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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902-187

淄博市淄川区范阳河旁，文昌湖上游河夹

村西淄博净洁净水剂有限公司将废渣堆放在厂

区内，污水通过暗管直排到范阳河内，最终流

进文昌湖，另外污水还经常排到厂区南边的深

井里。

淄博市 水、固废

该公司因市场原因，于4月17日停产至今。废渣为企业生产中产生的底泥，因东侧料棚储满，部分底

泥露天存放。生产废水均回用于反应工段，不外排；厂区生活污水产生量较小，用于浇花、洒地；厂区已

进行雨污分流，有一处雨水排口，经对厂界上下游范阳河河水取样检测，水质均符合标准且上下游水质无

明显变化。现场检查未发现暗管直排范阳河。厂区西南侧有一处浅水井，井水用于生产，未发现企业污水

排到水井现象。但企业厂区内东侧底泥露天存放处未作防渗处理，涉嫌造成环境污染。经对该水井取样监

测，氯化物超标。

是 责令改正

1 .责令企业5日内对现场堆积的底泥进行了清

理，全部贮存于已做硬化防渗的料棚内，对料棚采

取设置围堰等防流失措施；按照固体废物资源化、

无害化原则，将底泥运至水泥厂等建材企业综合利

用，逐步消化存量。2 .对水井暂时封存，聘请有资质

的单位制订水质处理方案，待整治达标后，进行永

久性封井弃用。

273 902-188
淄博市淄川区银座正承广场尚都公寓附近

有广场舞活动，噪声扰民。
淄博市 噪声

1 .群众反映该问题属实，与环保督察受理编号第十二批822—83号情况相同，属于重复投诉，已进行了

处理。2 .淄川区银座正承广场是集餐饮、购物、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广场，是淄川城区老年人业余

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自8月23日起每晚安排2名工作人员值班，维护活动秩序，监督音响音量，及时劝离

