭。

根据你公司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

度和证据，参照《河南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标准适用规则（试

行）》,确定你公司的违法行为属于较重违法行为。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 ：“违

反本条例规定，试生产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

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试运行的，由审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试生产，

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我局拟对你公司作出

以下处理：

1.责令立即纠正违法行为；

2.给予罚款肆万元行政处罚。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指定银行和

账号。



收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户 名：武陟县财政服务中心

账 号：322101040017573

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凭据报送我局备案。逾期不缴纳

罚款的，我局将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焦作市环境保护局或者向武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武陟县

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

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15年6月4日



武陟县环境保护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武环罚〔2015〕8号

焦作市德邦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410823000022865

组织机构代码：06136453

法定代表人：孟宪彬

地 址：武陟县产业集聚区

一、违法行为

2015 年 3 月 17 日武陟县环保局执法人员：郭利宏（豫

H50648）、李永红（豫 H50778）在对你公司现场检查中，发

现你公司未报批环评手续，擅自开工建设。以上事实有调查

询问笔录、现场检查（勘察）笔录、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等证据为凭。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

十一条第一款：“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

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开工建设的，由有权审



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建设，限期补办手续；逾期不补办手续的，可以处五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一条：“建设单位未依法提交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批准，

擅自开工建设的，由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停止建设，处以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

我局于2015年4月2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

（武环罚先〔2015〕10号）告知你公司陈述申辩权(听证申

请权)。你公司未向我局提出申辩和听证要求。

以上事实有我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武

环罚先〔2015〕10 号）和《送达回证》等证据为凭。

根据你公司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

度和证据，参照《河南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标准适用规则（试

行）》,确定你公司的违法行为属于一般违法行为。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

一款：“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

审核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开工建设的，由有权审批该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

设，限期补办手续；逾期不补办手续的，可以处五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一条：“建设单位未依法提交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批准，擅自

开工建设的，由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停止

建设，处以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的规定，我局拟

对你公司作出以下处理：

1.责令立即纠正违法行为；

2.给予罚款伍万元行政处罚。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指定银行和

账号。

收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户 名：武陟县财政服务中心

账 号：322101040017573

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凭据报送我局备案。逾期不缴纳

罚款的，我局将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焦作市环境保护局或者向武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武陟县

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

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15年5月19日



武陟县环境保护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武环罚〔2015〕9号

河南晋开集团武陟绿宇化工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410823100001763

组织机构代码：67946836-2

法定代表人：李邦雄

地 址：武陟县红旗路北段

一、违法行为

2015 年 5 月 16 日武陟县环保局执法人员：郭利宏（豫

H50648）、李永红（豫 H50778）在对你公司现场检查中，对

你公司 2015 年 4 月 17 日提取总排口外排废水化学需氧量浓

度为 38.7mg/L、悬浮物浓度为 1.49mg/L、总磷 2.93mg/L，

总磷超过河南省海河流域水污染排放标准。以上事实有调查

询问笔录、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监测报告、企业营业执

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等证据为凭。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

四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排放水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



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指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按

照权限责令限期治理，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二倍以上五倍以

下的罚款。”。

我局于2015年6月17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

书》（武环罚先〔2015〕13号）告知你公司陈述申辩权(听证

申请权)。你公司未向我局提出申辩和听证要求。

以上事实有我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武

环罚先〔2015〕13 号）和《送达回证》等证据为凭。

根据你公司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

度和证据，参照《河南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标准适用规则（试

行）》,确定你公司的违法行为属于较重违法行为。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四条第一

款：“违反本法规定，排放水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

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指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按照权限责

令限期治理，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的规定，我局拟对你公司作出以下处理：

1.责令立即整改；

2.给予罚款叁仟捌佰玖拾肆元行政处罚。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指定银行和

账号。

http://baike.baidu.com/view/16535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535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53519.htm


收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户 名：武陟县财政服务中心

账 号：322101040017573

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凭据报送我局备案。逾期不缴纳

罚款的，我局将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焦作市环境保护局或者向武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武陟县

