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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901-259
青岛市市北区瑞海北路286号绿地

海德公馆8号楼下有一拉面馆，油烟污染
严重，多次拨打12345反映，一直未解决。

青岛市 油烟、其他

1 .经查，该面馆为“马哈比卜牛肉面馆”，具备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未安装烟气净化设备，
经营中产生牛肉膻味，其油烟废气排放到马路上的一个雨污水井内，排放口距离居民楼大于20米，产
生异味扰民。2 . 2017年1月，青岛市环保局市北分局接到居民反映该问题投诉后，多次与该店业主进行
沟通，建议该店转变经营业态，从事不产生油烟的餐饮服务项目。2017年4月，青岛市环保局市北分局对
该店下达了“停止违法行为”行政文书。2017年8月，青岛市环保局市北分局依法对该店下达了“予以关
闭”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年8月17日，兴隆路街道办事处组织街道城管执法、市场监督所、食药所等
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要求该店立即停业整顿。

是 停产整治

2017年9月3日当晚，兴隆路街道办事处会同青
岛市环保局市北区分局及综合执法工作人员连夜
入户，阐明相关法规政策，动员商家配合执法，共同
维护小区环境。目前，该商户已停业整顿,小区网点
目前也未发现其他从事产生油烟污染的餐饮项目。
下一步，兴隆路街道办事处和青岛市环保局市北分
局将加大巡查力度，加强日常监管，一旦发现该商
家擅自对外营业，将迅速联合执法部门对其立案处
罚，杜绝异味扰民的情况出现。

176 901-261
来信人反映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

镇伴月山庄北区55号楼的化粪池，臭水
通过地下流入53号楼院内，臭味刺鼻。

威海市 水
两栋楼均建于1995年，至今已20余年，由于建设时间较早，楼外污水管网老化严重，且55号楼地势

较53号楼高约3米，若55号楼化粪池污水因堵塞不能及时通过管网排出时，污水将通过墙缝渗漏，流入
53号楼院内，并伴有轻微臭味。

是 责令改正

1 . 9月3日下午，市水务集团、环翠区市政局及孙
家疃街道、半月湾社区立即赶赴现场全面排查，安
排吸粪车和疏通车对55号楼和53号楼化粪池进行了
清理，发现53号楼西北角污水管道破裂堵塞，导致55
号楼污水渗漏。2 . 9月4日，孙家疃街道安排维修人员
对破损管道进行了维修更换，9月6日已完工。同时，
孙家疃街道安排分管负责人，通过居民议事会议的
形式，及时将相关情况向两栋楼居民作出了说明，
均表示满意。

177 901-262
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镇杨家疃村

西杨某某开的喷砂厂，扬尘污染严重。
烟台市 扬尘

该喷砂厂主要从事金属配件表面除锈业务。现场检查喷砂设备已拆除，无生产迹象，院内剩余部
分原材料和产品未彻底清除。2017年7月牟平区姜格庄街道办事处排查出该企业手续不全，按照“散乱
污”企业处理意见要求，已对该企业进行了“两断三清”。

否

178 901-263

烟台市的海洋污染严重，很多污水
排进海里，海面上垃圾很多，对海洋生
态造成严重污染。当地政府不作为，对
此现象不予理睬。

烟台市
海洋、垃圾、

其他

1 .关于“烟台市的海洋污染严重”问题。经监测，全市近岸海域海水质量总体良好，以符合第一类和
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为主，占全市管辖海域面积94 . 0%。2 .烟台市区除牟平区养马岛旅游度假区
杨家庄村前海区域，存在生活污水直排入海情况外，其他各区没有污水直排入海的情况，入海排水口
分雨水排水口和污水截流排水口：雨水排水口是指实行雨污分流区域的雨水排放口，没有污水排海；
污水截流排水口是指在雨污合流的区域河道入海口处设置截流墙（闸），平时将污水拦截，引入沿线污
水主管网，当雨季雨量较大污水管网超负荷无法及时排放时，雨污混合水会从截流墙（或提闸）溢出入
海。3 .关于岸滩垃圾问题。随着市区近岸海洋功能区划调整、海水养殖的拆除及相关产业的调整，除海
水浴场及个别景区外，市区岸滩及近岸海域已基本为公共海域，岸滩垃圾处于无组织管理状态，特别
是大风天气过后，近岸漂浮和岸滩垃圾较多，对海洋环境和景观造成较大影响。

