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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809

临沂市莒南县大店镇庄家滩井村，村西
侧和南侧有多家养殖场，排放废气。距离村民
居住地过近，多次向12345反映未解决，举报人
要求全部取缔。

临沂市 大气、其他

莒南县大店镇庄家滩井村西南有2家肉鸡养殖场，韩某某养殖场和韩某某养殖场。村南有3家养殖
场（专业户），胡某某肉鸭养殖场、韩某某肉鸡养殖场和庄某某养猪专业户。5家养殖场（专业户）均有养
殖气味，胡某某肉鸭养殖场气味较重。村西南2家肉鸡养殖场距离该村300米，村南3家畜禽养殖场距离
该村100-150米，5家养殖场均在限养区内。2015年5月26日至2017年8月25日，县热线办共承办6起反映大
店镇庄家滩井村养殖污染问题的工单。县热线办收到承办工单后，均在规定时间内将工单转至大店镇
政府，大店镇政府都按照规定进行了调查处理。目前，前5起已办结，8月25日的工单大店镇政府正在办
理中。按照《莒南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莒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调整方案〉的通知》(莒
南政办发[2017]46号)规定，限养区内现有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要控制畜禽养殖规模，按照生态健康养
殖要求改造升级，建设达标粪污处理设施，对达不到整改要求的，由所在地镇街园区依法对其限期关
闭，拆除、转产或搬迁。目前，5家养殖场（专业户）正按照标准进行改造，对改造达标的不需要取缔，对
逾期未达标的依规限期关闭，拆除、转产或搬迁。

是 责令改正

1 .胡某某、庄某某已于8月28日全面清理转运现存粪
污，庄某某已清理外溢至田间小沟的粪污，消除了异味。
2 . 5家养殖场（专业户）已于8月31日按标准完善粪污处理
设施，确保粪污不外排，并定期进行清理转运。

46 1810

青岛市黄岛区武当山路贵府花园小区，1
号楼东侧有一处污水提升泵站，24小时噪声
扰民。环保局对其进行了整改，但效果不好。
质疑小区建设时环评报告是否实地落实。要
求政府加快降噪措施进度，并对小区业主进
行噪声补偿。

青岛市 噪声、其他

信访人反映的泵站为井冈山路污水提升泵站，该泵站位于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以下称市政公司）院内，于1996年建成并运行。贵府花园小区位于市政公司院西，2014年7月建成。1 .
泵站24小时运行，噪声监测达标但仍影响周围居民生活。2016年8月，区环保分局责令市政公司整改，对
泵房北侧采光窗加设隔音板、挡墙，对泵房顶部鼓风机加设隔音板房，更换为新式低噪音鼓风机，并加
设消音器等措施。2017年初由区城建局组织对该污水泵站进行整体改造，2017年8月改造完成后，区城
建局会同市政公司对除臭外排处理箱加装隔音板房、通风管道安装消音器、更换泵站双层玻璃门、围
墙边沿种植斑竹等，以达到更好的降噪效果。2017年8月，市政公司委托青岛中润监测有限公司对泵站
噪声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泵站噪声达标。8月18日现场检测，贵府花园1号楼四楼居民家中室内噪
声、低频噪音均达标。接件后，8月26日现场对泵站周边噪声进行了监测，噪声达标。2 .贵府花园建设项
目于2010年1月4日取得环评批复，项目建设按照环评要求落实了相关措施。但井冈山路泵站位于市政
公司办公区域，属于半地下泵站，地上部分设置了封闭房。3 .目前泵站经改造噪声已经达标，噪声补偿
问题没有相关法律依据。

是 责令改正

1 .由区环保分局于8月28日组织相关专家，对泵站噪
声进一步治理方案进行评审；2 .由区城建局组织对泵站
继续开展治理，于10月30日前完成治理；3 .区环保分局在
治理工作完成后，将对泵站噪声问题的环境影响进行技
术评估。组织制定切实可行的日常运行维护方案，确保
治理效果，消除对周边群众的影响。

