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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2977
淄博市博山区西冶街步行街小吃店、

糕点店等污水乱排，有刺鼻气味，垃圾乱

堆乱扔。环境脏乱差。

淄博市
水、大气、

垃圾

西冶街是一条商业步行街，两侧为商品房，小吃店为流动商贩，存在生活污水通过下水道口直排和垃

圾乱扔现象。该步行街共有6家糕点店，均已办理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健康证等，无环评手续及备案，产

生的污水均为生活污水，排入下水管道之中。同时，因西冶街客流量大，产生的生活垃圾较多，存在垃圾清

扫不及时的问题。

是 停产整治

1 .责令西冶街6家糕点店立即停业整改，于9

月6日前完善环评手续及备案，对生活垃圾、生活

污水等按照有关管理要求规范处置。对流动小吃

店进行批评教育，督促其自觉维护良好环境。2 .责

令相关部门单位增加对西冶街巡查监管力度，增

加流动垃圾箱，提升垃圾清扫、清运人次和频率。

109 2981
东营市东城鲁班公寓小区车库和西

面市场内，有商贩做饭，乱扔垃圾，环境脏

乱差，做饭使用煤气罐存在安全隐患。

东营市 垃圾、其他

1 .鲁班公寓小区西侧市场内确实存在不少商贩，多数为餐饮服务、百货零售等，主要服务周边小区居

民和东营职业学院学生；小区业主将部分车库出租经营，主要用于仓储、外卖制作、小吃及百货经营；市场

和小区内确实存在不少零散垃圾，多为随意丢弃的餐饮垃圾，物业虽然配备了专业保洁人员，但因该区域

人流密集，给垃圾及时收集清理带来很大难度。2 .对小区内所有出租车库进行了详细摸排，该小区共有车

库681个，其中出租用于个体经营的车库28个，检查共发现液化气罐19个。

是 责令改正

1 .要求富邦物业公司进一步加强对小区和市

场的卫生保洁力度，除正常按时清扫外，安排流

动保洁人员，对随意丢弃的垃圾进行及时捡拾清

扫，确保小区和市场内环境整洁卫生。2 .对煤气罐

存在安全隐患问题，胜利街道对小区车库内排查

出的19个液化气罐进行了没收并转运存放。3 .向

东营市富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达《责令限期改

正通知书》，责令其认真履行城镇容貌和环境卫

生责任区和责任人义务。截至9月4日18：00，已将

鲁班公寓市场、鲁班公寓小区内的乱堆垃圾清理

完毕，并对市场和小区内环境卫生进行了一次全

面清扫。

110 2982

淄博市沂源县历山路和鲁山路交叉

口，华狮啤酒有限公司，车辆进出、处理瓶

子、装卸瓶子、空气压缩机、车间生产的噪

声严重扰民。要求该厂搬迁。

淄博市 噪声

反映的华狮啤酒有限公司实为山东绿兰莎啤酒有限公司，现处于市区。处理瓶子、装卸瓶子作业区在

厂区南侧，与居民区相邻。为降低噪声公司增设了隔音大棚，理瓶作业全在棚内进行；执行限时作业规定，

禁止车辆鸣笛，压缩机更换为噪声低的螺杆式压缩机，开机期间所有隔音门窗全部处于关闭状态，并在主

要部位增设隔音布帘和双层玻璃，以降低噪声传出频率。9月3日经沂源县环境检测站噪声检测，其结果符

合《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Ⅱ类标准的规定。但车辆在进出门口时，因地面破损，易产生噪声。该企