晚9点后仍不散场的群众。同时，正承物业采取强制措施每晚9点准时对广场予以停电。目前正承物业管理

人员按照职责进行管理，群众性文化活动正常开展，现场活动秩序良好。

是 责令改正

1 .由正承物业加强广场日常管理，强化晚间值班

巡查，维护广场舞活动秩序。2 .由般阳路街道办事处

强化对群众广场舞活动宣传引导，合理疏导分流，

文明组织广场舞活动。3 .由淄川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强

化日常巡查、检查，依法依规处置噪音扰民行为。

274 902-190
淄博市桓台县马桥镇小庄村养殖区臭气熏

天，多次反映均未解决。
淄博市 大气

1 .小庄村养殖区属于畜禽养殖控养区。现有养殖户15户，生猪存栏量2540头。经现场查看，部分养殖

户存在猪粪露天堆放现象，现场及周边有异味。2 . 2017年以来，桓台县政府投诉中心、县信访局、环保

局、畜牧局、马桥镇政府均未发现关于该问题的投诉举报记录。

是 责令改正

1 .猪场露天粪污已于9月6日清理覆盖完毕。2 . 9

月30日前各养殖户建成储粪场和污水储存池等相关

配套治污设施。3 .治污设施投用之前做到粪污日产日

清，保持好环境卫生。4 .马桥镇政府、县畜牧局加强

日常巡查监管，确保按期整改到位。

275 902-193
淄博市淄川区淄川立交桥西头有家模具雕

刻厂，污染物乱排。
淄博市 其他

松龄路街道辖区立交桥西头确实存在一处模具雕刻门头，情况属实。2017年3月份实施“散乱污”企

业综合整治以来，该企业因手续不完善，于5月份自行关门停业，拆除雕刻机等生产设施。经现场查看，

该模具雕刻门头原有两台雕刻机及原材料均已自行拆除清理，现场无生产迹象，无污染物排放。

是 关停取缔

1 .责令松龄路街道进一步加大对辖区内各类场

所、院落的巡查检查力度，及时排查各类环境违法

行为。2 .加大环境违法处罚力度，对各种环境违法行

为做到及时发现、依法处理。

276 902-194

淄博市经济开发区北郊镇后沟村，2008年

村主任朱某某和韩某运输化工废料，向地下排

化工废水，导致地下水受到污染，多次举报无

果，污染源在济青高速周村立交桥路东300米

处；村主任朱某某私自将土地转给王某某，非

法经营洗车、收油、收铁点，长期排污，污染

源在济青高速周村立交桥以北路西。

淄博市 水、其他

1 . 2008年7月，韩某在租赁的后沟村土地上停放过化工原料的运输车，用水冲洗过运输罐，有污水直排

渗坑现象。群众举报后，周村区环保分局及时进行了处理，对韩某罚款3万元，未发现村主任朱某某和韩

某运输化工废料现象。目前该地块已被济青高铁征用。2 .村主任朱某某是将公路边120平方米租赁给后沟村

王某某用于建设卫生室，后兼作洗车、收油、收铁等业务。2016年12月22日因王某某非法储存燃油被公安

机关行政拘留5日，并将燃油没收，该处租赁地目前只有收铁和洗车两项业务，有洗车随意排放现象，未

对周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是 责令改正

1 .责令经开区对罐车停放场地和洗车点开展全面

排查，规范管理，防止出现私自冲洗罐车，污染环

境的现象发生。2 .对王某某租赁地的洗车和收铁业务

进行取缔，恢复该地块为卫生室专用。北郊镇对周

边开展综合整治，改善环境卫生状况。

277 902-195

淄博市临淄区瑞泉阳光小区北，东面的商

住楼有三十多家饭店，噪声严重，油烟扰民，

投诉多次都未解决。

淄博市

噪声、

油烟、

其他

经查，该小区北门、东门共有33家饭店，商业房24家，商住楼9家。停业和装修未营业10家。营业的23

家中，2家为不产生油烟的蒸煮类，其余21家均于2017年8月15日前安装了油烟净化设备（7家油烟噪声检测

合格，其余14家检测后待出结果）。前期未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前，确实存在油烟扰民和夜间客人就餐晚、

喧哗等噪声扰民问题。今年，临淄区民生热线共接到6件关于此处油烟、噪声扰民的投诉，均按程序进行

了交办处理，回复结果全部满意。

是 停产整治

1 .责令尚未出检测结果的14家餐饮单位立即停业

整改，油烟检测合格后方可营业；前期停业的10家

餐饮单位立即整改，完善相关证照，安装油烟净化

设施，并经检测合格后方可营业。2 .强化联合执法，

加强9家营业中餐饮单位日常管理；积极开展文明餐

桌行动，倡导文明就餐，餐饮单位对夜间就餐不文

明行为及时进行劝导，避免出现噪声扰民。

278 902-196

淄博市临淄区金山镇东崖村志华富瑞达有

限公司生产过程中粉尘漫天飞扬，噪声严重，

距离河道过近，严重污染水源。

淄博市

大气、

噪声、

水

群众反映的金山镇东崖村志华富瑞达有限公司实为淄博志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淄博富瑞达化工有限

公司。1 .淄博志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防治粉尘污染，各工序均配套安装了布袋除尘器，并采取密闭装卸

措施，同时建有车辆冲洗平台。2 .淄博富瑞达化工有限公司为防治粉尘污染，煅烧过程中产生的烟尘采用

布袋除尘，散装物料仓、原料仓配套安装布袋除尘器，并配备移动式雾化炮和洒水车各1台，建有车辆冲

洗平台。3 .经检测，两家企业符合噪声排放标准，无入河排污口。但因管理水平不高，在粉性物料装卸、

运输等环节存在粉尘污染问题，对此，临淄将两家公司纳入综合治理工作中，自4月份已停产整治，截至

目前，两家公司尚未达到治理标准，仍处于停产治理状态。

是 停产整治

1 .责令两家企业严格按照《临淄区重点区域重点

行业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方案》标准要求进行治理，

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2 .责令金山镇人民政府

加强巡查管理，确保两家公司治理期间各项污染防

治措施落实到位。

279 902-197

临沂市河东区环保分局为应付检查，将辖

区内所有企业及养殖场全部关停；环保分局不

作为导致河东区有近1000家小企业环评未验

收。

临沂市 其他

1 . 2017年5月，河东区组织开展“散乱污”企业集中整治活动，对151家关停取缔类“散乱污”企业关

停取缔，做到“两断三清”；对2438家限期搬迁类和停产整治类企业限期搬迁或停产整治，待整改达标后

即可复产；对于养殖场整治，由畜牧部门牵头对禁养区内已建成的2996家养殖场（户）进行限期关闭或搬

迁，对限养区和适养区的546家养殖场（户）进行提升改造。不存在将辖区内所有企业及养殖场全部关停

的情况。2 . 2016年以来，河东环保分局先后4次下发通知，督促“未验先投”项目依法完善环保手续。2017

年，河东区环保分局督促全区659个未验收项目申请验收，对其中115个试生产超过1年的进行处罚。截至目

前，有116个通过验收，32个未通过验收，172个已搬迁、拆迁或破产，其余339个尚未提交验收申请。

否

280 902-198
淄博市沂源县沟泉看守所北山坡上“沂源

县鑫源木业有限公司”喷漆有刺鼻气味。
淄博市 大气

沂源鑫源木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31办理环评手续，同年4月10日办理营业执照，主要从事木箱、木

