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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被处理

情况

217 901-318

东营市东营区史口镇，东营方大石化有限

公司院内非法提炼渣油，无任何手续，无任何

处理设施，排放废气。

东营市
大气、

其他

经现场核查和查阅资料，举报的企业为东营方大石化有限公司，企业环保审批手续齐全，有一个项目

50万吨/年高等级道路重交沥青项目，该项目相关生产装置处于停建状态，未发现生产迹象；目前，企业

主要以储存渣油、燃料油为主，2 . 4万立方米/年渣油、燃料油经营项目储罐建成后未使用。在设施附近有

轻微异味。

是 责令改正

督促企业严格执行环评“三同时”制度。企

业达到试生产条件后，对企业有组织排放废气进

行监测，确保达标排放。

218 901-319

枣庄市市中区西王庄镇洪村，山东泰和水

处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化工厂，排放高浓度污水

污染地下水。

枣庄市 水

1 .该信访件所指化工厂为山东省泰和水处理有限公司老厂区，位于西王庄镇洪村。公司于2006年3月成

立，立项、环评等各项手续齐备。2014年初，老厂区开始压缩产量，逐步搬迁至新厂区，并于2015年10月

停产。2 .现场检查发现该厂区处于闲置状态，正在进行厂房建筑物拆除，厂内原有的锅炉循环水池以及生

产用水池已经被破坏、干涸，未发现有污水产生及排出厂外情况。

否

219 901-320

济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违反国家规定对10

吨以下燃煤锅炉进行了登记并收取检验费用，

致使企业在本次中央环保督察中10吨以下的锅

炉被拆除，造成财产损失。

济南市 其他

1 .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颁布实施后，全市质监系统共办理了10吨以下燃煤锅炉登记145

台，没有收取登记费用。2 .《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条规定：“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

范的要求，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求。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接

到定期检验要求后，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及时进行安全性能检验”。济南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是济南市质监局所属独立法人的事业单位，负责济南市的锅炉检验工作。济南市特检院依据《关于特种设

备检验检测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鲁价费发﹝2014﹞88号）标准收费。3 .为认真贯彻《济南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市燃煤锅炉淘汰改造工作的通知》（济政办字〔2017〕4号）要求，市质监局

先后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燃煤锅炉淘汰改造工作的通知》（济质监特函〔2017〕120号）《关于进一步做

好锅炉使用登记等有关工作的通知》（济质监特函〔2017〕127号）等8个文件，召集各县区市场监管局局

长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燃煤锅炉淘汰工作。截至2017年8月12日，各县区市场监管局配合相关部门为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颁布实施后登记注册的10吨以下燃煤小锅炉145台全部办理了使用登记注销手

续。

是 其他

1 .要求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对新注册登记的锅

炉严格把关，确保其符合《特种设备安全法》

《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的要求。2 .市质监局将继续指导各县区市

场监管部门要按照当地环保部门制定的燃煤小锅

炉淘汰计划和进度，及时对已淘汰的《特种设备

目录》范围内的承压燃煤小锅炉办理使用登记注

销手续，按时完成35吨及以下燃煤承压锅炉的使用

登记注销手续；对已超出淘汰时限的锅炉，特种

设备检验机构不得予以定期检验。

220 901-321

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前园村西侧康大养殖

场占用基本农田建场，粪便废水未经处理直排

东侧河中，河道散发刺鼻气味，严重污染河

道。

青岛市 水、土壤

1 .信访人反映的养殖场为青岛康大第十六肉鸡场，位于适养区，东侧紧邻沟渠（未与其它水源相

连），该养殖场租赁大场镇青竹园村土地，土地性质为一般农田，租赁期至2026年9月。该企业无环保手

续。2 .养殖场污水来源于肉鸡出栏后，冲刷鸡舍产生。2017年8月8日前，虽然该场自建有小型污水沉淀

池，但因日常维护不善，造成污水管道堵塞，存在污水溢流进入东侧沟渠现象，造成河床脏污，散发异

味。2017年8月8日新污水沉淀池投入使用后，污水通过场区内部管网进入该污水沉淀池沉淀处理，沉淀后

排入东侧沟渠。区环保分局9月4日对沟渠水质取样检测，检测结果为氨氮超标。3 .该企业建有符合行业标

准的粪便贮存池，产生的粪便定期运至泊里镇生物肥厂（青岛康大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制作生物肥