业由于受水源条件的限制，搬迁入园尚未启动实施。

是 责令改正

1 .责令该公司立即对进出大门口破损地面进

行修补，进一步降低啤酒瓶卸车频次，同时，要求

其卸车时地面铺设垫板，理瓶厂及相关设施增设

隔音板，最大限度降低噪声污染。2 .县经信局、县

环保局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管，特别是加大降噪措

施的监督检查，并聘请专家对企业进行全面体

检。3 .结合企业退城进园，将企业搬迁入园列入企

业中长期发展计划，启动相关论证工作，争取尽

早搬迁入园。

111 2983
潍坊昌邑市饮马镇鳌头埠村养猪场，

在居民区内养殖，排放刺鼻气味，下雨时

污水乱排，污染环境。

潍坊市 大气、水

1 .该户1997年前在自家墙南建四间猪棚，面积70余平方米，进行自繁自养。位于限养区内，南侧是居民

住户，东侧是同村路，西侧是生产路。2017年8月23日检查中已发现该户养殖污染问题，饮马镇责令9月30日

前完成关停搬迁工作。2 .该户在生猪养殖过程中由于棚舍未密闭，污水管线密闭不严存在异味问题。自2007

年以来，该户按要求在养殖棚外建设了沼气池一座，进行猪粪等污物处理，沼气用于家庭生活使用，沼渣

用于农田施肥。9月3日现场检查时，养殖棚周边无污水，且未发现下雨时污水乱排的迹象。

是 关停取缔

目前，该养殖户内生猪已全部清栏完毕，9月
30日前完成关停搬迁工作。加强畜禽养殖户监

管，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养殖污染问题，有效维

护周边群众环境权益。

112 2984

1 .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史家泊村

和东黄埠村中间，空地上存放大量生活垃

圾、建筑垃圾、渣土，环境脏乱差，为应付

检查现已覆盖塑料网。2 .周边农村生活污

水排放到白沙河，有臭味。3 .夏庄改造社

区没有统一供暖，居民冬天烧煤冒黑烟，

大气污染严重。

青岛市
垃圾、水、

大气

1 .夏庄街道史家泊村和东黄埠村中间的村级工业园实施拆迁过程中，仅对建筑垃圾进行了覆盖，未组

织清运；同时还存在私自倾倒建筑垃圾和工业垃圾行为。2 .周边3个农村社区均已完成旧村改造，生活污水

全部接入白沙河南岸污水主管网。3 .东黄埠等5个社区因改造时间较早，未建有集中供热配套设施，居民主

要通过电供热方式采暖，包括空调、电暖器等方式，部分居民采用燃煤方式采暖，冬季大气污染相对较重。

是 责令改正

1 .根据工业园区拆迁改造计划，一个月内完

成存量厂房拆迁，三个月内对该区域地块进行清

运整理。2 .加大白沙河沿线3个社区直排口排查，

杜绝随意排放污水现象。3 .加大夏庄区域集中供

热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扩大集中供热覆盖面，并

根据省市要求，同步加大清洁煤替代力度，推进

城镇和农村冬季清洁取暖工作。

113 2985

淄博市:1 .博山区公交车使用柴油冒

黑烟，50路公交车最严重。2 .博山区源泉

镇皮峪村原大粮仓内，多家小加工厂，无

手续，排放刺鼻气味。3 .博山区凤凰山路

早点摊，油烟扰民。4 .博山区凤凰山路，电

动车经销商，占道经营，修摩托车时噪声

扰民，有油污、尾气污染。5 .博山区经济开

发区中心小学附近大李家社区、颜山国际

社区住宅楼内，多家小饭桌，排放油烟、噪

声扰民，存在安全隐患。

淄博市
大气、油烟、

噪声

1 .淄博市公共汽车公司博山分公司，目前运营的50路柴油车共8台，发动机国三排放标准，当时符合国

家相关排放要求。冒黑烟的现象，是在车辆起步及发动机大负荷运转时偶尔出现的情况，并不是常态化现

象。2 .反映的大粮仓涉及源泉镇西皮村和中皮村，共有14个仓库，其中2个仓库有加工厂，1个仓库内有散养