是 责令改正

1 .立即整改养马岛区域生活污水排放问题。2017
年9月底前，牟平区养马岛度假区管委对物资堆放和
生活区排污设施进行统一规划，铺设污水管道，新
建污水沉淀池，彻底解决养马岛区域生活污水排放
问题。2 .加快老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开发
区、高新区建成区基本实现雨污分流，其他各区正
在组织实施雨污分流工程，其中芝罘区雨污分流工
程计划2017年底完工，其余各区计划2018年年底完
工。各区实现雨污分流后，将彻底解决雨期雨水混
合污水入海的情况，减少雨期对海洋污染。3 .强化海
滩垃圾清理整治。由各县市区政府成立岸滩管护队
伍，安排专人负责巡查、督导岸滩垃圾处置情况。实
行用海单位垃圾清理责任制。各沿海公园、海水浴
场、景区、港口（码头）管理部门及沿海生产企业按照

“门前三包”，各自负责清理用海范围内及相对应的岸
滩垃圾。对近岸海域及沿岸进行监视、监测，督促用海
单位及时清理各自用海范围内的垃圾，对发现的违法
排污行为、乱倒垃圾等行为进行严厉查处。

179 901-264
烟台市芝罘区大海阳路76号楼下违

法建有一冷藏厂，臭气熏天，噪声扰民，
多次反映，一直未解决。

烟台市
大气、噪声、

其他

1 .所反映的“冷藏厂违法建设”问题，该处无冷藏厂，实为个人违法改建行为。此处应为地上车库，
自2009年起被当事人王某某个人擅自改为冷库使用。2 .所反映的“臭气熏天”问题，经现场查看，无明显
异味。3 .所反映“噪声扰民”问题，冷库外有4组冷冻风机存在噪声影响。区环保局环境监测站于9月3日
16时和22时30分，对该冷库设备噪声排放情况进行了监测，周边住宅楼环境敏感点昼间和夜间噪声值
均超标。

是 责令改正

1 . 9月3日，区规划分局就当事人变更房产使用
性质问题，要求当事人立即搬离，恢复房产原有使
用性质。2 .芝罘区环保局就环境噪声污染问题，要求
当事人立即停业整改，将现有冷库内存放的货品搬
离，关停冷库制冷设备。现有地址今后不得从事冷库
储存、分销等经营活动。9月5日10时，该冷库已关停冷
库制冷设备，冷库内存放货品于9月6日全部搬离。

180 901-265
烟台龙口市唐家泊村颖某某表面

处理厂电镀污水随意乱排，导致水源受
到污染。怀疑是将水直接打到地下。

烟台市 水

1 .颖某某表面处理厂应为龙口市颖辉表面处理厂。2016年10月取得烟台市环保局备案意见（烟环
评函[2016]107号)。9月3日现场检查时，该厂因设备检修处于停产状态，无废水排放。2 .该厂配套建设了
污水处理站，生产废水经分类收集进入污水处理站，分类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3 .龙口市环境监测站分
别于2016年5月24日、2017年3月8日和8月1日，对其废水排放情况进行了取样监测，均属达标排放。4 . 2017
年8月26日，龙口市环境监测站对其厂区及周边村共6个水井进行了取样监测，各项指标均未超过《地下
水质量标准》（GB/T14848-1993）中Ⅲ类水质规定的限值。5 . 2017年7月19日，龙口市环保局对该厂进行
现场检查时，发现其违规建设了3条手提镀锌生产线，责令其立即停止3条手提镀锌生产线生产并拆除
生产设施，并处罚款人民币4 . 2万元。8月25日检查时发现该厂违规生产线拆除不彻底问题，现场责令其
立即拆除。截至8月27日17时，已全部拆除完毕。6 .日常检查及本次检查时均未发现该厂存在将污水打
入地下的违法行为。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针对该公司违规建设3条手提镀锌生产线问题，
龙口市环保局依法责令其立即停止3条手提镀锌生
产线生产并拆除生产设施，罚款人民币4 . 2万元。目
前已全部拆除完毕。