料，无粪便未经处理直排问题。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1 .区环保分局已于9月4日对该养殖场无环保手

续生产及违法排污进行调查，下达行政处罚告知

书，罚款10万元。2 .大场镇政府、畜牧兽医局于9

月底前督促企业立即停止生产，待完善环保手

续、污水防治设施验收合格后，方准生产。其间

对其污染物排放进行严格监督，严禁非法外排。3 .

由大场镇人民政府会同区畜牧兽医局、区环保分

局责成该企业于9月12日前，采取清淤疏通河道等

措施对污染河段进行治理，现已完成。

221 902-01

济南市长清区马山镇小崔村村西的养鸡场

在禁养区范围内，污染严重，严重影响附近居

民生活。

济南市 其他

1 .反映的“小崔村西养鸡舍在禁养区范围内”的问题：小崔村邢某某养鸡舍距离村庄约500米，属于适

养区，不在禁养区范围内。2 .反映的“该养鸡场污染严重”的问题：小崔村邢某某养鸡舍2016年下半年至

2017年8月中旬一直处于停业状态，2017年7月7日，马山镇兽医站曾对其进行过粪污综合利用等工作指导，

约18天前（8月中旬）新购入鸡苗9000只，经现场查看，鸡舍外部全部用塑料及毡布进行封闭，存在轻微异

味。3 .反映的“严重影响附近居民生活”的问题：该养鸡舍西侧临山，南、北、东侧为果园或基本农田，

附近无居民居住。此问题与前期接到过的转办事项（第十六批、序号291 .受理编号826-108，第二十一批、

序号237 .受理编号831-26）为同一问题，属于反复投诉件。8月27日、9月1日，马山镇、区畜牧局已责成马

山镇小崔村邢某某对养鸡设施进行改造提升，建防雨防渗防溢流贮粪场一处。本次现场调查时，贮粪场外

部结构及地面硬化工作已完成，正在进行上顶工作。

是 责令改正

9月3日，当事人邢某某建设完成防雨防渗防溢

流贮粪场。马山镇和畜牧局要求其对后期饲养产

生的粪便进行妥善处理，及时填写养殖档案，加

强安全生产管理。

222 902-02

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与纬一路交叉口西北

角的“俊记牛肉”排放刺鼻异味气体，污染环

境。

济南市 大气

1 .俊记牛肉位于经七路与纬一路交叉口西北角，为熟食店，已办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并已

进行环境影响登记备案。2 .该店使用天然气炉灶和清洁能源，加工过程中有因天然气燃烧而产生的废气及

水蒸气，同时有因牛肉和调料加热而产生的气味，未发现刺鼻气味。

是 其他
市中区杆石桥街道办事处积极宣传环保法律

法规，做好周边居民的思想疏导工作。

223 902-100

城阳区棘洪滩，青岛日鲁食品有限公司

（又称青岛益泽食品有限公司），使用燃煤锅

炉，生产污水直排，夜间偷生产，当地政府充

当保护伞。

青岛市 水、其他

1 . 9月3日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有一台型号为DZL4-1 . 25-M型锅炉，检查时锅炉炉体有余温，说明当

天曾使用。该公司于2017年3月对原有燃煤锅炉进行了改造，并将燃料改为生物质。现场锅炉房及库房内存

有生物质燃料约20吨（查阅其2017年3月份以来购货发票，共计购入生物质燃料135 . 39吨），厂区内未发现

有煤炭存放。2 .该企业生产废水主要为冲洗废水，月产生量约为200吨，进入204国道南侧截污市政管网。9

月4日城阳环保分局对其外排污水取样监测表明，排放废水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标准。