户养鸡，其余均为货物仓库。两处加工厂为机械加工厂和石磨面粉厂。两厂均无环评手续，已于2017年6月

全部实施了“两断三清”。现已将所有生产设备拆除，清理了原料和产品。现场检查中未发现刺鼻性气味。

一处养鸡散养户，无环保手续，现散养鸡已全部处理，并已对现场清理完毕，责令其不准在该处进行养殖。

现场检查有异味。3 .凤凰山路路边营业房共有3家早点摊（1家火烧铺、1家油条铺和1家蒸包铺），其中火烧铺

和油条铺产生少量油烟。该3家店铺均有工商营业执照和食品卫生许可证，无环评手续。4 .凤凰山路存在一

处电动车经销商,同时修理摩托车。该店有工商营业执照，未进行环评备案。该店存在店外占道经营行为,维

修摩托车时产生油污和噪音扰民现象。5 .开发区中心路小学附近大李家社区内有2家小饭桌，颜山国际社

区内有2家小饭桌。4家小饭桌均位于居民生活区内，均已办理营业执照及餐饮食品服务备案，无环评手续

及备案，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存在油烟、噪声扰民现象。

是
责令改正、

关停取缔

1 .加快对柴油公交车辆淘汰进程，到2017年11

月中旬，完成更换新能源公交车工作。在新能源

车辆交付使用前，采取以下措施：更换燃油标号，

提高燃油标准，使用高质量燃油；加强驾驶员操

作技能培训，减少人为操作导致的车辆冒黑烟现

象；增加车辆保养维护频率，减少发动机燃烧不

良导致的冒黑烟现象。2 .要求企业进行清理，加强

自查自纠，努力减少异味扰民现象发生。责成环

保局及源泉镇加大对闲置厂房车间的巡查力度，

继续发挥包村干部、村镇网格员作用，及时发现

排除和处理各种环保问题，不断提升环境保护工

作水平。3 .责令3家早点店铺立即停业整顿，于9月
10日前进行环评备案。对产生油烟的火烧铺和油

条铺责令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于安装完成后10日

内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油烟进行检

测，验收达标后方可恢复营业。4 .责令立即将电动

车经营业户的店外经营和油污清理完毕，今后不

允许店外经营，同时于9月10日前补办环评手续。

责令经营业户采取措施，避免维修车辆时尾气、

噪音扰民。5 . 9月3日已对4家小饭桌关停取缔。责

令相关部门强化对学校周边小饭桌的监管力度，

对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一律关停取缔；对符合

政策规定的小饭桌业主要求进一步完善各项手

续，安装相应治理设施，经验收合格后方可继续

营业。

114 901-177
淄博市淄川区吉祥路中段58、59号楼

环境脏乱差。
淄博市 其他

群众反映的58、59号楼位于吉祥路中段路东，建于20世纪80年代，现有居民103户，建成时间久、相关配

套设施老化。加之硬件设施差、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没有物业公司入驻，楼区环境以居民自发清理为主，造

成卫生保洁不及时，存在脏乱差情况。

是 责令改正

1 .安排专人定期进行卫生保洁，保障居民日

常生活环境。2 .积极推进该老旧小区商业开发，进

行整体规划和改造。

115 901-178
淄博市张店区涝淄河东岸银都花园

14号楼南侧废弃工厂、破旧房屋内有人使

用煤炉取暖做饭，烟尘污染。

淄博市 大气
1 .“废弃工厂、破旧房屋”实为原张店德益扒鸡公司废弃厂房，建于1992年，该公司已于2006年破产注

销。2 .废弃厂房现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居住，现场有6个生活燃煤炉灶，产生烟尘污染。
是 责令改正