181 901-267

龙口市龙港开发区邹刘村的一栋
居民楼（住户有董某某、齐某某），此栋
楼违法在地基下设有一条污水沟，龙口
市邹刘村的屠宰场等污水都通过这条
污水沟直接排入大海。

烟台市 水、海洋

1 .该居民楼位于龙港街道步行街中段，建于1995年，地基下的水沟为四干渠，修建于上世纪50年
代，全长约1 . 2公里，主要用于周边村庄防洪排污。2 .反映的屠宰场应为位于四干渠上游的龙口市食品
分公司。该公司于2001年租赁龙港街道曲家村土地和厂房设立，配套建了3个沉淀池，生产废水经沉淀
后排入四干渠。2017年3月，该公司因其总公司破产和土地厂房租赁合同到期而停产关闭。3 . 2017年6月
前，四干渠沿线生活污水存在直排海问题。

是 其他

针对四干渠沿线生活污水直排海问题，龙口市
已于2016年11月启动了四干渠污水截流工程，将该
渠沿线的生活污水截流至隆基路污水管中，收集到
龙口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2017年6月，该工程竣
工投用，目前已不存在直排海问题。

182 901-268

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青竹园村，
2006年引进的青岛福华海藻有限公司，
生产废水直接排入东河内，然后排入大
海。黑臭水体气味刺鼻，严重污染环境。
2010年河边建了大场污水处理厂，只有
应付检查时才运行。

青岛市
水、海洋、

其他

1 .青岛福华海藻有限公司为省控重点污染源（废水类），已安装在线监测系统并与省、市、区三级环
保部门联网，由第三方运营管理，对污水处理情况进行24小时实时监控。区环保分局对该公司每月开
展一次现场监察，每季度开展一次监督性监测，在日常监察、监测中未发现违法超标排放废水行为，该
企业废水经自建的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到《山东省半岛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的一级标准后
排入丰产河（即反映的“东河”），流经12公里后汇入黄海王家滩湾海域。自2017年7月30日至今，该企业
因供电设施故障一直处于停产状态，污水排放口无污水排放，未作采样监测，不排除生产期间污水偷
排的可能性。2 . 2017年9月3日现场核实，青岛福华海藻有限公司污水排放口无污水排放，企业西侧丰产
河水质较清澈，未发现水体黑臭、气味刺鼻现象。区环保分局已于2017年9月3日当晚对该处河水进行了
采样监测，结果达标。3 .经现场查看,该污水处理模块运行正常。该厂自2012年6月建成后，由大场镇政府
负责24小时运营管理和设备维护，安排专人对每日的出水量及设备运行情况进行记录备案。五年来，
累计处理污水106 . 55万吨，消耗电费38万余元。2015年12月，区环保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出水水
质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达标，2017年8月再次检测，检测结果达标。

是 其他

1 .由区环保分局负责，责令青岛福华海藻有限
公司恢复生产时必须向市、区两级环保部门报告。
同时，对该企业开展监察、监测，确保废水达标排
放，一经发现违法超标排放废水的行为，依法严厉
查处。2 .由大场镇政府、西海岸公用事业集团负责，
加强对大场镇污水处理厂的日常运营、维护，每日
记录运营情况，确保污水达标排放。

183 901-270

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皇冠街道
办悦海湾清华街东首小渔港，1 .破旧木
质渔船产生的固体、液体废弃物严重污
染海水，噪声扰民严重. 2 .海鲜运输车造
成公园路和滨海大道污水横流，异味刺
鼻。3 .该渔港的存在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威海市
水、噪声、