3 . 2015年7月8日，城阳环保分局对巡查检查发现的该企业违反三同时制度环境违法行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

定书，对其处以罚款。该公司已履行罚款。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1 .该企业改造后的燃用生物质燃料的锅炉未经

环保审批，城阳环保分局执法人员对该企业已现

场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停止使用

并立案处罚，罚款7 . 646万元。对其锅炉操作台电

源关闭并张贴封条。该企业已于9月3日晚停止生

产。2 .城阳环保分局继续加强对该企业监管，督促

企业严格落实环保法律法规规定，整改措施不到

位不得进行生产。

224 902-102

即墨市公园街14号停车场内联谊烤漆汽修

厂，距离居民区近，露天作业，喷漆房无废气

处理设施，废气直排，向当地环保局反映未处

理。

青岛市 大气

信访人反映的联谊烤漆汽修厂位于即墨市通济街道窑头新村，于2016年5月营业，主要从事机动车整车

维修，无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证，无环保手续。1 .该汽修厂南侧与居民最近距离约50米，部分维修工序露

天进行，喷漆作业均在喷漆房内进行，但未安装、使用废气防治设施，喷漆废气经排气筒向地面排放。

2 . 2017年8月31日，即墨市环保局受理过周边居民关于对其喷漆行为的投诉，执法人员现场进行了调查，制

作了调查询问笔录、现场勘察笔录，并于当日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其停止经营。

是 关停取缔

2017年9月3日，经即墨市通济街道办事处和即

墨市环保局现场督促，该汽修厂自行拆除了喷漆

房、举升机等设备，并对现场进行了清理，已经彻底

停止经营。

225 902-103

平度市李园街道办事处西七沟村村前有五

六家高碳石墨厂，气味难闻，污水直排泽河。

该企业7月24日停产，督察结束后再行生产。

青岛市 水

经查，信访人反映的五六家高碳石墨厂实为3家，分别是青岛东山石墨有限公司、青岛志国石墨有限

公司、青岛德鑫石墨有限公司，3家石墨厂位于李园街道原门村镇驻地北顺兴路西侧，主要从事高碳石墨

生产。1 . 2017年1月4日，由于存在氢氟酸废气排气筒高度达不到环评要求、氢氟酸环境风险措施不到位、

尚未取得泽河排放口设置许可等原因，平度市环境保护局对3家石墨厂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责令其高碳生产项目停产。停产后，平度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分别对3家石墨厂进行了多次现场检

查，均未发现有擅自恢复生产的迹象。2017年9月3日现场核查，该3家石墨厂已处于停产状态。从现场核查

情况看，目前不存在气味难闻问题，但从日常巡查及监管情况看，曾不同程度地出现过超标排放问题。2 .

经查，3家石墨厂联合投资建设了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水1000立方米，向泽河排水时间为高碳企业建成投

产至2017年1月停产时。2015年6月29日，平度市环境监测站曾对该污水处理厂进行过监测，报告显示，出

水监测项目中各类污染物均符合相关标准。2017年8月28日，平度市环境保护局组织对3家石墨厂附近的泽

河水样进行了取样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除总磷不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JB3838-2002）V类标

准，其余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3家石墨厂生产工艺所排放污染物不含总磷元素，因此，该超标元素与3家