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

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15年7月16日



武陟县环境保护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武环罚〔2015〕10号

焦作朝钦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410823000026539

组织机构代码：09173525-5

法定代表人：刘广东

地 址：武陟县乔庙乡后赵村东

一、违法行为

2015 年 9 月 17 日武陟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张爱民（执

法证号：豫 H50627）、邱永红（执法证号：豫 H50771）在对

你公司现场检查中，发现你公司未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防

治设施操作规程和运行管理制度、污染物排放监测和报告制

度等。以上事实有调查询问笔录、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等证

据为凭。

上述行为违反了《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监督管理办法》

第九条第一款：“排污单位必须保障防治设施稳定、有效运



行，排放污染物符合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总量控制

以及环评批准文件要求，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建立

健全岗位责任制、防治设施操作规程和运行管理制度、污染

物排放监测和报告制度等”。

我局于2015年9月27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

书》（武环罚先〔2015〕17号）告知你公司陈述申辩权(听证

申请权)。你公司未向我局提出申辩和听证要求。

以上事实有我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武

环罚先〔2015〕17 号）和《送达回证》等证据为凭。

根据你公司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

度和证据，参照《河南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标准适用规则（试

行）》,确定你公司的违法行为属于一般违法行为。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七

条：“排污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未履行相关义务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我

局拟对你公司作出以下处理：

1.责令立即纠正违法行为；

2.给予罚款壹仟玖佰叁拾元行政处罚。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指定银行和

账号。

收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户 名：武陟县财政服务中心

账 号：322101040017573



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凭据报送我局备案。逾期不缴纳

罚款的，我局将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焦作市环境保护局或者向武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武陟县

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

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15年10月29日



武陟县环境保护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武环罚〔2015〕12号

武陟县庚辰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410823000037113（1-1）

组织机构代码：34504786-7

法定代表人：杨保良

地 址：武陟县乔庙乡杨洼村

一、违法行为

2015 年 9 月 20 日武陟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张爱民（执

法证号：豫 H50627）、邱永红（执法证号：豫 H50771）在对

你公司现场检查中，发现你公司污染防治设施停止运行未履

行环保报告制度。以上事实有调查询问笔录、现场检查（勘

察）笔录、法人代表证件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

构代码证复印件等证据为凭。

上述行为违反了《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监督管理办

法》第十三条：“防治设施因为维修或者突发事件停止运行，



排污单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标准、

总量控制要求排放污染物，并立即向所在地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可能使相邻地域的环境受到严重污

染的，应当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

我局于2015年 10 月12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

知书》（武环罚先〔2015〕19号）告知你公司陈述申辩权(听

证申请权)。你公司未向我局提出申辩和听证要求。

以上事实有我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武

环罚先〔2015〕19 号）和《送达回证》等证据为凭。

根据你公司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

度和证据，参照《河南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标准适用规则（试

行）》,确定你公司的违法行为属于一般违法行为。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

条：“排污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应当报告、通报

未报告、通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处

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我局拟对你公

司作出以下处理：

1.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2.给予壹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指定银行和

账号。

收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户 名：武陟县财政服务中心

账 号：322101040017573



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凭据报送我局备案。逾期不缴纳

罚款的，我局将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焦作市环境保护局或者向武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武陟县

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

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15 年 10 月 29 日



武陟县环境保护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武环罚〔2015〕13号

焦作名扬胶合板厂：

法定代表人：周向阳

地 址：武陟县木栾办事处西水寨村

一、违法行为

2015 年 9 月 26 日武陟县环保局执法人员：郭利宏（执

法证号：豫 H50648）、李永红（执法证号：豫 H50778）在对

你厂现场检查中，发现你厂污染防治设施停止运行未履行环

保报告制度。以上事实有调查询问笔录、现场检查（勘察）

笔录、法人代表证件复印件等证据为凭。

上述行为违反了《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监督管理办

法》第十三条：“防治设施因为维修或者突发事件停止运行，

排污单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标准、

总量控制要求排放污染物，并立即向所在地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可能使相邻地域的环境受到严重污