责成体育场街道办事处对现场燃煤炉灶进

行清理，已于当日清理完毕。

116 901-179

淄博市张店区科苑街道办事处在科

技苑环翠路违章搭建商铺出租，有商户在

此经营烧烤、卖鱼等生意。烧烤油烟直排、

随意倾倒废水，严重污染环境。

淄博市 油烟、水

1 .反映的商铺为科技苑临时便民市场，2013年建成使用，服务周边8个居民区，由张店潘成集团市场管

理办公室管理。2 .科苑街道办事处已于8月22日依法取缔了市场内产生烧烤油烟、排放废水的9个摊位。目前

不存在烧烤油烟直排、随意倾倒废水现象。

是 关停取缔
责成科苑街道办事处加强市场管理，杜绝新上

产生污染的经营项目，保持市场环境整洁有序。

117 901-180
淄博市张店区马尚镇大套村姜某将

大量建筑垃圾倾倒在大套村工业园内耕

地上，严重污染环境。

淄博市 垃圾

1 .所反映的大套村工业园，位于胶济铁路以南，大套村南部。经现场查看，未发现大套村工业园内有建

筑垃圾。2 . 2017年7月，嫌疑人姜某在大套村南侧旧址（胶济铁路以北，不在大套村工业园内）违法倾倒建筑

垃圾，张店公安分局介入调查。目前，违法倾倒建筑垃圾已篷盖，将与大套村旧村改造建筑垃圾一并规范

处置。

是 责令改正
责成马尚镇政府加强巡查，杜绝倾倒建筑垃

圾现象发生。

118 901-184
淄博市张店区共青团西路（中心路至

西二路段）两侧有多家占道经营商户，垃

圾随意丢弃，商业宣传噪声扰民。

淄博市 垃圾、噪声
1 .共青团西路两侧存在销售电动车、自行车业户占道经营现象。2 .电动车、自行车经营业户存在垃圾随

意丢弃问题。3 .个别业户存在商业宣传噪声扰民问题。
是 责令改正

1 .责令占道经营、垃圾随意丢弃、商业宣传噪

声扰民的业户立即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扣押

物品、作业工具、没收非法所得并罚款。2 .责成张

店区城管局加强巡查，确保市容市貌整洁有序，

杜绝垃圾、噪音扰民。

119 901-185

淄博市张店区北西五路丽景苑早市

摊点占道经营，凌晨经营噪声扰民，污水

乱排，垃圾遍地。多次向区执法局反映未

解决。

淄博市
噪声、水、

垃圾

1 .该早市位于市政府三宿舍东门对面，为限制经营区域、限定经营时间（时间为6：00--8:00）的临时性

流动商贩疏导点，由丽景苑农贸市场管理办公室管理。2 .存在临时占用人行道经营、早市人员较多噪音扰

民、水产摊点污水洒落地面、垃圾清理不及时等情况。其中，水产摊点已于9月3日予以取缔。3 .今年以来，张

店区城管局共收到反映该问题的市民投诉3次，已进行整改。

是 责令改正

1 .责令丽景苑农贸市场管理办公室限期整

改，确保业户在规定区域和时限内经营，减少噪

音扰民。2 .责令丽景苑农贸市场管理办公室加强

日常管理，安排专人巡查，杜绝占道经营,随时清

理垃圾，保持市场环境整洁有序。

120 901-187
淄博市临淄区敬仲镇，山东成丰实业

有限公司工业废水直排，外排刺鼻气味，

生产噪声扰民。

淄博市
水、大气、

噪声

1 .该公司废水经自备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齐鲁石化排海管线，并安有废水在线监控设施。经监测，

达到齐鲁石化排海管线接收标准。2 .该公司工艺废气、污水处理废气和储罐呼吸废气，经处理后，入煤粉炉

焚烧处理。7月21-22日，经对该企业有组织和无组织废气中的非甲烷总烃、甲醛等指标监测，符合排放标

准。9月3日现场检查时发现，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储罐呼吸废气吸收设施风机密封不严，厂界内仍有异

味。3 .该公司噪声源主要为煤粉炉风机，距最近村庄直线距离1 . 3公里。7月21-22日，经对该公司的厂界噪声

进行了监测，所测结果符合噪声排放标准。

是 责令改正

1 .责令企业立即对储罐呼吸废气吸收设施风

机进行更换，加强VOCs治理，开展废气泄漏检测

与修复，严格控制密封点不严带来的异味。2 .责令

企业加强废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管控工作，确保废

水稳定达标排放。3 .责令企业在通过验收恢复生产

后，排查噪声源，采取降噪措施，杜绝噪声扰民。

121 901-188
淄博市张店区商业步行街有多个岔

路口有摊贩占道经营，存在油烟刺鼻、污

水乱排、垃圾随意堆积、噪声扰民等问题。

淄博市
油烟、水、

垃圾、噪声

1 .该问题集中在商业步行街商场路至华光路段，多为炒菜及小食品制作摊贩，制作过程产生油烟气

味，污水随意排放，垃圾清理不及时，存在噪声扰民现象。2 . 8月2日，张店区对步行街交叉口的流动摊点进

行清理取缔，现已全部清理完毕，并安排专人值守。

是 关停取缔
责成商业街管理办公室、张店区城管局加大

夜间巡查力度，防止反弹。

122 901-189
济南市章丘区龙山街道龙湖路6-1

号，龙山电镀厂外排污水，电镀废气污染

环境。

济南市 水、大气

1 .章丘区龙山镇电镀厂现更名为济南信达金属表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有环评手续并通过验收，现场

检查时该企业未生产。2 .该企业废水包括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包括电镀生产线清洗水和地面冲

洗废水，收集后进入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处理后达到相关标准，部分处理后废水回用，剩余的进入蒸发

池；生活污水经过化粪池处理后进入企业自行铺设的污水管网外排，目前尚未与章丘区第三污水处理厂

的主管网接通。3 .废气主要来自电镀生产线产生的酸雾、铬雾等废气，经过侧吸装置收集后利用碱液喷淋

处理。现场检查时车间内有轻微的酸味，存在废气无组织排放现象。

是 停产整治

龙山街道办事处会同章丘区环保局责令该

企业停产整治：1 . 10月8日前完成电镀生产线进行

全封闭，完善废气收集装置，减少废气的无组织

排放。2 . 10月10日前将生活污水接入第三污水处理

厂主管网，目前产生的生活污水与环卫部门签订处

置协议，采取及时清运等措施，杜绝生活污水外排

现象发生。3 .整治工作未通过龙山街道办事处和章

丘区环保局的验收之前，不得投入生产。

123 901-191

淄博市临淄区石鼓小区旁足球训练

基地玩空竹、跳广场舞、放映电影的噪声

影响附近小区居民休息。足球场塑料草坪

中有大量浮土，刮风时产生扬尘影响小区

居民生活。

淄博市 噪声、扬尘
该足球训练基地为石鼓笼式塑胶足球场，玩空竹、跳广场舞、放映电影活动确实存在，早上6:30之后，21:

00之前存在噪音扰民问题。该足球场草坪采用覆沙、覆塑胶颗粒工艺，未覆土，不会出现扬尘现象。
是 责令改正

责令闻韶街道办事处进一步加强对足球场

的管理，严格控制活动时间，加强音量管控，做好

活动人员教育引导，保证21:00前清场，解决噪音

扰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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