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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901-237
滨州市博兴县博城四路最东头有一个

烧烤城小吃街，臭味难闻，餐馆油烟污染。
滨州市 油烟

1 .博兴县博城四路最东头烧烤城小吃街有8家烧烤经营店面，主要经营烧烤餐饮服务。该8家烧烤
经营户分别为：大队长烤吧、宋记烧烤烤鱼、新兴烧烤、一品乐烧烤、来客香烧烤、文惠烧烤、乡村烧
烤、李大烧烤龙虾，其中李大烧烤龙虾已关门停业。2 .博兴县2017年3月份开展了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百日行动”，集中力量对城区烧烤摊点进行了治理。经现场查看，该小吃街所有烧烤经营户均按要求
安装了无烟烧烤炉具并规范使用，在室内进行烧烤加工、制作，此路段未发现臭味难闻现象。但各经
营门店在食品烤制过程中确实存在油烟味和经营扰民现象。

是 责令改正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已制订治理实施方案。加
大巡查力度、探索长效机制，对城区内烧烤经营
行为进一步规范管理，杜绝油烟污染和噪声扰
民。

158 901-239
德州市平原县金河源东区8-1楼4、5单

元楼前鸿宾楼饭店（回民）、楼后的龙虾馆，
两家饭店油烟、噪声扰民。

德州市 油烟、噪声

举报人反映的是鸿宾楼饭店和盱眙龙虾馆，位于平原县金河源路南首东侧，经营用房为金河源
社区（东区）沿街商业店面，均办有工商营业执照和餐饮服务许可证。1 . 2017年9月3日下午，龙门街道
办事处及县工商局、城管执法局、环保局联合对两家餐饮店进行调查，现场发现鸿宾楼饭店和盱眙龙
虾馆均安装有油烟净化设施。油烟监测结果如下：①鸿宾楼饭店2017年9月9日委托山东省分析检测中
心，通过红外分光光度法（标准：GB18483-2001），对餐厨废气处理设施出口油烟进行了5次检测，实测
浓度分别为0 . 91、0 . 65、0 . 51、0 . 51、0 . 58，存在油烟排放超标问题。②盱眙龙虾馆2017年9月9日委托山东
省分析检测中心，通过红外分光光度法（标准：GB18483-2001），对餐厨废气处理设施出口油烟进行了5
次检测，实测浓度分别为0 . 73、0 . 78、0 . 86、0 . 87、1 . 00，存在油烟排放超标问题。油烟问题属实。2 .县环保
局依据《J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对2家餐饮店进行了噪音检测，检测数值均不超标，但确有噪
音。该问题部分属实。

是
责令改正、
停产整治

1 .责令2家餐饮店安装降噪外罩，已于9月9日
完成。2 .针对两家餐饮店存在的油烟超标问题，
2017年9月9日晚对2家餐饮店进行了关停，责令2
家餐饮店进一步整改，油烟经检测合格前不得擅
自恢复营业。

159 901-241

枣庄市峄城区古邵镇程庄村东四支渠
河边有人长期养殖家禽，粪便直排到河中，
气味刺鼻，水源受到污染，多次向环保局及
12369举报，都未解决。

枣庄市
大气、水、

其他

1 .古邵镇程庄村养殖户为范某某个人经营，养殖场所位于村东南四支渠东，属控养区，现养殖母
猪2头，猪崽23头，养殖面积约200平方米。2 .在前期的畜禽养殖污染整治中，峄城区畜牧兽医局已于
2017年7月17日对该养殖户下达了关停通知，并将养殖的30头生猪进行了转移，由于该户当时养殖的2
头母猪临产，不能移动，便同该户达成协议，待2头母猪产后给予转移，并拆除养殖设施。3 .峄城区环保
局于2017年5月23日接到该案件的举报一次，并于5月24日向古邵镇政府发函，要求古邵镇政府立即进
行处理，5月30日古邵镇政府回复：要求养殖户按照区畜牧局的整改方案进行整改，在期限内达不到
整改要求的予以取缔。

是 责令改正

1 . 9月3日17时，通过与养殖户沟通，引导养殖
户自行处理母猪及猪崽，并拆除养殖设施。2小时
内处理生猪，10小时内拆除养殖设施。2 . 9月3日20
时，组织人员、机械对养殖场所进行拆除，于9月4
日凌晨6时完成拆除工作。3 .古邵镇政府与程庄村
委员会签订责任书，加强监管；养殖户签订承诺
书，承诺不在该区域从事养殖，确保不再发生养
殖污染。