染的，应当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

我局于2015年 10 月12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

知书》（武环罚先〔2015〕20号）告知你公司陈述申辩权(听

证申请权)。你公司未向我局提出申辩和听证要求。

以上事实有我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武

环罚先〔2015〕20 号）和《送达回证》等证据为凭。

根据你公司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

度和证据，参照《河南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标准适用规则（试

行）》,确定你公司的违法行为属于一般违法行为。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

条：“排污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应当报告、通报

未报告、通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处

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我局拟对你公

司作出以下处理：

1.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2.给予贰仟零伍十元的行政处罚。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指定银行和

账号。

收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户 名：武陟县财政服务中心

账 号：322101040017573

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凭据报送我局备案。逾期不缴纳

罚款的，我局将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焦作市环境保护局或者向武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武陟县

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

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15年10月29日



武陟县环境保护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武环罚〔2015〕14号

焦作金基置业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410823000006166（1-1）

组织机构代码证：55833158-9

法定代表人：孟凡伟

地 址：武陟县沁河路中段

一、违法行为

2015 年 10 月 13 日武陟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张军（执法

证号：豫 H50653）、郭树斌（执法证号：豫 H50776）在对你

公司现场检查中，发现你公司污染防治设施停止运行未履行

环保报告制度。以上事实有调查询问笔录、现场检查（勘察）

笔录、法人代表证件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

码证复印件等证据为凭。

上述行为违反了《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监督管理办

法》第十三条：“防治设施因为维修或者突发事件停止运行，

排污单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标准、



总量控制要求排放污染物，并立即向所在地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可能使相邻地域的环境受到严重污

染的，应当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

我局于2015年 10 月12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

知书》（武环罚先〔2015〕21号）告知你公司陈述申辩权(听

证申请权)。你公司未向我局提出申辩和听证要求。

以上事实有我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武

环罚先〔2015〕21 号）和《送达回证》等证据为凭。

根据你公司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

度和证据，参照《河南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标准适用规则（试

行）》,确定你公司的违法行为属于一般违法行为。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

条：“排污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应当报告、通报

未报告、通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处

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我局拟对你公

司作出以下处理：

1.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2.给予贰仟元整的行政处罚。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指定银行和

账号。

收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户 名：武陟县财政服务中心

账 号：322101040017573

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凭据报送我局备案。逾期不缴纳



罚款的，我局将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焦作市环境保护局或者向武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武陟县

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

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15年10月29日



武陟县环境保护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武环罚〔2015〕16号

武陟县文发建材材料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410823000021447（1-1）

组织机构代码证：59911515-3

法定代表人：李文发

地 址：武陟县龙源镇任徐店村

一、违法行为

2015 年 9 月 13 日武陟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张军（豫

H08-849279）、郭树斌（豫 H08-402994）在对你厂现场检查

中，发现你厂污染防治设施停止运行未履行环保报告制度。

以上事实有调查询问笔录、现场检查（勘察）笔录、法人代

表证件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等

证据为凭。

上述行为违反了《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监督管理办

法》第十三条：“防治设施因为维修或者突发事件停止运行，

排污单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标准、



总量控制要求排放污染物，并立即向所在地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可能使相邻地域的环境受到严重污

染的，应当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

我局于2015年 9 月22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

知书》（武环罚先〔2015〕22号）告知你公司陈述申辩权(听

证申请权)。你公司未向我局提出申辩和听证要求。

以上事实有我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武

环罚先〔2015〕22 号）和《送达回证》等证据为凭。

根据你公司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

度和证据，参照《河南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标准适用规则（试

行）》,确定你公司的违法行为属于一般违法行为。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

条：“排污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应当报告、通报

未报告、通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处

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我局拟对你公

司作出以下处理：

1.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2.给予贰仟元的行政处罚。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指定银行和

账号。

收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户 名：武陟县财政服务中心

账 号：322101040017573

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凭据报送我局备案。逾期不缴纳



罚款的，我局将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焦作市环境保护局或者向武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武陟县

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

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15年10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