47 1811

济南市高新区旅游路南，华皓小区二期
南邻，存在大片渣土山，破坏生态环境。多次
向有关部门反映未解决。现要求尽快清理，恢
复生态。

济南市 生态、其他

高新区旅游路南汉峪附近有华皓英伦、三盛国际公园、绿城玉兰花园、山水华府、金汇瀚玉城等楼
盘，由于开发楼盘较多，渣土堆积总计100万余方，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近期雨水较多，造
成部分密目网破损，前期接到过类似的举报，相关部门都已认真作了回复，区国土规划建设管理局已
对破损密目网进行了覆盖，同时，根据《全区渣土管理专题会议》纪要，该处渣土明确由舜华路街道办
事处负责清运，管委会已明确渣土清运计划、清运渣土时间节点。

是 责令改正

1 .目前高新区城管局已对渣土土堆覆盖完毕，并按
照要求完善了围挡建设。2 .高新区管委会舜华路街道办
事处于2017年8月31日编制了《旅游路以南渣土清运工程
具体实施方案》，确定9月15日前对该渣土堆进行现场测
量，9月15日后对该地块地上物进行清点补偿，10月10日
前根据测量结果启动招投标工作，11月20日前组织中标
单位实施清运工作，确保2018年6月30日前完成清运工
作。

48 1812

济宁市1 .任城区李营街道三尧村和二十
里铺街道扈营村，有多处窑坑内埋有生活垃
圾，污染地下水源。市环卫处，未清查全市周
边窑坑掩埋垃圾的问题，现要求对其进行清
理并做无害化处理。2 .高新区崇文大道冠亚星
城小区和同济路口，凌晨3点后经常出现刺鼻
异味。

济宁市
垃圾、大气、

其他

1 .经排查三尧村村北有挖沙后遗留的沙坑一处，沙坑附近倒有装修建筑垃圾，未发现案件中反映
的生活垃圾。扈营村村东有106 . 2亩废弃老窑坑，1996年开始，济宁市环卫处将该窑坑用于倾倒生活垃
圾、建筑垃圾，一直延续到1998年。1999年扈营村村委对窑坑进行了复垦，窑坑上面覆土厚约1米，交予
村民开荒种植。2002年，济宁永安公益事业有限公司在复垦的窑坑处建设了银河陵园项目，至今建设墓
穴10000多个，已售出8000多个。任城区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在银河陵园项目周围共采取5处地下水水
样，根据检测结果，5处水样全部符合《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T14848-1993）三类标准。2 . 8月12日按
照省住建厅下发的《紧急通知》要求，市环卫处立即向全市各县（市、区）环卫部门转发了通知，要求立
即按通知要求摸清本辖区内简易堆场情况。经核实，除信访举报的两处窑坑外，尚有三处生活垃圾简
易堆放场：①济宁市生活垃圾简易存放点（位于任城区李营街道济宁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厂外东
侧、南侧。为2008年7月济宁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建设运行前利用北尧村窑坑堆积生活垃圾形成。经
勘测现垃圾存量为49 . 73万立方，有简易防渗处理。）②汶上县生活垃圾简易存放点（位于次丘镇高庄
村，现存量垃圾2 . 8万吨，底部铺设有防渗层，渗滤液未收集。县环保部门对地下水进行了检测，各项指
标未超标。）③嘉祥县生活垃圾简易存放点（位于嘉祥县生活垃圾转运站西侧，占地10亩，做有2层防渗
膜。目前存有生活垃圾约9000吨，垃圾渗滤液进行了集中收集，积存渗滤液1425吨，运至济宁鲁抗环保
有限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理。）3 .冠亚星城东南方向、同济路南有4家正常生产的企业确实有异味产生，分
别为山东胜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山东鲁抗中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艾美科健（中国）生物医药有限公
司、明治医药（山东）有限公司。这4个涉味企业治污设施都正常运转，废气的治理升级改造已全部完
成，目前废气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均委托第三方定期检测，并且特征污染物排放情况对外公开。
高新区环保分局委托检测公司在信访反映地点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未见超标。高新区环保分局执法
人员从8月27日凌晨1：00开始，又分别检查冠亚星城周边至同济路口以及附近企业周边的异味情况，通
过走访、询问、现场闻等方式，至凌晨5：00检查时仍未闻到异味；询问冠亚星城门口保安和过往的士司
机，均说近期无明显异味。因上述四个涉味企业废气治理升级改造已经全部完成，近期异味情况已经
明显减少。

