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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902-149
日照市岚山区高兴镇南

辛庄子村南的日照木浆厂，非

法倾倒垃圾，污染环境。

日照市 垃圾

举报人反映的日照木浆厂实为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固废填埋场，位于岚山区高兴镇南辛庄子村

西南，距离南辛庄子村约2公里。该公司固废填埋场现有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及生态恢复工程、固废填埋场二期

项目，主要用于填埋该公司生产过程产生的绿泥等一般固废。该公司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及生态恢复工程占地

22201平方，总库容19万立方，有效库容16 . 2万立方，于2010年5月开工建设，2010年11月进行试运行，2011年6月正

式投产。该工程环评于2010年11月经省环保厅审批（鲁环审〔2010〕297号），于2011年6月通过环保竣工验收（鲁环

验〔2011〕50号）。该公司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及生态恢复工程已于2016年12月完成填埋并同步封场，顶部已实施

生态恢复，全部覆绿。固废填埋场二期项目占地33333 . 5平方，总库容31 . 22万立方，有效库容27 . 25万立方，于2016

年2月开工建设，2016年12月投入运行；该项目属于“未批先建”项目，岚山环保分局于2016年7月对其进行了立

案处罚，处罚款5万元；二期项目环评于2016年8月经岚山环保分局审批（岚环发〔2016〕12号），正在编制验收监

测报告，开展环保竣工验收。2017年9月3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固废填埋场二期项目正在进行填埋作业，固废填

埋场内及场界均无明显异味。亚太森博浆纸产生的一般固废从厂区运至填埋场，采用汽车密闭运输，沿途无遗

撒等现象，台账记录完备，未发现非法倾倒垃圾现象。两个项目产生的污染物主要为填埋场渗滤液，均采用水

平防渗和垂直防渗方式，渗滤液经底部收集系统收集后在全封闭调节池暂存，随后使用罐车密闭转运至该公

司污水处理场处理后达标排放。渗滤液等废水转运罐车已全部安装GPS系统，并严格过程监管，台账记录完

备。检查组对该公司填埋场6个观测井水质进行了取样检测，该处地下水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

93）三类标准，检测结果显示6个观测井水样的PH、氨氮、高锰酸盐、六价铬、汞、砷、铅、镉、铁、锰监测数据均未

超标。

否

250 902-152
枣庄市滕州市荆河西路

附近熙城金街建筑工地夜间

施工，噪声扰民。

枣庄市 噪声
熙城金街项目建设单位为山东天行健置业有限公司。该处噪声是由连续混凝土浇筑泵送、振捣工序产生，

造成夜间噪声扰民。目前，连续混凝土浇筑已经完成。
是 责令改正

1 .针对熙城金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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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改小组进驻工地，落实各项措施。

251 902-154

枣庄市滕州市木石镇木

石一村村南，兖矿鲁南化工厂

排放刺鼻异味气体，污染环

境。

枣庄市 大气

1 .兖矿鲁南化肥厂具有环评审批手续和验收手续。该公司有组织废气排放主要是锅炉排放烟气和工艺硫

回收排放尾气；锅炉烟气采用炉内喷钙和氨法进行脱硫，采用布袋和超声波湿式除尘，采用SNCR脱硝；净化工

段产生的含硫废气（H2S），采用二级Claus脱硫，硫回收尾气达标排放。无组织排放废气分别采用送入尾气吸收

塔洗涤回收、火炬系统燃放等措施进行处理。2 . 9月3日下午，经现场调查，该公司正常生产，污染物治理设施正

常运行；调阅2017年6月份以来企业在线监测数据未发现有超标数值。同时，滕州市环保局委托山东三益环境测

试分析有限公司对该公司厂界无组织排放情况进行监测，监测结果为：厂区东门监测点（上风向）氨0 . 031mg/

m3、硫化氢0 . 034mg/m3，南门监测点氨0 . 034mg/m3、硫化氢0 . 003mg/m3，北门监测点氨0 . 081mg/m3、硫化氢

0 . 012mg/m3，西2号门监测点氨0 . 035mg/m3、硫化氢0 . 003mg/m3，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相

应标准限值。

否

252 902-155
枣庄市市中区永安镇龙

城路，中坚一品建筑工地夜间

施工，噪声扰民。

枣庄市 噪声
市中区龙城路中坚一品建筑工地近期进行土方回填，确实存在夜间施工现象，产生噪音给周边居民生活

环境造成影响。
是 责令改正

1 . 9月3日，市中区城管局、住建局现场约

谈了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负责人，责令立即停

止夜间施工。2 .安排专人定岗、定责加班进行

蹲守，确保整改到位。

253 902-156

枣庄市滕州市木石镇桥

口村附近联泓新材料公司夜

间生产排放刺鼻异味气体，污

染环境。

枣庄市 大气

1 .联泓新材料有限公司2013年5月开工建设，2015年10月建成投入运营，2013年7月，省环保厅批复了30万吨/

年聚丙烯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变更报告，2014年3月枣庄市环保局批复了乙烯衍生物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变更报告。2016年1月，枣庄市环保局分别对聚丙烯项目和乙烯衍生物工程项目进行了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批复。