托等木制品加工。前期，该企业喷漆作业因与环评批复不符，被责令停止喷漆作业，并罚款一万元。8月

21日，该企业又因环保设施不配套，被沂源县环保局和南麻街道责令停产整改。现场检查时，发现喷漆工

艺项目处于停产状态，未发现喷漆现象。

是
责令改正、

关停取缔

1 .南麻街道立即对鑫源木业喷漆房采取“两断三

清”措施，仅保留其木托、木箱等木制品加工项

目。2 .将该企业作为监管重点，进一步加强检查监

管，确保企业依法生产，扬尘、噪音稳定达标。

281 902-199
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苏王村淄博金帝砂轮

有限公司排放粉尘、污水，污染环境。
淄博市

水、

大气

淄博金帝砂轮有限公司无环保手续，生产过程中存在粉尘污染现象。在“散乱污”整治中，该公司被

列入企业搬迁入园类，自2017年3月30日停产至今，且已落实断电贴封措施。收到第481号交办件后，立即

进行现场勘察，该企业并未发现生产迹象。

是 关停取缔

1 .责令该企业按照搬迁入园类企业时间节点要

求，完成搬迁入园工作。2 .责令淄川区昆仑镇政府进

一步加强对该企业的监管巡查力度，一经发现私自

生产等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

282 902-200
淄博市高新区民营工业园民泰路19号山东

嘉腾实业有限公司直排粉尘，污染环境。
淄博市 大气

1 .此处为山东嘉腾实业有限公司西厂区，主要设备为4台梭式窑，燃料为天然气。2 .该企业原料加工和

混料工序各配备一套布袋除尘器，但在投料、提升作业时易产生无组织粉尘。3 .该企业提供的2017年6月27

日第三方机构检测结果表明，梭式窑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达标排放。4 .现场检查时，

该厂区原料加工和混料工序停产，正在安装集尘设施，地面有积尘；除尘设施维护保养不及时，无维护保

养台账。

是 停产整治

1 .责令山东嘉腾实业有限公司西厂区立即停产整

治，待验收合格后方可复产。2 .责令高新区环保局加

强对山东嘉腾实业有限公司的监管，监督该企业严

格落实停产整治措施。

283 902-203

东营市东营区东二路与运发小区中间小路

两侧有2处废品收购站，排放噪音、异味扰

民。

东营市
大气、

噪声

交办单反映的实为位于东二路东侧、运发小区西侧的服务大院，里面有一处废品收购站点。该废品收

购站只从事废品收购业务，无加工场所及相关设备，可能偶尔有噪声问题。
是 责令改正

2017年9月3日，对该处违规废品收购点下达了整

改通知，对其进行了清理整顿。

284 902-205
东营市西郊铁路货场有限公司违法生产，

排放刺鼻异味气体，污染环境。
东营市

大气、

其他

1 .东营市西郊铁路货场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集铁路物资上下站运输、化工产品仓储经营等于一体的民