是 责令改正

1 .三尧村窑坑内填埋的是建筑垃圾，未发现生活垃
圾，任城区李营街道办事处迅速调动挖掘机一台、垃圾
清运车4辆，对现场进行了清理，于2017年8月27日下午5
点将现场垃圾清理完毕，为防止扬尘污染，对现场裸露
土地进行了防尘网全覆盖，在通往该处的路北口安装了
离地面70公分高的路障横杆。同时，李营街道及三尧村
两委派专人加强巡查。为防控20年前所埋垃圾造成地下
水污染，任城区将加大对地下水的检测，每年检测2次，
上下半年各检测1次，及时掌握地下水质状况，使地下水
质处在可控状态。2 .任城区、嘉祥县、汶上县已经分别制
定整改方案，对垃圾临时存放点进行处理。①济宁中科
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厂外东侧、南侧简易堆放点治理情
况：市环卫处制定了治理方案，并于2015年开始实施了
对厂内外积存垃圾的复挖焚烧和生态修复工程，计划
2021年底前治理完毕。②汶上县简易堆放点治理情况：
汶上县制定了简易堆放点整治方案。目前，正在积极联
系宁阳、郓城垃圾焚烧厂协调接收复挖生活垃圾事宜。
③嘉祥县简易堆放点治理情况：嘉祥县制定了简易堆场
整治方案，计划2017年10月开始全面治理，2018年9月底
前治理完毕。已治理渗滤液425吨，目前正在对地下水进
行检测。3 .为加强企业日常监管，有效监控企业废气排
放情况，高新区五个街道办事处均组成以办事处负责
人、人大代表、环保办工作人员、群众代表、网格员等组
成的巡查监管小组，每日对辖区内环境情况进行巡查，
并做好巡查日志。高新区将对辖区内所有企业特别是以
上4家企业强化管理，监督企业依法生产，要求企业不断
完善废气收集处理设施，进一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49 1814

济南市历下区龙洞街道办事处海尔绿城
一期百合园，此为商住一体楼，开发商售楼时
明确不得建设餐饮。现20号楼一层有一家朵
朵餐馆，无专用烟道，油烟扰民。举报人要求
取缔，并担心督察组走后继续营业。

济南市 油烟
1 .该店全称为山东朵儿餐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济南历下第一分公司，所在建筑属无专用烟道商住

楼，不允许从事餐饮经营活动。2 . 2017年8月10日，历下区龙洞街道办事处对该餐馆送达《济南市历下区
人民政府关于依法关闭违法餐饮项目的通告》，该店于8月16日自行停业。

是 其他

历下区政府责成龙洞街道办事处和相关责任部门
加强日常巡查，杜绝该处房屋重新从事违规餐饮经营活
动。该餐馆负责人表示今后该店面将变更行业，不再进
行餐饮经营，由于店内设备多，短时间内不易搬走，店主
递交了承诺书，承诺9月30日之前迁出设备。

50 1815

济南市历下区千佛山路，路西有一排饭
店（如阳光家常菜馆、鱼翅皇宫等），离皇冠山
庄宿舍很近，噪声大，油烟污染严重。向当地
12345反映未解决。

济南市
噪声、油烟、

其他

1 .皇冠山庄共7栋居民楼。千佛山路路西共有5家餐饮店，由南向北分别为佛山苑素斋、徽州印象
（历下区徽韵主题餐厅）、阳光家常菜（济南金色阳光家常餐饮有限公司）、随心园酒店（原鱼翅皇宫酒
店）、鑫帝酒店，房屋均属商业用房。佛山院素斋、徽州印象、阳光家常菜、济南历下随心园酒楼距离居
民楼较近，济南鑫帝海鲜酒店距离居民楼较远。2 .区环保监测人员8月26日对该区域饭店油烟、噪音检
查并检测，结果为：（1）佛山院素斋、历下区徽韵主题餐厅、阳光家常菜3家单位证照齐全，均安装油烟
净化设备，油烟、噪音排放均超标；（2）随心园酒店证照齐全，但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噪音排放超标；

