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3日

星期三

总编室传真:(0531)86424205 Email:dbzbs@dzwww.com

要闻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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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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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0

烟台莱州市朱桥镇邓家村华证公司
院内，海韵机械有限公司，距离幼儿园太
近，烟尘污染严重。反映多次未处理。现因
环保督察暂停生产。

96

2961

临沂市郯城县马头镇二郎庙村，江某
某刀具加工作坊，磨刀废水直排作坊南侧
池塘，污染水源，导致无法养鱼。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行政区域

烟台市

临沂市

2962

临沂市罗庄区罗庄办事处罗庄村东
南方向，山东华盛江泉有限公司，往矸塘
内倾倒大量化工废料、生活垃圾，污染地
下水，且有刺鼻气味，污染环境。举报过无
人处理。

2963

烟台市福山区张格庄镇冯家村附近，
冀东水泥厂，运输矿渣的车辆未经覆盖，
烟台市
导致经过路段扬尘污染严重。举报多次未
处理。

2965

前期反映“临沂市河东区相公街道多
家砂石厂扬尘严重，货车运输过程产生扬
尘污染”的问题（受理编号1366），举报人
对处理结果不满意，称调查结果中“设备
已拆除、工厂被断电”与实际情况不符，多
家砂石厂在督察期间仍在销售。

临沂市

临沂市

污染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大气

是

水

反映的作坊属“散乱污”企业，打磨工序废水沉淀后循环使用，未发现外排痕迹。经取样监测，监测结
果达到《山东省南水北调沿线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重点控制区标准。该作坊南侧池塘为该村低洼处，
由雨水汇集形成，无村民在此养鱼。取样监测结果符合《地表水质量标准》Ⅳ水质标准。

是

关停取缔

郯城县马头镇政府于9月4日已落实“两断三
清”措施。

责令改正

1 .责令罗庄街道加快清理力度，于9月20日前
对矸塘内所有生活垃圾进行彻底清理，运往生活
垃圾处理厂集中处理；对矸塘进行填埋，并覆土
2 .责令罗庄街道在矸塘周边区域增设固定
绿化。
垃圾箱，方便群众投放生活垃圾。

1 .山东华盛江泉有限公司原为沈泉庄社区村办集体企业，下属6家生产性企业，包括钢铁、焦化、热
电、肉制品、大豆油脂、建陶行业。其中，涉及化工类仅有临沂烨华焦化有限公司，产生的煤尘、焦尘、焦油
渣、洗油残渣、污泥配入炼焦煤综合利用，不产生其他化工废料。举报人反映的矸塘，位于罗庄区罗庄街
20年前，罗庄村（现罗庄社区）将该处矸塘包给沈泉庄社区，用于建筑垃圾回填。现场发现，矸
道罗庄社区。
垃圾、固废、 塘有大量建筑垃圾和部分生活垃圾，未发现化工废料。生活垃圾主要为沈泉庄社区及罗庄社区周边群众
2017年9月3日，罗庄环保分局委托山东中衡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
倾倒，存有异味，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水、大气
2 . 2017
群众反映的矸塘周边居民3处自备井取样检测，均未检出焦化行业关联性有机物挥发酚、氰化物。
年8月17日，有群众向沈泉庄社区居委口头反映，矸塘内有很多生活垃圾，要求清理。罗庄街道当日责成沈
9
泉庄社区居委负责进行彻底清理。沈泉庄社区居委开展了垃圾清理、防尘网覆盖等工作，但进展较慢，
月3日现场查看时尚未彻底清理干净。

扬尘

该镇车流量较大，有部分未密闭的运输车辆过往，进出冀东水泥厂的运输车辆存在粘带情况，产生
一定道路扬尘污染。经查，福山区此前未接到该问题投诉。

是

责令改正

其他

1 .反映的砂石厂实为黄沙存放点。河东区于2017年9月4日组织人员现场查看，黄沙存放点设备已拆
2 .根据前期反映砂石厂扬尘污染问题(受理编号1366)的处理意见，已对存放的
除，查封断电的封条完好。
黄沙全部进行覆盖，已有2处黄沙存放点清理完成，其他存放点于9月15日前清理完毕。举报人反映的多家
砂石厂在督察期间仍在销售的现象，实为砂石厂存放点的清运。

是

责令改正

相公街道将继续加大监管力度，督促黄沙存
放点限期15日内清理完毕。

是

1 .责令临沂凯宇涂料有限公司立即停止生
2 .对
责令改正、 产，完善混料工序无组织粉尘收集处理措施。
停产整治、 临沂凯宇涂料有限公司未采取集中收集处理措
立案处罚 施减少粉尘排放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处
罚，拟处罚款2万元整。