生态、大气、
海洋

1 .关于反映该渔港“破旧木质渔船产生的固体、液体废弃物严重污染海水、噪声污染严重”的问题。
经现场核查，现场没有发现破旧渔船产生的固体液体废弃物问题，但因渔船的动力为柴油发动机，存
在油污污染水体可能，经9月4日国家海洋局威海海洋监测站对该渔港的水质监测报告显示，港池内水
质达到劣四类；另外，渔船作业有其自身特定规律，渔民往往根据潮汐变化决定出海作业时间，因此常
常出现夜间出海作业的问题，加上夜间声音传播较远，渔船发动机马达不可避免会产生噪声。经9月4
日下午威海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的监测报告显示：监测点窗外夜间等效声级、最大声级监测结果均超过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表现1规定的2类声环境功能区排放限值。2 .关于反映该渔港“厢式
海鲜运输车造成公园路和滨海大道污水横流，异味刺鼻”的问题。经现场核查，未发现“污水横流、异味
刺鼻”现象，此前也未接到过此类举报。针对渔民搬运海产品过程中污水流淌问题，城管部门会同皇冠
街道修建了排水沟，污水就近排入污水井，皇冠中队日常巡查未发现厢式货车造成道路污水横流、异
味刺鼻现象。3 .关于反映该渔港的存在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问题。经现场核查，该渔港为天然港湾，与悦
海公园和海上公园连为一体，相得益彰，不存在破坏生态现象。

是 责令改正

1 .由皇冠街道负责，农经局配合，两周内，对该
港内停靠船只进行全面摸底排查，登记造册，摸清
渔船是否在档在册。对排查出的“三无”船只全部进
行清理，对在档在册渔船，按照省市关于减船转产
工作的总体部署，在2017年拆解54条的基础上，进一
步与船主沟通协调，宣传政策，搞好动员，在渔民自
愿的基础上，加大拆解力度，逐步减少渔船数量。到
2020年底前完成。2 .由皇冠街道负责，责成长峰社区
居委会全权管理该小渔港，切实做好小渔港船只和
周边环境的管理力度，同时，加大对停靠在港池内
小渔船船主教育力度，提高其文明作业和环保意
识。3 .由皇冠街道和城管执法中队按属地管理要求，
加大执法巡查力度和频次，安排专人盯守，对随意
排放污水等违法行为严格查处。

184 901-271

潍坊市寒亭区（海洋化工开发区）
昌海大街以北、海旺路以东，潍坊赛诺
凯特催化剂有限公司无危化品使用和
生产许可证、无环保审批手续违法生产
铬化合物，产生的氧化氮和硝酸铬直接
排放,严重污染环境。

潍坊市 重金属

1 .该公司产品不属危险化学品，不需要办理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使用的原料均未列入办
理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品种范围，不需要办理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2 .该公司FCC催化
剂项目环保手续齐全，现场检查未发现该公司生产设备发生变化，但该公司利用现有生产设备生产脱
氢催化剂，属于项目性质、规模发生变化，但未重新报批环评手续。脱氢催化剂生产过程中无废水、废
渣产生，无氧化氮和硝酸铬排放。

是
停产整治、

问责

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其脱氢
催化剂项目立即停止生产，并对其擅自增加产品，
未重新报批环评手续违法行为立案查处，罚款15万
元。

行政警告1人、
通报批评1人、
诫勉谈话1人。

185 901-272

枣庄滕州市荆河街道办南门里社
区和北门里社区交界处的南部，布满了
各种饭店、早点摊，使用高污染燃煤灶
具，污水横流，油烟未经处理，直接外
排。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枣庄市 油烟、水

1 .该区域共涉及早点摊2户，饭店餐馆17家，其中2户早点摊点发现使用高污染燃煤灶具。2017年8月
26日，滕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已对该区域所有从事餐饮的经营户下达了《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责令
19户经营户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同时将废水进行集中处置，防止污水乱泼乱倒，做到文明经营。2 .目前
已有7家饭店餐馆安装了油烟净化装置，待检测达标后正常经营。

是 责令改正

1 . 9月3日下午，滕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其他
10户经营户下达《责令停业整顿通知书》，责令其立
即停业整顿，安装油烟净化装置，检测达标后，方可
恢复经营。2 . 2户早点摊已通知使用清洁能源，其中1
户已使用煤气，另外1户正在整改。