160 901-242
枣庄市市中区西王庄镇后小湾村，九洲

物流园有一家制板厂，锅炉长期冒烟，噪声
很大。

枣庄市 大气、噪声
举报件中的制板厂为荣强防火板厂，位于西王庄镇后小湾村九洲物流园内，没有环评手续。现场

发现1台加工设备、1台小型燃煤型导热油锅炉，主要用于高密度防火板加装装饰纸的贴面加工。
是 关停取缔

9月3日，西王庄镇对该加工点实施断电，对
锅炉和加工设备进行拆除，由荣强防火板厂负责
人现场签订保证书，承诺不再进行违规生产，并
对九洲物流园区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

161 901-243
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店韩村S245路段

两边有两家废品回收站，存在大气、噪声污
染，垃圾随意堆放，无任何手续。

枣庄市
大气、噪声、

垃圾

店韩路（陶庄段）有废品回收站两家。其中，店韩路陶庄圣通加油站对过，路东侧为孙某某经营的
废品回收站，存在垃圾随意堆放现象，无营业执照；店韩路路西侧为高某某经营的废品回收站，存在噪声
污染、垃圾随意堆放现象，有营业执照，无土地使用手续，存在废品生产再加工行为，属超范围经营。

是 关停取缔
1 .孙某某废品回收站，南院已全部清理，北院

基本清理完毕。2 .高某某废品回收站已清理完毕。

162 901-245
莱芜市莱城区高庄街道老君堂村范某

某开办的小炼铁厂尘土飞扬，浓烟滚滚，多
次反映均未解决。

莱芜市 大气

1 .小炼铁厂名为莱芜市恒丰粉末有限公司，位于高庄街道办事处老君堂村，主要从事矿粉加工生
产与销售，该建设项目没有发改、规划、经信、环保部门的相关手续，属于“散乱污”企业。2 .现场勘查发
现，该公司主要生产设备是圆盘式烧结机（属于淘汰落后产能）、煤气发生炉、造粒机。其中，圆盘式烧
结机建有简易的脱硫除尘设施，仍有余热；煤气发生炉正在使用。厂内有矿粉露天存放，无防尘、抑尘
措施。经调阅企业用电记录，企业一直利用晚上峰谷电进行生产。3 .经查阅信访档案，2016年至今未收
到该厂的环境信访举报。

是 关停取缔 高庄街道办事处对该厂已拆除完毕。

163 901-246
枣庄市山亭区凫城镇张庄村、田庄村的两

家化工厂污水直排到河道里，导致水源污染。
枣庄市 油烟、水

1 .经排查，这两家化工厂分别为张庄村的枣庄市振达化工有限公司和田庄村的枣庄亚圣绝缘材
料有限公司。2 .枣庄市振达化工有限公司位于张庄村东600米处、南邻张庄支流，2007年7月获得环评批
复，并于2013年10月9日通过验收。受市场行情影响，该公司于2016年9月停产。3 .枣庄亚圣绝缘材料有
限公司2008年12月获得枣庄市环保局批复；2014年8月29日枣庄市环保局对枣庄亚圣绝缘材料有限公
司1200t/a绝缘材料项目给予试生产批复，于2016年8月停产。4 .山亭区环保局和山亭区安监局2016年、
2017年度对两家企业开展了双随机抽查及日常巡查多次，检查过程中均处于停产状态。现场检查未
发现存有生产原料，生产车间已关闭，没有生产迹象，企业处于停产状态。2017年9月3日下午，山亭区
联合调查组对枣庄市振达化工有限公司、枣庄亚圣绝缘材料有限公司周边进行排查，没有发现污水
直排口（两家企业厂区实行“雨污分流”，正常情况下，工艺废水循环利用不外排）。9月3日，山亭环境
监测站和山东宜维检测有限公司对两个企业紧邻的唯一河流张庄支流地表水和附近村庄田庄村、张
庄村的饮用水水井进行取样化验，均达标。

否

164 901-247

枣庄滕州市挂车生产厂喷漆气味刺鼻，
废渣乱堆乱放，污染水源。例如：滕州市宇邦
挂车有限公司、山东弘亚汽车工贸有限公
司、滕州市正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上述
厂家都没有相关资质，属于非法生产。