否

临沂市

噪声、大气

2967

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南姜社区
南姜码头附近，青岛鑫港水产有限公司，
冷藏废水和生活污水直排南姜码头，污染
海洋。多次向市政府反映未解决。

青岛市

水、海洋

经现场检查，该水产品冷藏加工厂生产和生活污水进入沉淀池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最终排入沙子
口污水处理厂。未发现直排污水，污染环境问题，也未发现冷藏废水和生活污水直排南姜码头和污染海
洋。崂山环保分局近三年没有接到过信访件、电话等举报。

2969

青岛平度市东阁街道杭州路朝阳中
学对面，林峰酒店，排放油烟、油污，有刺
鼻气味，影响居民生活。

2972

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和义乌路交叉
口，
“ 老味道饭店”店主称，开饭店办手续
时有关部门未说该处不准开设饭店，且该
饭店有手续、无污染，目前因居民举报已
停业10天后，看到网上公示结果2016年以
2016年以后的不
前开设的饭店可以营业，
允许营业。该处其他饭店仍在营业，举报
人认为不合理。

2974

青岛市

淄博市

济南市历城区花园路35号凯旋花园
南门门头房二楼，格林豪泰酒店的厨房，
在楼北面安装排风扇，正对居民楼，噪音、 济南市
油烟扰民严重。墙上有油污。多次向12345
反映未得到解决。

2975

济宁市金乡县马庙镇殷楼村白洼林
场内，北京峪口禽业养殖场二厂，向沟内
排粪便，污染庄稼，排放刺鼻气味。

2976

青岛市市南区泰州路14号门外，人行
道上污水井向外冒污水，有刺鼻臭味。多
次反映未得到解决。

济宁市

青岛市

是

福山区责成公安和交通部门加大道路交通
车辆查处力度，增加检查频次，对查处的未密闭
来往运输车辆强制实行密闭化改造；责令冀东水
泥厂对出入运输车辆进行冲刷，要求负责此路段
的保洁公司加大清理频次，避免道路扬尘污染。

2966

临沂市

处理和整改情况

1 .莱州市朱桥镇海韵机械有限公司铸造车间距离幼儿园北墙仅20米，未达到铸造行业卫生防护距离
大于100米的标准，企业无环评审批手续。企业抛丸和砂处理工序有烟尘产生，虽安装布袋除尘设施，但仍
2 . 2017年4月11日，收到对该企业的举报后，莱州市环保局立即赶赴企业现场进行核查，并责
有烟尘存在。
令企业尽快完成搬迁、完善相关环保手续。企业随即开始拆除生产设备、选址搬迁。

临沂市兰山区柳青街道小杏花村中
间，远通风机厂和凯宇粉末加工厂，无环
评，夜间生产，排放噪音、粉尘，影响居民
生活。

2968

处理类别

1 .按照全市铸造行业专项整治方案要求，朱
桥镇政府已于2017年8月2日对企业下达了停产通
9月3
知，并于8月15日对企业断电停产、张贴封条。
停产整治、
日，执法组现场核查时，企业封条完好、无私自生
责令改正、
2017年
2 .针对企业无环评审批手续问题，
产迹象。
立案处罚
9月4日，莱州市环保局对企业处以3万元行政罚
款，责令企业在完成搬迁并取得相关环保手续前
不得恢复生产。

1 .反映的远通风机厂实为临沂远通风机有限公司，年产2000台风机项目于2009年6月取得环评批复，
2010年6月通过环保验收。该企业位于柳青街道小杏花村工业聚集区，距离住户超过300米，落实了降噪措
施，实行密闭生产，不存在噪音扰民现象；焊接工序配备了焊烟净化器，喷漆工序配备了水帘漆雾净化装
置和光氧催化有机废气处理设施，未发现粉尘污染问题。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已自行停产。走访周围群
2 .反映的凯宇粉末加工厂实为临沂凯宇涂料有限公司，年产
众，未反映夜间生产噪音和粉尘污染情况。
2011年6月通过环保验收。该企业位于柳青街道
600吨聚酯树脂粉末涂料项目于2010年9月取得环评批复，
小杏花村的工业聚集区，距离住户超过260米，并落实了降噪措施，实行密闭生产，不存在噪音扰民现象；
磨粉工序配备了脉冲式布袋除尘器，但混料工序存在一定粉尘污染问题。