186 901-273

1 .潍坊高密市呼家庄镀锌厂生产异
味呛人，将电镀废水直接排入地下，导
致地下水污染严重。2 .铸造厂粉尘污染
严重。

潍坊市 水、大气

1 .高密市隆翔热镀锌制品有限公司环保手续齐全，位于井沟镇呼家庄社区，主要采用热镀锌工艺，
生产过程中使用盐酸（添加抑雾剂）进行酸洗，酸洗后不冲洗，无废水产生，酸洗过程中产生少量酸雾。
该公司的酸洗及废酸处理装置项目通过环评备案。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因市场原因于2017年7月中旬停
产至今。该公司与聊城市英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合同，危废转移联单齐全。
通过对厂区内水井和离该厂最近的三处水井进行取样检测，井水检测结果呈中性，未发现来件反映将
电镀废水直接排入地下的现象。2 .井沟镇呼家庄社区共有铸造厂7家，其中4家属于“散乱污”企业，已于
8月上旬按照“两断三清”的标准关停取缔，现场无生产迹象；2家环保手续齐全；1家已审批，未验收。现
场检查时，以上3家企业处于生产状态，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高密市环保局委托监测公司对3家铸
造企业进行厂界粉尘监测，符合标准。

是
停产整治、
立案处罚

1 .进一步加强对高密市隆翔热镀锌制品有限公
司的监督检查力度，责令该公司投产前配套安装酸
雾吸收装置，未经批复不得投入生产。2 .责令未经验
收投入生产的高密市龙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停止
生产，处5万元罚款。

187 901-274

潍坊市峡山区明美环卫公司擅自
将垃圾以填埋方式处理，现在万吨以上
的垃圾填埋点有3处，小的填埋点不计其
数，有几处倒在国家一级水源地峡山湖
附近，严重污染地下水及水源。

潍坊市 垃圾、水

此信访件与21批2694号信访件反映的问题基本一致。1 .潍坊市峡山区明美环卫公司于2014年6月份
开始正式运行，每天清运的生活垃圾均有记录和台账，日收集、清运垃圾量约90—100吨，做到日产日
清，收集的生活垃圾集中运至峡山区固体废弃物流转中心进行压缩，通过转运车运至滨海区垃圾焚烧
发电厂处理，有严格的运行记录，未发现随意填埋问题。2 .峡山湖是潍坊市重要水源地。2013年，完成水
库封闭围网70公里，实施全封闭管理；水库沿线安装了84个高清摄像头；执法大队24小时对峡山湖进行
监管。未发现明美环卫公司将垃圾倒在峡山湖附近或在附近有垃圾填埋点现象。

否

188 901-276

1 .淄博市博山区城东办事处主任刘
某某没有任何征地手续违规违法破坏环
境、毁林。2 .良庄石料厂自2007年以来没有
办理任何手续，在博山林业局规定的封山
育林区内，开山采石毁林破坏环境。

淄博市 生态、其他

1 .近年来，城东街道办事处所涉及采伐林木项目共计五宗，均未涉及被反映人。2 .良庄石料厂有营
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博山区林业局于2007年6月6日出具了良庄石料厂开采范围无树
木的证明，不属于博山区封山育林区范围内。3 .在2015年12月依据《博山区石灰石关闭治理工作实施方
案》，博山区对该石料厂实施了断电并拆除了全部生产设备。但地面有散存的尾料，未采取抑尘措施，
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是 责令改正

1 .立即对尾料进行了篷盖。2 .加强对该地区的巡
查力度及频次，进一步强化国土、林业、公安联动机
制，发现问题及时实施公安联动，坚决杜绝非法开
采、毁林等行为，一经发现从严从重处理。

189 901-277

潍坊安丘市市北区淮安路西，智科
机械有限公司院内，石材加工厂无手
续，违规生产，排放污水、噪声、粉尘、废
渣、异味。

潍坊市
大气、水、

噪声、固废、
其他

1 .此件与编号827-271反映的问题基本一致。山东润众石业有限公司租赁潍坊智科机械有限公司
院内厂房，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于2017年7月27日通过安丘市环保局审批，并于8月开始建设，建设进度
约60%，未进行生产。2 .该公司每台设备安装完成后会进行短时间（约10分钟/次）的试机，用以测试设备
的性能是否完好，在试机过程中会产生含尘废水（水切割机、水打磨机、水开孔机运行产生）、少量废气

（石材台面粘合过程中产生）、噪声。废水经收集池收集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石材加工粉末沉淀后
通过压滤机压滤后交由市政卫生部门处理，废气通过水幕帘捕集进行治理，噪声通过建设隔音房、加
强车间密闭等措施进行防治。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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