（3）鑫帝酒店，证照齐全，未营业。因拖欠电费、房租且合同到期拒不交房，千佛山街道办事处已于8月1
日对该酒店停水停电，现未营业。3 .经查询热线投诉记录，2017年1月以来，共接到相关投诉6件，其中：1
件关于油烟扰民由区城管执法局承办，1件关于油烟机轴承损坏噪声及4件发电机噪声的投诉由区环
保局承办，在办理中，区城管执法局、区环保局采取了责令限期改正、责令更换设备配件、协调恢复供
电等措施，督促完成整改后，向来电人回复。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问责

1 . 8月26日，历下区城管执法局对随心园酒店未安装
油烟净化设施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立
案调查（济城执历下立处字[2017]第660号），8月27日下达

《听证告知书》（济城执历下听告字[2017]第466号），拟罚
款4万元。目前，该酒店已整改完毕。佛山院素斋、历下区
徽韵主题餐厅、阳光家常菜3家单位出具油烟检测报告
较晚（8月31日晚），区执法局对油烟超标单位进行立案
调查（济城执历下立处字[2017]第693、694、695号），拟作出
处罚。2 . 8月26日，历下区环保局对济南历下重阳宾馆、阳
光家常菜、历下区徽韵主题餐厅、济南历下随心园酒楼
从事餐饮经营厨房排烟设施噪声超标排放行为，下达

《行政处罚告知书》（编号分别为：济历下环告字[2017]第
68、69、70、71号），拟分别处罚3万元。目前，上述4家酒店
噪声超标问题已整改完毕。3 . 8月27日，鑫帝酒店使用柴
油发电机供电，历下区环保执法人员到达现场，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并协调千佛山街道办事处恢复了供电。

通报批评2人

51 1816

济南市天桥区纵一路两旁，违章建设的
门头房，将烂桌子、垃圾等堆放在马路上，停
车收费亭位于马路中央未清理。梵尔赛公馆
小区西南侧幼儿园建筑工地，夜间施工噪声
扰民。

济南市 噪声、垃圾

1．纵一路西侧门头房为绿地梵尔赛建筑工地简易工棚，其中5间由工地管理方违规出租。该处存
在堆放杂物、废旧家具和垃圾现象，影响周边环境，违反市容市貌管理条例。该路南北路口各有一废弃
停车收费亭。2 .梵尔赛公馆小区西南侧幼儿园建筑工地，未获得夜间施工许可。8月25日，天桥区城管执
法局针对其违法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济天城执处告字[2017]第13056号）。

是
责令改正、

其他

1 . 8月26日，天桥区城管执法局联合相关部门和泺口
街道办事处，对违规出租的工棚进行了关闭，设置了围
挡，责令工地管理方恢复原用途；对路面杂物、废旧家
具、垃圾进行了清理；对两处废弃停车收费亭当场进行
了拆除。2 .天桥区城管执法局将加大对该工地的巡查频
次，杜绝在未获得许可的情况下夜间施工。同时，督促施
工方抓紧办理夜间施工许可，做到规范施工，避免噪声
扰民。

52 1818
济南市槐荫区兴济河，恒生望山小区东

侧段的泄洪口，每天晚上都有污水的味道，雨
天更严重，要求查处。

济南市 水

恒生望山小区东侧的兴济河东西两岸各有一处雨水口。在降雨期间，雨水汇集至此口排入河道，
无雨时，该口无任何水流。沿兴济河两岸分别铺设有收集两岸污水的污水管线，是通往光大水质净化
二厂的主干管。投诉所反映的问题实际为：因光大水质净化二厂污水处理能力有限，在用水高峰期（一
般为12时至23时）运行水位过高，造成污水溢流入兴济河。

是 其他

根据《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济南市小清
河流域污染治理攻坚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投资约4 . 0
亿元扩建济南市水质净化二厂，由现状日处理规模20万
吨提高到30万吨，目前已完成项目可行性研究，正进行
征地拆迁工作，预计2018年6月建设完成，届时污水冒溢
问题将得到根治。