1 .临沂市兰陵县兰陵镇镇政府驻地、
西南圩村、友期庄村、红沟崖村，有葛某某
的4处养殖场，粪便乱堆乱放，养殖废水直
2 .西南圩
排村边护城河，排放刺鼻气味。
村内，还有多家养殖场，排放刺鼻气味，无
3 .西南圩村西南角，郭某某塑料
人管理。
4 .兰陵镇镇
颗粒加工厂，排放刺鼻气味。
政府驻地东北角，郭某某商混站，排放粉
尘，砂浆、废水直排道路两侧。

是否属实

1 .反映的“兰陵镇政府驻地养殖场”实为兰陵县新农村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办公场所，非养殖场。
西南圩村养殖场为该合作社社员赵某某养殖场，友期庄村养殖场原属于该合作社，后于2015年1月转让给
2017年2月停养。红沟崖村（实
村民郝某某。该2家养殖场均位于禁养区，无环保等手续，分别于2017年6月、
为西横沟崖村）养殖场实为兰陵县乡农乐白羽鸡养殖场（同为该合作社社员单位），年产240万只白羽鸡，
属于山东省规模化畜禽养殖项目，位于限养区；有工商营业执照、养殖项目备案证明、环保备案意见等，
1家位于
2 .兰陵镇西南圩村另有养殖场8家，
自2017年以来处于停养状态。现场检查时无废水外排，无异味。
7家位于禁养区，均无环保等手续，目前已全部出栏停养。前期已因中央环保督察2280号交办件对
限养区、
3 .反映的西南圩村西南角塑料颗粒加工厂实为塑料吹桶厂，无环
兰陵党委、镇政府相关责任人进行约谈。
2015年2月，姚某利用该村西南角一个旧仓库私自安装设备并生产，
2015年8月
保手续，属于“散乱污”企业。
4 .郭某某商混站实为兰陵县兰
被兰陵镇政府责令拆除。近期因塑料桶价格上涨，其又私自安装设备生产。
陵混凝土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13日，具有营业执照、项目备案、环评批复手续。在前期生产过程中，
2017年8月22日，兰陵县住建局因该商混站车辆
产生粉尘污染，有部分车辆清洗废水排入公司西侧水沟。
2017年8月29日，兰陵县环保局分别对该公司长期生
冲洗设备未利用、料场未完全覆盖，责令其进行整改。
产未验收、废水外排进行立案查处，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待环保验收合格后方可生产。目前该商混站已
停产，搅拌楼已安装除尘设备并完全封闭，前期破损的原料场车间仍未修缮。

是

1 .兰陵镇政府已对西南圩村、友期庄村2家养
2 .西南圩村6家养殖户签
殖场内部设施进行拆除。
2家养殖场由
订了转产协议并拆除了内部设施；
于棚体简陋，不符合转产条件，兰陵镇政府已对
3 .兰陵镇政府已按照“两断三清”标
其进行拆除。
关停取缔、
4．兰陵县住建
准对塑料吹桶厂进行了清理取缔。
停产整治、
局责令兰陵县兰陵混凝土有限公司对料场车间
立案处罚、
未完全修复问题进行整改，目前该公司已对裸露
约谈
2017年9月4日，兰陵县环保局分别
原料进行覆盖；
对该公司长期生产未验收、废水外排行为下达了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分别处罚款人民币6万
5 .对兰陵镇党委、政府、友期庄村相关
元和4万元。
责任人进行约谈。

油烟、大气

8月30日，平度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曾发现该酒店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经查，
9月3
油烟排放污染环境，执法人员当即向该业户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日，执法人员再次实地查看时，该业户仍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存在餐饮油烟污染问题。且该业户因烟道
渗漏、下水道堵塞等原因导致产生油污及刺鼻气味，影响周边居民。

是

1 . 9月3日，平度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该经营
业户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违法排放油烟问题进
行调查取证，依法向其下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给予罚款2000元，并责令当事人进行整改，相
2 .平度市综合行政
关整改工作已于9月6日完成。
执法局负责，督促当事人按要求安装油烟净化设
责令改正、 施，并强化日常监管，确保不出现反复。同时加强
立案处罚 对当事人的教育，增强环保意识，杜绝类似扰民
3 .平度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自2017年8月15日
事件。
至12月31日，在全市范围组织开展对未安装油烟
净化设施，排放油烟问题的排查整治，截至目前，
已排查各类餐饮门店412家，对333家未安装油烟
净化设施的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相关工
作正在有序推进。