石墨厂所排废水无关。

是 责令改正

1 .平度市环保局已责成3家石墨厂严格落实专

家组提出的整改要求，在未通过环保验收之前，

不得投入生产。2 .从严要求企业对专家提出的问题

逐项进行整改落实，确保各项污染指标做到长期

稳定达标排放，达不到环境质量要求坚决不予验

收、不予发放排污许可证，在通过环保验收之前一

律不得投入生产。3 .平度市环保局将会同李园街道

进一步健全日常巡查和突击检查机制，加强对辖区

内石墨企业的检查监管力度，防止企业私自生产行

为发生，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到位。

226 902-104
平度市云山镇曲埠村庞某某打井厂，修

车、发动机、砸铁产生的噪声扰民。
青岛市 噪声

经查，庞某某系曲埠村村民，常年从事海上勘探作业，平时将一些勘探设备堆放家中，偶尔在家中修

理零配件。现场核实无生产痕迹，其村主任也反映庞某某在村里没有干过打井及修车业务及机件加工行

业。信访人反映的“修车、发动机、砸铁”问题是曲埠村村民庞某某产生的，庞某某在309国道北侧自家

门口从事汽车充气、补胎业务，操作过程中有声响产生，无修车及铁件加工的生产痕迹。

是 责令改正

1 .要求庞某某堆放机械不要占用村民公共通

道，维修零件要远离居民区，避免影响周围居

民。2 .责令庞某充气、补胎不要占用道路；避免晚

上经营，防止噪声扰民。

227 902-106
青岛市市北区哈尔滨路67号蓝山军邸小区

东50米华仁立交桥，存在噪声污染。
青岛市 噪声

该信访举报点位于华仁立交桥西南侧，福州北路西侧，哈尔滨路南侧，伊春路北侧。华仁立交桥西侧

防撞体距离小区东侧楼房最近处约33米。市环保局市北分局9月3日晚对蓝山军邸小区进行噪声检测，检测

结果为超标。

是 其他

今年市城乡建设委为解决市管重点桥梁设施

周边行车噪声扰民问题，设置了专项资金增设隔

音屏，其中包括投诉人反映的华仁立交桥噪音路

段。该项目已经完成了方案设计，确定了项目的

代建和监理单位，目前正在进行该项目的设备公

开采购程序，下一步将全力推进项目早开工、早

实施、早见效，确保今年年底前按期完成设置。

228 902-110

青岛市市南区增城路1号金海广场有多家

商铺，均无证经营，毁坏绿化带，污水乱排，

噪声污染。工商、城管、12345、行风在线均未

解决。商铺如下：10号楼3单元101户隐花园咖

啡店，10号楼5单元102户雲游海边度假客栈，

13号楼2单元101户院里咖啡，13号楼3单元101户

极致潜水中心，8号楼1单元101户甜点店。

青岛市
水、噪

声、其他

青岛市市南区增城路1号金海广场为封闭式物业管理小区。信访人反映的5家商铺中，隐花园咖啡店、

院里咖啡，主要从事咖啡制作和销售；雲游海边度假客栈，主要从事民宿住宿；甜点店，从事蛋糕制作；

极致潜水中心，已停业搬离，不再经营。经查，隐花园咖啡店、院里咖啡、雲游海边度假客栈、甜点店和

极致潜水中心5家商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毁绿现象。其中，隐花园咖啡店、院里咖啡、雲游海边度假客

栈、甜点店4家商铺均无营业证照；5家商铺均无风机、中央空调室外机等固定噪声源；现场未发现有私接

管道乱排污水现象。

是 其他

2017年9月4日，市南区食药局对隐花园咖啡

店、院里咖啡、甜点店三家商铺未取得营业执照

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下达了《监督意见书》，公

安市南分局对雲游海边度假客栈做了笔录，均告

知现场负责人未取得营业执照和相关审批证件不

得从事经营活动。小区内毁绿问题已进行整改，

对小区外绿地内铺装道路进行了拆除，整理了地

面，播撒了草种，铺盖上草帘，恢复草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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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头石老人、北姜南姜、东西麦窑、雕

