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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889
泰安市岱岳区山口镇新合作超市南

100米的臭水沟，臭气熏天。向镇政府反映
未解决。

泰安市
水、大气、

其他

1 .经现场调查，在新合作超市南侧100米处未发现有臭水沟，在其东侧150米处有一露天污水沟，该段
排水沟位于山口南村，南北走向，属于山口镇污水管网的一部分，周围居民的生活污水经由此管网进入
山口南村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放。2 .该段污水沟长约80米，因年久失修，上层盖板破损，加上周围居民
直接往沟内排放生活污水，造成周边气味较重，影响了排水沟两侧群众的日常生活。3 .针对向镇政府反
映未解决的问题。9月2日，山口镇政府接到岱岳区民生受理中心交办件后，立即安排山口南村调查处
理。9月3日接到中央环保督办单后，山口镇政府会同山口南村，立即组织施工队伍对该污水沟进行维
修，合并处理此事。此前未接到过关于该问题的投诉。

是 其他

1 .针对排水管道破裂的问题。山口镇政府立
即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治理措施，制订整改方案。
2 .迅速组织施工队伍，对该排水沟进行修缮，重新
铺设排污管道，同时疏通排污管网，确保居民生
活污水顺利排入南村污水处理站。9月8日，施工
队伍已完成对该污水管道的维修、疏通，重新铺
设了直径1米、总长度约80米的专用污水管道。3 .
山口镇组成巡查小组，对污水管网进行全面排
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44 2890
济南市槐荫区张庄路龙腾国际花园6

号楼、11号楼、12号楼，楼下建筑垃圾和生
活垃圾堆积。

济南市 垃圾
龙腾国际花园6号楼与11号楼下堆积的生活垃圾，是居民捡拾的废品。12号楼下正在从事热力管道

施工，建筑垃圾实为开挖的回填土。
是 责令改正

槐荫区政府责成匡山街道办事处、区城管执
法局、区住房保障管理局进行处理。1 .责令后屯村
委会及龙泉物业公司对后屯村居民捡拾的酒瓶、
泡沫塑料等杂物进行彻底清理，要求热力管道施
工人员将裸露回填土覆盖，管道施工结束后立即
回填。2 .匡山街道办事处会同区有关部门，继续做
好协调工作，督促物业公司及时清理建筑垃圾及
生活垃圾，为居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45 2891

济宁市金乡县胡集镇姬楼村村西南，
危险废物堆放在土地上（20多亩），危废上
覆盖土壤，气味刺鼻，雨天污水横流。向县
政府反映未处理。

济宁市
固废、大气、
水、其他

1 .经现场调查，信访反映的“危险废物”为凯赛（金乡）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不
是危险废物，属一般固体废物,可用作生物肥加工的原料。污泥堆放于胡集镇姬楼村西南2 . 5公里处一空
地内（实为胡集镇武装营村土地），四周为农田，经测量污泥占地面积约2800平方米（长约70米、宽约40
米），污泥厚度为20厘米至100厘米不等；污泥已晒干呈龟裂状，三分之二的污泥表面长满了杂草；污泥露
天存放，存放场地周边建有断续遮挡墙，污泥本身无明显异味。2 .经核实，在污泥的处置上，凯赛（金乡）
生物材料有限公司与山东农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由山东农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清运及处理，山东农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又委托金乡县金安物业有限公司清运污泥。由于污泥含水量
较高，金乡县金安物业有限公司租赁胡集镇武装营村约4亩农用土地用作暂存场，擅自将污泥放置在该
暂存场进行晾晒，经晾晒后的污泥再转运到山东农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生物肥加工生产。3 .经过调
阅金乡县书记县长信箱、县长热线、金乡县信访局、金乡县环保局信访科等各级信访记录，未发现有对
该问题的信访件。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约谈

1 . 2017年9月4日，金乡县环保局对金乡县金
安物业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进行立案查处，罚款
2万元，并责令立即清理污泥并恢复土地原状。2 .
目前在该场地晾晒的污泥及污染土壤已经全部
被清运至山东农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处理，场地
周边围墙已被拆除，土地已恢复原状。3 .金乡县对
胡集镇副镇长、胡集镇环保所长、金乡县金安物
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了约谈。