其他

1“老味道饭店”
.
有营业执照、餐饮服务许可证、健康证、卫生许可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但无
2 .根据2016年1月1日新修订的
消防手续；已安装油烟净化设备，但清理维护不及时，存在油烟、噪音污染。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要求，目前张店区正在对餐饮行业全面排查整顿，对于修订前开业的
3 .经核实，
餐饮店，采取逐步规范的措施，完善手续、达标排放。修订之后开业的，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该处10家饭店中3家已依法关闭，其余7家均处于停业整顿状态。

是

停产整治

责令老味道饭店等7家饭店继续停业整顿，
完善相关手续，规范使用油烟净化设施，验收合
格后方可营业。拒不整改，依法关闭。

是

责令改正

1 . 9月2日，历城区城管执法局针对排风口设
置正对居民楼、靠近小区通道问题，对格林豪泰
酒店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 第02011号），要
求当事人立即进行整改，于9月5日前更改排风口
位置，改进油烟净化设备降低噪音，同时完成油
2 .经9月7日现场核查，格林豪
污墙面的清理工作。
泰酒店已将油烟净化设施拆除，清洁消毒完毕后
9月11日前完成排风口移至楼顶工作，并更
安装，
换为新型（消音式）排风扇，期间暂停经营。

是

1 .金乡县畜牧兽医局向该厂下达了《金乡县
畜禽养殖场（户）废弃物综合利用整改指导意见
书》，要求企业完善雨污分流设施，限期消除外排
污水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并建议合理使用益生
9月6日，金乡县环保局对山东
菌，减少异味产生。
峪口禽业有限公司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
2 .目前，企业厂区南侧生产沟内污水已
责令改正、 款5万元。
立案处罚、 用吸污车抽至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生产沟内用
约谈
新土进行覆盖，现场已清理完毕并消除异味；雨
3 .金乡县政
污分流设施已得到完善并正常使用。
府对负有行业监管职责的县畜牧兽医局党组副
书记、副局长，兽药饲料监察所所长；对负有属地
管理职责的县林业局党组副书记，金乡县国有白
洼林场场长；对负有企业主体责任的山东峪口禽
业有限公司法人进行约谈。

水

噪声、油烟

大气、垃圾

水

1 .格林豪泰酒店厨房位于凯旋花园小区3号居民楼南侧，厨房装有油烟净化器设施，净化器的出风口
2 .经调阅12345热线相关记录，
8月21
正对居民楼，存在油烟及噪音扰民。厨房外墙墙面有滴漏形成的油污。
日至9月5日，历城区城管执法局共收到5件,均立即到达现场责令当事人进行了整改，并对当事人下达《责
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 第02011号），要求当事人于9月5日前整改完毕。

1 .群众反映的“北京峪口禽业养殖场二厂”，为山东峪口禽业有限公司蛋种鸡二分厂，位于马庙镇白
50万套集约化蛋种鸡基地建设项目于2011年5月通过济宁市环保局批复，
2015年10
洼林场内，属于控养区。
2 .该厂目前存栏蛋鸡8 . 4万羽，建设了8座南北向标准化鸡舍，
8座鸡舍分别安装
月通过济宁市环保局验收。
8台强制排风扇，鸡舍采用干清粪工艺，每座鸡舍分别建有2台刮粪机，每座鸡舍南侧建设有鸡粪堆放棚及
储粪池。企业与鹏翔有机肥有限公司签订了鸡粪销售合同，由鹏翔有机肥有限公司每日将厂区储粪棚内
鸡粪清空，拉走集中处理。同时，企业配套建设了雨污分流管网，鸡舍冲洗水和生活污水进入厂区污水处
3 .经查，由于该厂鸡
理站处理，处理后用于周围林地、农田灌溉；雨水经雨水管道排向厂区南侧生产沟内。
粪棚建设面积过小，雨污分流设施建设不完善，受降雨的影响，少量鸡粪混入雨水通过雨水管道外排至
厂区南侧生产沟，造成厂区南侧生产沟内水体污染，并且产生异味，生产沟周边庄稼生长未受影响。

泰州路14号是由部队与地方开发商于1998年共同建设的一栋住宅楼，经现场查看，泰州路14号门外
人行道古力井存在冒溢现象。

是

其他

八大湖街道办事处协调青岛水务集团公司
排水分公司，先行将冒溢的古力井及下游污水管
9月6
线疏通。施工单位经测算，需要更换8米管道，
日已完工。

责任人被处理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