53 1819

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济南市质监局宿
舍，楼下质监局楼东面的中央空调噪音大，且
属违章建筑。质监局变电站距离小区很近，担
心有电磁辐射。质监局食堂油烟扰民。

济南市
噪声、油烟、

其他

1 . 2017年8月21日，该单位四楼平台的12台中央空调室外机组和单位食堂已关停整改。2 . 2004年12
月，市规划局为济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办理了位于英雄山路238号的计量、质量测试中心项目的《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不属于违章建筑。3 .该单位高压电力成套设备其变电站额定电压为10KV,距离居民
楼约3米，为居民楼所用。依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第5条豁免范围：“从电磁环境保护管
理角度，下列产生电场、磁场、电磁场的设施（设备）可免于管理：100KV以下电压等级的交流输变电设
施。”，该10KV高压电力成套设备属于豁免范围。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市中区政府责成六里山街道办事处、区城管执法
局、区环保局进行处理：1 .六里山街道办事处、区环保局
督促该单位组织对空调室外机组进行技术升级改造，济
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反馈：通过政府采购立项，将对该
空调外机组安装声屏障，完成前空调机组暂停使用。
2 . 2017年8月21日，区城管执法局针对该单位食堂未按照
规定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限期整
改通知书》。2017年8月28日向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济城（市中）处字[2017]第020679号，罚款5万元。

54 1821

反映烟台市莱山区观海路73号鹿鸣小区
北区南侧修路的问题：1 .公众参与调查表格存
在造假问题；2 .市里一意孤行，要求继续修路；
3 .公安部门打击报复拉横幅的市民；4 .道路施
工噪声大。

烟台市 噪声、其他

1 .“烟台市莱山区观海路73号鹿鸣小区北区南侧修路”，是指市政府规划中的塔山北路，为城市主
干道，东起莱山区观海路，经芝罘区至福山区。2 .按照工程建设程序，芝罘、莱山、福山三区政府正对道
路两侧评价范围内公众进行实名制问卷调查，包括姓名、家庭住址、联系方式及本人意愿等信息，并由
被调查人签字确认。目前，调查正在进行中，尚未出具结果。3 .塔山北路是贯通莱山、芝罘、福山三区的
城市主干道，对有效缓解市区东西方向交通拥堵状况，推动莱山、芝罘、福山三区经济结构优化、创新
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6年12月20日，第26次市长办公会对包括塔山北路在内的《2017年度市区城
建重点项目安排意见》进行了研究，并经市政府第63次常务会议研究原则同意。2016年12月28日至29日，
烟台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听取、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16年城市规划和城建重点项目
实施情况暨2017年安排意见的报告》。目前，工程指挥部正在委托专业机构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报
告将会对生态、声、空气等环境影响进行评价，评价完成后将报送有关部门审查。同时，按工程建设程
序正在进行公众参与问卷调查，如环评审查及问卷调查结果通过，将严格按照建设程序组织实施。4 .目
前该项目尚未开工建设。如项目可以实施，将严格按照《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
2011）标准，制定消声、减噪、限速、优化施工时间等防治措施，避免影响居民生活。5 .有三名市民在小区
门口拉横幅，但公安民警未与其发生任何接触，不存在报复行为。

是 其他

1 .芝罘、莱山、福山三区正在进行公众参与问卷调
查中，目前尚未出具结果。2 .项目尚未开工建设，目前，
工程指挥部正在委托专业机构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报告将会对生态、声、空气等环境影响进行评价，评价完
成后将报送有关部门审查。如环评审查及问卷调查结果
通过，将严格按照建设程序组织实施。3 .根据初步规划
设计方案，采取隔音降噪措施，将噪音控制在国家规定
标准之内。