46 2892
临沂市沂南县界湖街道柳行村，多家

养殖场，臭气熏天，雨天污水横流。
临沂市 大气、水

1 .沂南县界湖街道柳行村共有养殖场户64户，其中，养鸭5户，已全部停养；养猪场户59户，停养11户。
目前，在养的养猪场户48户，其中，禁养区34户，限养区11户，适养区3户。存栏母猪192头、肥猪941头、仔猪
753头。有4户雨污分流、沉淀池、晾粪场等粪污处理设施齐全；44户不齐全，部分养殖户猪粪露天存放，散
发臭味，个别养殖户存在污水外排现象。2 .禁养区养殖。禁养区34户，其中：（1）养殖专业户27户（在家庭
院落外养殖），共存栏母猪110头、肥猪504头、仔猪412头。其中，4户雨污分流、沉淀池、晾粪场等污染治理
设施齐全，23户污染治理设施不齐全。（2）庭院养殖7户（在家庭院落养殖2头以下母猪），共存栏母猪10
头、肥猪22头、仔猪8头。其中，2户建有沉淀池，5户未建设污染防治设施。3 .限养区养殖。限养区11户，共存
栏母猪57头、肥猪181头、仔猪248头。其中，2户建有沉淀池、晾粪场，未建雨污分流；2户建有雨污分流、沉
淀池，未建晾粪场；5户建有沉淀池，未建雨污分流和晾粪场；1户建有沼气池，未建雨污分流和晾粪场；1
户无污染防治设施。4 .适养区养殖。适养区3户，共存栏母猪25头、肥猪240头、仔猪85头。其中，1户建有沼
气池、沉淀池、晾粪场，未建雨污分流；2户建有沉淀池，未建雨污分流和晾粪场。

是
责令改正、
关停取缔

1．对养猪场区外粪污已清理干净。2．禁养区
27户养殖专业户已于9月9日全部停养。3．对适养
区3户、限养区11户和禁养区7户庭院养殖户，实施
粪污处理设施改造提升，建设完善雨污分流、晾
粪场、沉淀池或沼气池等污染治理设施，实现雨
污分流、粪污不外排，9月20日前完成。4．责成界湖
街道、县畜牧局组成专门工作组，深入养殖村户
做好细致思想工作，加强督促落实，确保按期完
成整改任务。

47 2894
潍坊市奎文区永兴街缇香美地小区，

紧靠济青高速，噪声、尾气污染严重。要求
加装隔音屏障，解决尾气污染问题。

潍坊市 噪声、大气
济青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该路段在设计中已充分考虑对两侧环境影响，设计了声屏障。现正在进

行改扩建施工，根据施工计划，该路段声屏障将在2019年底建成通车前实施到位。
是 其他

积极协调业主单位严格按设计组织实施，确
保在工程建成通车前将该路段声屏障设施实施
到位。

48 2895
济南市章丘区化工工业园，距离居民

区近，排放刺鼻气味，污染地下水。
济南市 大气、水

此件为重复件，与中央环保督察第8批818-17号、第21批2667号转办件为同一案件。1 .刁镇化工产业
园规划面积15 . 9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5平方公里，主要以生物质新材料、含氟新材料为主。现园区内有
企业25家，按照卫生防护距离要求需要搬迁的水南村，距离化工园区121米。2 .园内企业配套建设了废气
处理设施，环保手续齐全。但由于企业数量较多，废气在有限区域内集中排放，造成空气异味有时较为
明显。2017年8月21日对园区环境空气质量的监测结果表明异味污染问题属实。3 .园区内各企业均配套建
设了工业废水处理站，废水全部收集处理达标后排入章齐排水沟。通过调取在线监控数据，水质达到Ⅴ
类水质标准要求。2017年6月，园区投资300万元实施了章齐沟水质净化工程，7月份建成通水。园区设立
了2眼背景对照井和4眼观测井，定期由环保部门取样监测。2017年共取样监测4次，水质总体达标，其中
总硬度、硫酸盐、锰超标，分析原因与章丘地质环境有关；背景值对照井中检测项目亚硝酸盐超标，分析
原因为农业种植面源污染影响。

是
责令改正、

问责

1 .章丘区政府拟对水南村实施搬迁，2017年
下半年完成村庄安置规划，2018年启动搬迁，2020
年底完成，搬迁方案正在制订中。2 .强化废气治
理。实施恶臭集中治理，根据山东大学环境学院
编制的《园区恶臭污染源调查和控制方案报告》，
制订了三期治理方案，对涉及恶臭污染的17家企
业116个无组织排放问题，分别于2017年年底、2018
年3月底和2018年6月底完成全面整治。扎实开展
有机废气泄露检测与修复。圣泉集团已于2017年6
月份完成了第一轮检测与泄漏的修复，其他企业
2017年底前完成检测修复。完成燃煤锅炉超低排
放治理。日月化工、圣泉集团的7台锅炉已经完成
改造，明水化工4台锅炉计划2017年9月底完成。3 .
加大废水治理。刁镇政府负责聘请第三方机构对
园区地下水水质进行调查、检测，确定地下水是
否遭到污染。根据调查结果确定需要采取的措
施，同时对园区内各类基础设施进行全面提升，
完善污水收集处理和中水回用系统。2018年6月底
前建设中水回用管道，更换维修一批老化管网设
施，2018年底前建设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确保
有效满足化工园区工业废水处理。