营第三方物流企业。现有项目为油库仓储扩容项目，环评手续齐全。2 .经咨询相关责任人和查阅相关资料，

受市场环境影响，公司近期未进行油气储存外运。经现场核查，厂区内未发现有生产装置，装卸车处已安

装油气回收装置并配有油气回收罐；厂区内没有明显异味，但在回收罐附近有轻微的汽油味，存在少量有

机物挥发现象。

是 责令改正

1 .责令企业对装卸车区域及配套油气回收装置再

次进行全面排查，最大程度上避免因装卸车而导致

的无组织排放问题。2 .加强对该公司的日常监管，对

各类环境违法问题，及时依法查处。

285 902-208
济南市天桥区济泺路24号噪音、尘土污

染；济泺路26号工厂排放刺鼻异味气体。
济南市

大气、

噪声

1 .济泺路24号院有两家公司，分别为黑豹物流公司和嘉禾旅行汽车公司，车辆进出存在启动、鸣笛噪

音和扬尘问题。2 .济泺路26号院有一家木雕加工厂，占用待拆迁临时院落进行喷漆作业加工，产生刺鼻气

味，不具备下一步提升改造能力和条件。

是
责令改正、

关停取缔

1 . 9月3日，天桥区环保局、经信局、泺口街道办

事处责令黑豹物流公司和嘉禾旅行公司加强车辆和

司机管理，禁止鸣笛；加大路面保洁力度，增加洒

水频次，减少扬尘污染。2 . 9月3日，天桥区环保局、

经信局、泺口街道办事处责令木雕加工厂立即停

产。9月4日，该厂已关停取缔。

286 902-209
潍坊市昌邑市龙池镇二甲村村东多家养殖

场排放刺鼻异味气体，污染环境。
潍坊市 大气

昌邑市龙池镇二甲村东共有养殖户14家，从2000年陆续开始建设，其中养猪户9家，养鸭户3家，鸡、

狐狸养殖户各1家。最近的养殖户离居民区40米，其余养殖户超过50米，均属限养区范围。养殖过程中，

存在粪污不规范暂存，雨污不分流及异味污染等问题。

是
责令改正、

关停取缔

2017年8月中旬，龙池镇向相关养殖户下达了《限

期改造通知书》,要求14家养殖户在9月13日之前采取

以下措施进行整改：一是严格按照标准进行储粪池和

污水储存池配套建设，确保做到防渗、防雨、防溢流，

并对两池进行覆盖，最大程度防止气味外泄。二是对

粪污收集输送沟渠进行防渗、密封改造，暗沟布设，严

格实行雨污分流，目前已完成。

287 902-210
济南市章丘区北部山区被非法开采石料，

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济南市 生态

1 .章丘南部为山区，北部为平原，举报人反映的北部山区可能是指章丘城区东北部的普集、相公庄街

道的长白山、东岭山一带，历史上，该地区一直有石料开采企业，2013年以来，区委、区政府为保护生

态，对章丘境内石料厂进行了关停整顿，目前该地区仅保留1处石料厂，为章丘区普集街道办事处的蓝星

石材矿业有限公司，有环评手续并通过验收。现该厂正在停产整治。2 .举报人反映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历史

上石料厂开采遗留的废弃采坑，不是非法采矿造成的；对于举报人反映的非法采石问题，近年来章丘区始

终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近期未发现新的非法采石现象。

是 责令改正

章丘区政府按照要求做好以下工作：1 .按照《济

南市山体保护管理办法》有关要求，保护好现有的

山体。2 .继续加大对非法采矿打击查处力度，做到露

头就打，一经查实，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处罚规定的

上限进行重罚。3 .在2015年投入资金100多万元对该地

区的东岭山东麓进行修复治理的基础上，继续争取

各方治理资金，突出重点，由点带面，先从重要交

通沿线可视范围内的山体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

进行破损山体修复工作。

288 902-211
济宁市金乡县奎星湖周边居民向湖内直排

生活污水，污染环境。
济宁市 水

1 .奎星湖公园位于县城中心，是金乡县城市居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区域。为改善奎星湖周边群众生产生

活环境，提升生活质量，2012年，金乡县政府对公园东部、北部、西南片区进行了棚户区改造；2016年，

对公园东南片区进行了棚户区改造，消除了居民生活污水直排入湖的现象；2017年，又对奎星湖公园实施

了改造提升，完善了奎星湖外围居民区域的中心街污水管网、奎星路污水管网、金山街污水管网，三条污

水管网全部与城市污水主管网连通，污水通过主管网进入县污水处理厂处理。不存在奎星湖周边居民向湖

内直排生活污水的现象。2 .奎星湖总面积85亩，以公园南北路分界为三块互不连通的水体，且三块水体与

外界不连通，自净能力较差，平水期时间段，水位较低，仅靠抽取地下水进行补充，补充水量较少。调查

中发现，奎星湖公园片区现有两处生活区，分别为公园南门生活区、西北部县政府家属院生活区，两个生

活区都是老旧小区，小区内基础设施配套不够完善，雨污分流管网标准低，在汛期大雨时，短时间内存在

雨污混合水体通过雨水排水口外溢入湖的现象。3 . 9月4日，调查组对奎星湖内多处水样进行采样检测，经

检测西奎星湖（文峰塔）水样COD53 . 7mg/L,氨氮1 . 07mg/L，奎星湖附小北临东侧COD63 . 0mg/L,氨氮

1 . 49mg/L，奎星湖中央COD51 . 7mg/L,氨氮1 . 33mg/L。

是
责令改正、

约谈

1 .金乡县政府组织金乡县园林局、县市政管理局

研究制订整治方案，由县园林局在9月10日前制订湖

内水质改善计划，强化监管力度，由县园林局养护

公司加大入湖排水口巡查，对公园区域内管网全面

排查、疏浚；由金乡县市政管理局针对排查出的管

网问题，实施两个生活区污水管网改建工程，9月20

日前将其与周边主排污管网连接。2 .金乡县政府对负

有监管职责的金乡县园林局副局长、养护管理科科

长，金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金乡县市政

管理局局长，金乡县市政管理局副局长及金乡县园

林局养护公司经理进行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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