枣庄市
大气、固废、
水、其他

1 .经排查，目前滕州共发现有4家挂车生产企业：其中山东红荷汽车有限公司环评手续完备，2011
年4月7日通过省环保厅环评报告批复，2015年6月9日通过省环保厅竣工验收。其余3家（滕州市宇邦挂
车有限公司、山东弘亚汽车工贸有限公司、滕州市正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无环评手续；除宇邦挂车
有限公司外，其余3家均发现有喷漆工序。2 .山东弘亚汽车工贸有限公司，位于南沙河镇后仓沟村。南
沙河镇已于8月16日对该公司进行了断电。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未生产，没有环评手续，建设有简
陋喷漆车间，大量油漆桶露天存放，未发现刺鼻气味，无外排污水；厂区内存放有废旧汽车配件、轮
胎，车间内有钢材、汽车配件、半成品车厢。3 .滕州市宇邦挂车有限公司，位于鲍沟镇圈里村东。鲍沟镇
已于8月20日对该公司进行了断电。现场检查时，没有环评手续，未发现挂车，未发现挂车维修及喷漆
工序行为，未发现刺鼻气味，无外排污水。4 .滕州市正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位于鲍沟镇驻地。鲍沟镇
已于8月20日对该公司进行了断电。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未生产，没有环评手续，发现建设喷漆房一
座，有喷漆工序，少量油漆桶露天存放；厂区内存放有汽车轮胎、配件、半成品车厢，未发现刺鼻气味，
无外排污水。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1 .滕州市环保局对山东弘亚汽车工贸有限公
司没有环评手续，未批先建喷漆车间，未按规定
处置油漆桶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2 .对滕
州市宇邦挂车有限公司没有环评手续，未批先建
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3 .对滕州市正通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没有环评手续，未批先建喷漆
车间，未按规定处置油漆桶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
案查处。4 .责令山东弘亚汽车工贸有限公司、滕州
市正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妥善处置油漆桶，并纳
入危废管理。

165 901-248
东营市东营区政府北侧华都世纪城8号

楼北有一家经营海产品的商店，商店的地下
冷库压缩机噪声很大，严重扰民。

东营市 噪声

对该店铺现场检查时冷库压缩机未开机。通过问询商铺经营业主，得知该冷库压缩机每天开机
时间为7:30-9:30，17:30-19:30。环保执法人员现场要求经营业主开启冷库压缩机，对其噪声进行了现场
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该冷库压缩机噪声明显超标（南厂界外1米监测结果为72 . 1dB，北厂界外1米监测
结果为69 . 9dB）。

是 责令改正

执法部门于9月4日8时对该水产经营部（海捕
鱼虾副食超市）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责令其5日内采取有效措施对噪声扰民问题
进行整改。

166 901-250
枣庄滕州市西岗镇栾庄村，广大洁净洗

煤集团，运输煤炭造成扬尘污染严重，噪声
扰民。当地政府不作为。

枣庄市 扬尘、噪声

1 .滕州市广大洁净洗煤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成立于2001年7月，注册地址是滕州市西
岗镇栾庄村，主要经营批发零售建筑材料、机电设备、工矿配件、洗煤服务；公司已办理《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名下有33部车辆，均已取得《道路运输证》，证件合法有效。2 .目前广大公司所有设备、厂
房、钢结构都已彻底拆除，铁路线已砌实墙体进行封堵，院内已无存煤、无装运煤炭车辆，不存在“运
输煤炭造成扬尘污染严重，噪声扰民”的情况。3 .因老济微路和桥梁大修封闭施工，部分去柴里矿和盛
隆公司的货运车辆从栾庄村通过，造成道路扬尘。

是 责令改正

1 .西岗镇政府立即成立工作组，通知柴里矿
和盛隆公司运管部门，合理疏导车辆，并对过往
货运车辆进行严格检查，确保覆网运输。2 .安排环
卫公司对村居道路进行保洁洒水，保持道路清
洁。

167 901-251
莱芜市农高区方下镇乔家义村南有一

养鸭场，距离住宅区仅150米，粪便随意堆
放，气味刺鼻，污染附近河流水质。

莱芜市 大气、水

1 .该养鸭场为规模以下养殖户，属于限养区范围，距离乔家义村150米左右。9月3日现场检查时养
殖的8000只肉鸭已全部出栏，但鸭棚内粪污没有及时处理，鸭棚东侧耕地有鸭粪堆积，现场存在异
味。2 .该养殖户东南侧确有一条水沟，但沟内无水。因治污设施不规范，遇下雨天，存在有部分污水流
入水沟内的现象。