问责情况同受
理编号818-17号案
件

49 2897
德州市德城区天衢东路小学北，天衢

东路小区，绿化带内乱栽乱种、乱搭乱建。
德州市 其他

天衢东路小区位于广川街道学府社区，建于1993年，共有居民305户，属于“三无”（无物管、无主管部
门、无人防物防）小区。1 .乱栽乱种问题。经现场查看，小区部分居民在楼前公共区域栽种树木、蔬菜等，
影响小区环境及居民生活。该问题属实。2 .乱搭乱建问题。存在占用公共区域搭建简易棚用于存放杂物
的问题。该问题属实。

是
责令改正、

约谈

广川街道办事处与相关住户进行了沟通，居
民已认识到自身行为造成的不良影响，并于9月7
日将栽种的树木、蔬菜及搭建的临时建筑全部清
理完毕。对1名责任人进行了约谈。

50 2898
济南市平阴县榆山路茂昌银座1楼

“杨某某麻辣烫”，无专用烟道，油烟扰民，
使用煤气罐存在安全隐患。

济南市 油烟、其他

1 .该件反映的问题与第22批第2779号转办件中“杨某某麻辣烫”油烟污染、安全隐患问题相同。2 . 9月
4日，平阴县城管执法局、食药监、住建委（规划）、市场监管、环保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现场检查发现，该
店有1个煤气罐，使用状态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针对“杨某某麻辣烫无专用烟道，存在油烟异味问
题”，联合执法组对其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该餐饮店在2日内处理店内食材，于9月6日自行关
闭。

是 关停取缔

1 . 9月7日，平阴县联合执法组对杨某某麻辣
烫依法采取断电措施，落实了取缔要求。2 .由茂昌
银座物业公司引导其到有专用烟道区域从事餐
饮行业，平阴县相关部门为其提供后续经营手续
办理等相关服务。

51 2899
日照市莒县孙家村村委大院西的涂

料厂，粉尘污染严重，污水直排入河沟，污
染地下水。

日照市 大气、水

群众反映的涂料厂实为莒县全祺涂料厂，该厂位于莒县振兴西路，占地约1 . 5亩，车间占地面积约
240平方米，无环评手续。经调查，2012年王某某租赁孙家村村民于某某的闲置院落，加工腻子粉、免胶石
膏粉和建筑胶水，该厂现有4台粉体搅拌机、2台建筑胶水搅拌罐、1台腻子膏搅拌罐、1台燃气蒸汽发生
器。该厂主要以石膏和胶粉为原料，搅拌均匀生产免胶石膏粉；以滑石粉和胶粉为原料，搅拌均匀生产
腻子粉；以胶水、聚乙烯醇、蒸汽为原料，搅拌均匀生产建筑胶水，生产过程中无废水产生；其生活废水
经排入城市污水管网，进入莒县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放。不存在污水直排河沟问题。因该公司
距离孙家村住户太近，不符合城市规划，城阳街道于8月14日联合公安、供电等部门对其断电停产，并封
存生产用电配电箱。9月3日现场检查时，该涂料厂已停产，生产用电已切断，三相交流防雷配电箱上贴
有城阳街道办事处的封条，封条完好。该厂车间内地面布满白色粉末，未安装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因车
间已用钢结构大棚封闭，车间外无粉尘。经了解，该公司在前期生产中存在粉尘污染情况。

是 关停取缔
责令该涂料厂加大拆除、清理力度，于9月10

日前拆除生产设备、清理原料和产品。目前，该厂
生产设备已全部拆除，达到“两断三清”标准。

52 2900
济南市槐荫区海亮艺术华府东区进

车口，距离5号楼很近，噪音扰民。
济南市 噪声

海亮艺术华府东区进车口距离小区5号楼约8米，因地下车库口地面做了防滑处理，导致进出入车
库胎噪大。该小区建设项目已履行济南市规划局项目规划建设审批程序和要求，不存在违规建设或项
目不达标的问题，规划对地下车库出入口的设置没有强制性规定。

是 责令改正

1 .槐荫区政府责成张庄路街道办事处与物业
公司进行协调，物业公司明确表示向山东海亮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调整改事宜，并制订了整改
方案：一是在车库出入口加装隔音设施，二是在
车库出入口加装禁鸣及限速标识，三是加强保安
对出入口车辆进出管理，计划于2017年9月26日前
整改完毕。2 .张庄路街道办事处联合相关部门进
一步跟进督导，切实将整改方案落到实处，解决
群众反映的问题。