该公司有组织废气排放主要是锅炉排放烟气和硫回收排放尾气；锅炉烟气采用炉内喷钙和氨法进行脱硫，采

用布袋和超声波湿式除尘，采用SNCR脱硝；净化工段产生的含硫废气（H2S），采用二级Claus脱硫，硫回收尾气

达标排放。无组织排放气主要采用送入尾气吸收塔洗涤回收、火炬系统燃放等措施进行处理。2 . 9月3日下午，经

现场调查该公司正常生产，污染物治理设施正常运行；通过调阅企业2017年6月份以来在线监测数据未发现有

超标数值。当晚9点，滕州市环保局委托山东三益环境测试分析有限公司对该公司厂界无组织排放情况进行了

监测。监测结果为：东门监测点（上风向）氨0 . 031mg/m3、硫化氢0 . 002mg/m3，西门北监测点氨0 . 038mg/m3、硫化

氢0 . 004 mg/m3、西门监测点氨0 . 061mg/m3、硫化氢0 . 011mg/m3，西门南监测点氨0 . 047mg/m3、硫化氢0 . 007mg/

m3，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相应标准限值。

否

254 902-157
枣庄市滕州市345省道木

石镇路段扬尘严重，污染环

境。

枣庄市 扬尘
S345省道（济枣路）木石段长约4公里，东西方向横穿全镇，是滕州货物运输的一条主要干道。由于修建年

代较早，路面狭窄，车辆密集，道路承载量大，道路扬尘污染现象较为严重。
是 责令改正

1 .立即进行清理整治。组织人力机械上

路，集中对该路段路面和两侧清理打扫，并进

行冲洗。2 .明确长效保洁机制。安排保洁公司

加大人力和机械清理力度和频次，扫地车每天

不间断对路面进行清扫；洒水车每天巡回洒水

不少于四次；增加路段保洁员数量，每天不间

断巡回清扫，确保把道路扬尘降至最低。3 .加

大执法查处力度。安排公路、交通等相关执法

部门，对道路运输车辆，特别是运煤车辆抛洒

行为进行严肃查处，从源头上杜绝道路扬尘污

染。

255 902-160
日照市临沂路英皇KTV

噪声扰民，污染环境。
日照市 噪声

群众反映的英皇KTV实名为日照市英皇娱乐有限公司，位于临沂路与淄博路交会处北侧路东、龙特假日

湾小区西门北侧沿街。针对群众反映的噪声扰民问题，联合调查组于9月3日22:00时赶赴现场检查，并委托第三

方监测机构在龙特假日湾小区内、英皇KTV所在建筑东进行夜间噪声监测，监测结果为 44 . 9 dB（A），符合《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II类标准（标准值为50 dB（A））。9月4日至9月5日，联合调查组再次对该KTV进行

检查，并对周边住户进行走访，周边群众反映该KTV存在噪声扰民现象。

是 停产整治

通过现场检查，对噪声扰民问题，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对该店主要负责人进行了相关法

律法规的宣传，9月5日晚，依法下达了《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该KTV停业整顿，

并做好日常督促检查，确保整改到位。

256 902-161

泰安市岱银集团污水处

理厂、牛仔毛纺厂，距离居民

区近，存在大气、水、土壤污染

问题。当地政府及环保部门未

作为。

泰安市
大气、

水、土壤

1 .经查，来信人反映的污水处理厂为泰安岱银毛纺织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站，厂内东、西各有1套，牛仔毛纺

厂为山东岱银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牛仔布车间。岱银毛纺织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站建于1994年，牛仔布车间

建于2003年，均有环保手续。毛纺厂污水处理西站北距泰安富丽东方小区最近34米，污水处理站东站距泰景城

小区最近28米。牛仔布车间东距泰安富丽东方小区最近30米。泰安富丽东方小区建于2008年，2010年建成入住；

泰景城小区于2014年开工建设，目前已全部售罄。2个居住小区符合泰安市城市规划要求，环保手续齐全。《山东

新澳置业有限公司泰景城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明确该污水处理站恶臭影响范围为50米，泰安市环保

局在批复中明确了在恶臭等不利影响消除前，不得对影响范围内的住宅楼进行销售。山东新澳置业有限公司

按环评批复要求对受恶臭影响的住宅楼进行了公示和告知，购买人在知情下自愿购买并在房价上享受了优

惠。2 .岱银毛纺织有限公司牛仔布、毛呢染色及后整理工序的生产废水，经厂内污水处理站预处理达标后进入

泰安市第一污水处理厂。废水综合排放口装有在线监控设备，并与环保部门联网，近年来，在线及人工监测未

发现超标行为，未发现有废水直接外排现象,不会对周围土壤造成污染。3 .该公司涉气环节主要有：牛仔布车间

后整理产生的废气和厂区东西2个污水处理站异味。根据现场情况来看，异味主要来自调节池、水解酸化池、接

触氧化池及污泥浓缩池等。自2012年以来，该公司每年均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厂区有组织、无组织排放的臭