是 责令改正
1 .责令立即对鸭棚及东侧耕地内的粪污进行

清理，消除异味。2 .规范建设、使用粪污治理设施，
做到雨污分流。3 .以上整改内容现均已完成。

168 901-252

前期反映“在东营市广饶县经济开发区
广凯路尚能时代小区的北边，有一排“散乱
污”企业，排放严重的刺鼻异味、噪音，严重影
响附近居民生活。”的问题（受理编号819-52），
举报人对处理结果不满意，要求污染企业搬
迁。

东营市 其他

1 .尚能时代小区北侧自西向东有4家公司，分别是山东金达利食品有限公司、东营市汇洁洗涤有
限公司、东营嘉禾燃料有限责任公司、胜利油田现河采油厂废弃储油罐区，与尚能时代最北侧住宅楼
约12米距离。2 .山东金达利食品有限公司有环评手续，生产过程中无明显异味，存在轻微噪声。3 .东营
市汇洁洗涤有限公司有环评手续，生产过程中无明显异味，存在噪声。4 .东营嘉禾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燃料油储运项目无环评手续，已停电停产，装卸油过程中存在异味、噪声，按照整改方案，主体装置正
在拆除中，储油罐内剩余油品外运中。5 .胜利油田现河采油厂废弃储油罐区为胜利油田斜坡稠油开发
工程草桥油田附属工程，有环评手续，停用状态，无异味、噪声。

是 责令改正

1 .要求山东金达利食品有限公司、东营市汇
洁洗涤有限公司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噪声污染。2 .
定于2017年11月20日前，完成对东营嘉禾燃料有
限责任公司主装置及管道拆除，并对拆除现场进
行清理。3 .协调县油区工委，联系胜利油田现河采
油厂对废弃储油罐区进行清理，消除区域环境隐
患。4 .要求尚能时代小区进一步强化措施隔音降
噪。5 .加强对该区域企业的监督监察，严厉打击企
业环境违法行为。

169 901-253
枣庄滕州市界河镇104国道边有一家通旺

商贸有限公司，露天存放沙子，扬尘严重。
枣庄市 扬尘

现场发现通旺商贸公司厂区内北侧露天存沙120方、占地70平方，存沙人为通旺商贸负责人孔某，
为建房自用。

是 责令改正

1 .界河镇组织环保所、环卫所执法人员进行
现场整改，动用2台运沙车进行存沙清理，于9月3
日清理完成。2 .为防止通旺商贸再次发生存沙现
象，同通旺商贸公司签订禁止存沙承诺书，确保
不再发生存沙现象。

170 901-254
枣庄滕州市界河镇，聚源化工厂排放刺

鼻气味，影响居民生活。
枣庄市 大气

1 .滕州市聚源化工有限公司，主要生产三氯化铝，2008年10月7日通过环评审批，2011年4月7日通
过环评验收。2017年8月14日，该企业向滕州市环保局报告，因生产设备长期使用，部分设备难以达到
正常生产要求，将根据生产工艺特点逐步停产进行设备检修。2 . 9月3日现场检查时发现，该企业20台
反射炉中19台已停止运行，剩余1台反射炉已停止投料，正在降温，未发现刺鼻性气味。滕州市环保局
委托山东三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该企业厂界无组织废气进行了现场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该企业厂
界无组织排放4个监控点位氯气最大浓度为0 . 238mg/m3，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2无组
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氯气浓度不大于0 . 4 mg/m3的标准值要求。

否

171 901-255
枣庄滕州市荆河中路有一金河湾建筑

工地，夜间施工，噪声扰民。
枣庄市 噪声

该处噪声主要来自金河湾南区管沟开挖等配套工程施工。金河湾项目建设单位为滕州市东方圣
典置业有限公司。金河湾项目南区目前正在开展区间管沟开挖等配套施工，由于该项目涉及棚户区
改造居民回迁，工期较为紧张，近期配套工程存在夜间超时施工现象。

是 责令改正

1 .针对金河湾项目在夜间施工过程中，产生
噪声污染的行为，执法人员对其下达《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项目严格按照夜间限时
作业规定、停止夜间施工扰民行为。2 .该项目建
设、施工、监理等参建各方已组成整改小组，派专
人进驻工地，组织项目部人员落实各项措施，严
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相关规定，要求晚上10:00后，严禁施工，避免噪声
扰民。