55 1822

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段家埠社区，
举报人举报村民段某考勾结两任村书记（段
某泰、段某津），在崂山风景区内破坏环境，侵
占村民承包地和集体山林，严重破坏环境。1 .
段某考在段某泰的指示下，开山炸石毁林，违
法种植养殖，饲养大型犬，并且屠宰狗、鸡、
鸭、鹅等，屠宰垃圾就地乱扔；建设100多平米
违章建筑，硬化1000多平米山地。2 .段某泰、段
某津、段某考用铁丝网圈占、并非法出售平顶
山北坡、南坡退耕还林的山地，建设1万多平
米违法建筑，非法建设公墓（近万墓穴）。3 .段
某泰、段某津大肆破坏耕地，挖沙外卖后，用
垃圾回填，牟取暴利。村南、村西有600多亩土
地填充垃圾后，上覆良土遮盖，严重污染地下
水。4 .村南、村西地面上几十亩地堆放垃圾。

青岛市
生态、垃圾、

其他

1 .该地点位于在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办事处段家埠社区，位于青岛崂山风景名胜区三级保护区内。
2004年段家埠社区居民段某某承包了该山峦15亩土地，建管护房2处，约100平方米，用于看护承包地，
种植茶叶等农作物并饲养了3条狗（属大型犬），4只鹅，110只鸡，现场检查没发现屠宰垃圾，周边未发现
其他畜禽养殖。经调查核实，居民段某某与社区签订的《荒地种植承包合同》期限为2004年—2009年，承
包期已满，也未续签，因此侵占村民承包地和集体山林属实。100平方米看护房属违章建筑。硬化1000多
平方米山地主要为防火通道及周边区域。已经按照要求进行了登记，计划近期组织清理。2 .平顶山北坡
属于段家埠社区和沙子口社区共用的老墓地，其中段家埠区域共占地约2400平方米。经实地测量，自
2015年以来新增套墙圈地约600平方米，段某某正在施工建设，准备建公墓。3 .经实地查看，段家埠社区
村西垃圾点实为沙子口集市东侧居民偷倒建筑垃圾点，与该村无关。

是
关停取缔、

问责

1 .对饲养的犬、鸡、鹅已于8月28日全面清理。2 .对圈
占的院墙进行拆除，责令停止修建墓地，对破坏山地进
行植树绿化，恢复地貌。3 . 9月25日前完成违法建筑拆除
工作。4 .街道办组织社区和环卫部门对垃圾进行清运，
责令社区加强监管，防止乱倒垃圾情况发生。

党内警告1人，
诫勉谈话1人。

56 1824

烟台蓬莱市1小门家乡炉上村西边的大
型养猪场，以前将污水直排村里，现在在院里
挖坑，将污水存在坑里。2 .刘家沟镇宋家店村
北边建了一个大型垃圾填埋厂，污水未处理，
雨天流到河里污染河水，导致下游的水没法
饮用。

烟台市 水、土壤

1 .该养猪场位于限养区。场内原有1个60立方米水泥废水沉淀池，废水经沉淀发酵后，作为肥料用
于自家果园。今年8月17日，该养殖场按照蓬莱市畜牧局的要求，目前正在院内新建1个200立方米封闭
式三级水泥废水沉淀池，处于挖土方阶段，未发现有贮存污水的痕迹。炉上村地势东高西低，养殖场位
于西侧低处，污水无法直排村里。2 .刘家沟镇无宋家店村，蓬莱市唯一的垃圾填埋场位于北沟镇宋家店
村北，即蓬莱市固体废弃物处理中心。经现场核查，因8月23日20时至8月24日4时该地区降雨量大（63毫
米），库区内水位在短期内迅速上升，超出了库区北端坝体最低处，导致24日下午渗滤液部分外溢，与
雨水混合流入河道。8月26日蓬莱市环境监测站对下游河道采样检测，水质达到相应功能区标准。蓬莱
市卫计局8月27日在蓬莱市固体废弃物处理中心下游的徐家集村采取地下水水样，经检测符合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

是 立案处罚

1 . 8月24日发现渗滤液外溢后，蓬莱市固体废弃物处
理中心立即将约1吨雨污废水堵截抽回应急池，并积极采
取措施消除了污染；8月25日蓬莱市住建局安排蓬莱市固
体废弃物处理中心将库内部分渗滤液运至蓬莱市碧海污
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理，减少库区内渗滤液，避免再次外溢。
2 . 8月25日蓬莱市环境保护局对蓬莱市固体废弃物处理中
心渗滤液外溢问题立案处罚，罚款1 . 060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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