气浓度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均能够达标。泰山区环保局于2016年12月、2017年9月委托第三方公司进行了臭气检

测，各项指标均能够达标排放。4 .虽然该公司能够达标排放，但离周边居民零排放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自

2010年以来，针对该公司污水处理站异味问题，泰山区环保局多次要求该公司进行了整改：2010年投资360万元

新上污水处理异味处理系统，主要建设了污水池集气罩、除臭塔等防治设施。2012年又投资240万元对气浮池、

二沉池、生物曝气滤池、储药间等加装了密封罩，同时更换了大风机。2016年该公司又投资180万元改造了牛仔

车间定型机异味处理系统，新上1套异味收集处理塔，并对污水集水池进行了全密封。2017年3月，公司再投资72

万元，对污水处理站聚铁加药储存罐、污泥存放处、格栅机进行了密封处理。通过改造及加强对废气处理系统

的监管，企业厂界无组织异味、有组织异味得到了有效降低。

是 其他

1 .加强对污水处理站废气的检测频次，由

原来每年检测一次调整为每半年一次，确保企

业厂界废气达标排放。2 .该污水处理站主要废

水来自牛仔布印染环节，占总污水量的60%。

山东岱银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将牛仔布

车间于2年内进行搬迁，搬迁后污染物将会减

少60%，能够进一步降低异味的产生量，有力

减少对周边环境带来的影响。3 .加强环境监管

力度，将泰安岱银毛纺织有限公司列为重点环

保监管企业，加大监察频次，每季度监察次数

不低于1次。4 .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居民的沟通，

及时将该公司的整改提升情况告知周边居民，

争取获得更多的理解。

257 902-163

五莲县高泽镇邓家沟村，

宝山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坝，无

环保手续，废水污染当地居民

饮用水，粉尘污染严重，尾矿

乱拉乱倒。

日照市
大气、

水、固废

群众反映的五莲县高泽镇邓家沟村宝山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坝实为五莲县七宝山金矿有限公司1#尾矿库，

位于高泽镇邓家沟村东北约500米处。2000年5月，该公司七宝山金矿项目通过了县环保局“一控双达标验收”，

主要包括一个露天采矿区、两个选矿厂和1#、2#两个尾矿库。2000年11月，县环保局批复了该项目的环境影响

报告表。2013年2月，该公司委托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编制《五莲县七宝山金矿有限公司七宝山金矿

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书》，2014年9月，县环保局对该项目后评价报告书出具了审查意见；2015年6月，该项

目通过了县环保局组织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不存在无环保手续问题。该公司1#尾矿库为山谷型尾矿库、非透

水坝，使用土工布和防渗膜防渗。选矿厂产生的尾矿随尾矿水全部通过专门的密闭输送管道直接进入尾矿库，

经自然沉淀后的尾矿留在尾矿库，澄清后废水回用于选矿厂。不存在尾矿乱拉乱倒问题。2017年4月23日，该企

业对1#尾矿库尾矿水中六价铬、镉、汞、砷、铅、铜、镍等七项指标进行了检测，汞、砷未检出，其余均符合《山东

省半岛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676-2007）一级标准。8月31日，中央环保督察组曾向我市交办群众

反映该公司尾矿库尾矿水问题，对此，五莲县于9月1日对该尾矿库回用水进行了取样，对铅、镉、铬、铜、锌、镍

六项指标进行了监测，六项重金属均未检出，符合《山东省半岛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676-2007）

一级标准。经调查，邓家沟村以地下井水为水源。9月4日，县环境监测站对该村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和村中5

口水井的地下水进行了取样，对PH、高锰酸盐指数、铅、镉、铬、铜、锌、镍等8项指标进行了监测，PH值在7 . 58

mg/L-7 . 96 mg/L之间、高锰酸盐指数值在0 . 46 mg/L-2 . 52 mg/L之间，铅、镉、铬、铜、锌、镍浓度均未检出，符合

《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中Ⅲ类标准。该公司选矿厂产生的尾矿初始含水率59%，不会产生扬尘；在逐步风干的

同时，该公司采取独头移动放矿及不定期冲击滩面等措施，使滩面保持湿润，控制尾矿扬尘。9月3日现场检查

时，该公司1#尾矿库喷淋设施、设备数量不能满足降尘要求，有效控制扬尘，库区存在轻微扬尘现象。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9月3日，检查组责令该公司立即改正违法

行为，制订整改方案，增加喷淋设施、设备数

量，严格落实尾矿库抑尘措施。县环保局针对

该公司尾矿库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工业

固体废物扬散的环境违法行为，责令其立即整

改，并处3万元罚款，9月6日送达《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同时，县经信局也安排专人督促企

业整改。9月3日，五莲县七宝山金矿有限公司

立即安排专人增加尾矿库的喷淋作业频次，有

效控制粉尘污染。并联系了喷水车辆设备供应

商，增加喷水设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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