172 901-256
枣庄市高新区张范镇南于村有几家养

殖户（徐某某、孙某某、三华子、王某某），污
水粪便直接排到排水沟里，臭气熏天。

枣庄市 大气、水
张范街道南于村的4家养殖户，均在适养区，距离村庄400米，建有沉淀池，干粪清运作为肥料使

用，部分污水外溢排进邻近水沟，现场存在臭味。
是 关停取缔

1 . 9月3日，张范街道办事处组成工作组，立即
调集车辆对污水粪便进行清理，运到农田中作为
有机肥使用。2 .养殖户不愿上治污设施，自愿清栏
停止养殖，清栏后对现场环境进行清理。9月4日，
已全部清栏完毕并对周边环境清理完成。

173 901-257

青岛市崂山区银岭路和霄岭路交会口
有一臭水塘，附近在改建成一停车场，由于
距离学校、居民区很近，会造成尾气、噪声污
染。此处按照规划应为公共绿地，该问题已
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多次，但一直未解决。

青岛市 大气、其他

投诉人所反映的区域位于银岭路以东、霄岭路以南。其中水塘所在地块编号5312-165，面积7201 . 8
平方米，于2012年出让给青岛市崂山区土地交易有限公司，用途为商服用地，地下空间以社区配套商
业、停车为主；地上723 . 1平方米为文体娱乐用地，其余6478 . 7平方米为公共绿地。南侧空地所在地块编
号5312-168，于2010年出让给青岛市崂山区土地交易有限公司，规划用地性质为公共设施用地。1 .反映
臭水塘问题部分属实。北侧编号5312-165地块为项目施工形成的基坑，积蓄雨水形成水塘，面积约为
700平方米。根据现场调查核实情况，该处水塘水体比较清澈，没有异味。出让的为地下空间使用权，
现因该地下空间竞得人债务纠纷，地下空间使用权被法院查封，已进入司法程序。该区域地上723 . 1平
方米为文体娱乐用地，其余6478 . 7平方米为公共绿地，但需地下空间开发建设完工后才能组织施工。
2 .根据现场调查核实，南侧编号5312-168地块目前为空地，项目方用于停放本公司自有车辆，并不对
外收费经营，且离居民小区较远，中间隔了条市政路。3 . 2016年9月初至2017年7月，12345公开电话共接
到关于该问题的投诉3次，相关部门均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对北侧地块，督促产权单位对水塘周边
增设围挡、护栏，对水塘进行灭蚊蝇处置，待项目完成地下工程建设后，对地上部分实施绿化；对南侧
空地，公司停放内部车辆，要求不得私设停车场进行收费。并将处理情况及时反馈。

是 其他

1 .由区市政公用局对该处水域定期进行消
杀，防止夏季高温滋生蚊虫。2 .要求该地块土地使
用权人在前期加设围挡、护栏的基础上，安排专
人值班看护，防止发生溺水等安全事故；同时要
负责做好区域内卫生保洁工作。3 .要求该地块土
地使用权人不得私设停车场对外收费经营。

174 901-258
威海市文登区泽头镇胡格村村南有一

养鸡场，距离住宅不足30米，在路边晒粪便，
臭气熏天，污水横流。

威海市
大气、水、

其他

涉事养殖场为泽头镇杨家疃村民王某某经营，位于胡格庄村村南的杨家疃村，在畜禽养殖控养
区范围内。经现场查看，养殖场东侧和南侧为菜地，西侧距离15米、北侧距离30米为民宅。该养鸡场存
栏蛋鸡3500只，属于养殖专业户，未建设粪污处理设施，现场没有鸡粪露天堆放晾晒，该养殖户表示已于
9月1日前将露天堆放的鸡粪全部清理完毕，场区外有异味。经进一步了解，该养殖户平时将鸡粪堆放在鸡
舍前，在路边晒粪，产生刺鼻气味，影响周边居民生活，遇到降雨天气，会出现污水外溢的情况。

是 责令改正

1 .目前，该养殖户已建成堆粪场，并进行了地
面硬化和防渗处理，设置遮雨棚，彻底解决路边
晒粪的问题。同时，帮助联系大棚种植户，将产生
的鸡粪作为有机肥还田，确保日产日清，最大限
度减少养殖行为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2 .
对污水外溢的问题，该养殖户已建成一处三级沉
淀池，并完善雨污分流设施，确保达到防雨、防
渗、防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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