53 2901
举报人反映8月16日投诉（受理编号

764）的问题，至今未看到处理结果。
泰安市 其他

投诉反映的第7批764号交办件已按照要求于8月27日将办理结果公示，可在山东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shandong.gov.cn/art/2017/8/27/art_9183_214044 .html）或泰安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

www.taian.gov.cn/ztzj/hbdc/bdbg/201708/t20170827_718908 .html）进行查询。
否

54 2902
烟台栖霞市大庄头镇桃林夼村村东，

王某某养猪场，臭气熏天，污水横流。
烟台市 大气、水

1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养猪场为栖霞市王某某生猪养殖场，位于桃村镇桃林夼村村东头，建于2008
年，紧邻村庄。2 . 9月3日，栖霞市环保局到现场进行调查核实，栖霞市王宝林生猪养殖场共有两排猪舍，
现有母猪3头，存栏生猪44头，未达到规模化养殖标准，不在禁养区范围内；养猪场污水排放到猪舍下面
的沉淀池，经过沉淀后排至场外西侧的坑内，坑内未采取防渗漏措施，粪便每天清理，运送到自家果园
用于施肥。现场检查时，猪场有刺鼻的猪粪臭味，猪舍西侧有污水外排的现象。信访人反映情况属实。

是 关停取缔

9月4日，栖霞市环保局、市畜牧兽医局、桃村
镇政府联合执法对该养殖户下达了关停通知，责
令其立即关停养殖场，并于2017年9月11日前处理
完毕。目前，该养殖场正在抓紧处理存栏生猪，清
理畜禽粪便。

55 2903
济南市平阴县文化街盛世兰亭小区

对面，西城烧烤，油烟扰民。
济南市 油烟

1 .西城烧烤位于平阴县文化街西段路南侧文佳苑小区临街商住楼1层，有油烟净化设施并正常使
用，无专用烟道，营业时会产生少量油烟。2 . 8月18日，平阴县城管执法局、食药监局、规划局、锦水街道办
事处等部门对该店送达了《平阴县人民政府关于关闭违法餐饮项目的通告》，要求该店自行关停，此后
该店进入自行停业状态。3 . 9月3日接转办件后，相关部门现场核实确认该店仍处于停业状态。

是 关停取缔

9月6日，平阴县食药监局、城管执法局、锦水
街道办事处联合执法巡查发现该店开门，立即要
求其两日内清理库存，并于9月8日落实关停要
求。目前，该店库存食材已清理完毕，计划转型从
事其他行业，烧烤店已彻底关停。

56 2907

烟台栖霞市桃村镇，石材企业很多，
目前镇上只关停了几家，其余不合格的企
业夜间仍在偷偷生产，政府没有做出相应
的处理。

烟台市 其他

1 .经调查，桃村镇共有采石场4家，采石点40个，石材加工企业63家。加工企业主要分布在204国道两
侧，生产建筑用石料、板材等。2 .桃村镇露天矿山采矿许可证到期后，为维护矿产资源开发秩序，栖霞市
人民政府印发了《栖霞市严厉打击违法开采花岗岩专项整治实施方案》。为落实专项整治要求，2017年4
月28日，栖霞市组织召开了石材开发利用综合整治工作现场会；4月29日开展了关闭矿山专项整治行动，
通过采取拆除供电设施等措施，依法关停了所有石材开采点；为进一步规范石材加工企业，5月6日，栖
霞市对石材加工企业下达了《停产整顿通知书》，并提出具体整改要求，同时，对所有石材加工企业实施
停产整治。3 .前期下达停产通知后，桃村镇政府随即开展了不间断昼夜巡查，先后发现23家企业私自接
电恢复生产，对此，桃村镇政府已会同供电部门将企业的动力电切断，使其无法生产。同时，成立市镇两
级专项督导组对桃村镇石材加工企业进行现场检查督导，确保落实整改要求。

是 停产整治

栖霞市镇两级专项督导组将继续加大巡查
力度，防止未完成整改的企业私自接电恢复生
产。同时，严格按照石材整治方案要求监督企业
进行整改，对完成整改的石材加工企业组织相关
部门进行验收，经验收达标的企业可以开工生
产，验收不达标的企业坚决不允许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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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安丘市金冢子镇双柳树村酱菜
厂（实际是肉制品加工企业）厂主反映，该
厂前期被举报，目前已停产。厂主反映前
期被举报内容不实。

潍坊市 其他

该信访件与编号831-144反映金冢子镇养殖及企业问题基本一致（以下简称原信访件），其中涉及信
访人的问题为“双柳树村酱菜厂将生产污水直排厂后池塘，污染地下水”。接原信访件后，安丘市立即组
织开展调查，经查，双柳树村酱菜厂已于多年前停产，该厂东侧腌制池已填平，现场无生产痕迹。信访人
反映的双柳树村酱菜厂原址新建一食品公司，为安丘市文惠食品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处于停
产状态，原信访人反映的“双柳树村酱菜厂将生产污水直排厂后池塘，污染地下水”问题不属实。该公司
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依法对其立案查处。

是 责令改正
依法对该公司立案查处，未经环保部门批准

不得擅自恢复生产。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山东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及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二十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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