龙嘴返岭、王哥庄西山，蒲里会场、东台西

台、我乐磅石、书院周哥庄、东陈鸿园等沿海

沿路的社区，存在社区主任、书记私建豪华别

墅、会所、宾馆饭店、公墓、工厂等，污染景

区环境的现象。

青岛市 其他

信访人反映的问题涉及崂山区4个街道办事处的20个社区37人，其中18个社区位于崂山风景区内，2个

社区的部分区域位于石老人礁岩景区内。1 .部分社区书记、主任（或其近亲属）存在违法建设、违法占地

或超面积翻建房屋的情况。（1）北姜社区居委会主任王某某，建苗圃看护房140平方米左右，无审批手

续，属违法建筑。（2）返岭社区主任林某某，违法翻建海边一处育苗养殖房。（3）王哥庄社区主任苏某

学之子苏某格，擅自建设地基，占地面积728平方米。（4）会场社区书记陈某某，违法翻建宅基地超出面

积251平方米。（5）磅石社区书记孙某某翻建老宅240平方米，属超面积建设；另有一处60平方米房屋属违

法建筑。（6）磅石社区主任黄某某，现住房屋200平方米，属超面积建设。（7）东陈社区书记陈某强之子

陈某伟，有一处140平方米办公用房及一处60平米活动板房，无建设手续，属违法建筑。（8）东陈社区主

任陈某林之子陈某鹏，建设二层楼房160平方米，用于办公；同年建设一处水井房，面积60平方米，均无建

设手续，属违法建筑。（9）洪园社区书记苏某，现居住房屋约280平方米，属超面积建设。2 .经初步核实，

未发现社区书记、主任私建宾馆饭店。3 .南姜社区存在违法建设经营性墓地问题，西麦窑社区和雕龙嘴社

区存在违法建设销售经营性墓地问题，会场社区和西山社区存在超面积建设墓地问题。4 .西山社区主任柳

某的配偶姜某， 2015年利用个人承包集体土地建设400平方米平房，用作矿泉水生产车间；会场社区书记

陈某某于2010年违法占用集体土地建设1133平方米仓库。5 .经初步调查，未发现社区书记、主任（或其近亲

属）私建的工厂等有污染景区环境的现象。

是
责令改正、

约谈、问责

1 .王某某违法建设的苗圃看护房于2017年年底

前拆除。2 .林某某超面积扩建的育苗养殖房，加紧

履行相关程序。3 .陈某某超出面积住房问题，履行

相关程序；对违法建设的1133平方米仓库，于2017

年年底前拆除。4 .苏某某违法建设于2018年6月底前

拆除。5 .姜某，违法建设的400平方米平房，于2017

年年底前拆除。6 .陈某伟、陈某鹏违法建设的房

屋，于2017年年底前拆除。7 .对南姜社区违法建设

经营性墓地、西麦窑社区违法销售经营性墓地、

西山社区超面积建设墓地、会场社区超面积建设

墓地问题，区民政局已会同有关部门立案调查。8 .

约谈崂山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分管领导。

党内警告3人，

诫勉谈话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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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沧区李村河中下游治理曲哥庄段、青山

路西段路北、海尔鼎世华府小区北侧、李村河

曲哥庄段中心小岛，常年堆放建筑垃圾，扬尘

污染严重。李沧区东部各社区在各村山上违规

建墓地，肆意毁坏林木，破坏生态环境。

青岛市

垃圾、

生态、

大气

1 .信访人反映堆放建筑垃圾的位置为李沧区青山路759号附近空地。该地块原为曲哥庄社区集体土地，

现为北京银基房地产开发公司所有，目前由青岛智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青岛永伟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租

赁使用，该处现存放有石渣等工程物料约2000立方米，均使用绿色密目网进行了覆盖。因场地内车行道未

硬化，车辆行驶会产生扬尘污染。2 .李沧东部各社区分属世园街道办事处和九水街道办事处。世园街道上

臧社区的天水路以北怀念堂、毕家上流社区的集中墓区是将农村传统墓葬区的散坟集中整治建设而成，其

它坟地为传统墓葬区。李沧东部各社区未建设对外经营的盈利性墓地，现场未发现大面积毁坏林木、破坏

生态环境的问题，但散葬坟墓建设时对山林有破坏现象。

是 责令改正

1 .由承租方继续做好堆放物料的覆盖，定期洒

水降尘，10月15日前完成场地内行车道地面硬化工

作。2 .世园街道办事处、九水街道办事处将进一步

加强对墓地所在山体的环境整治，提升绿化水

平，会同相关社区加强对居民的宣传教育，鼓励

文明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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