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污染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类别 处理和整改情况 责任人被处理
情况

307 902-248

莱芜市东鹏机械安装有限公司垄断莱

芜市所有企业的第三方检测项目，在检测

过程中伪造检测数据，检测结果与实际不

符。涉及检测数据造假的企业有：莱钢焦

化厂、莱钢矿建、莱芜分公司炼铁厂、泰

禾生化。

莱芜市 其他

1 .莱芜市东鹏机械安装有限公司是一家环保设备安装运维公司，业务经营范围：接受企业委

托，对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进行日常的运营维护，保证自动监测数据连续、稳定的传输到

国、省、市等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该公司无污染物排放检测资质及业务能力，无法对企业排放污

染物进行监测。2 .四家企业均未委托莱芜市东鹏机械安装有限公司对所排放污染物进行监测，不

存在伪造监测数据的行为。

否

308 902-25
济南市历下区环山路55号中润裕华园

小区6号楼一楼商铺排放噪声、油烟扰

民。

济南市 油烟、噪声

9月3日，经对中润裕华园小区6号楼一楼商铺一一核对。6号楼一楼共有18间商铺，主要以服

装店、美容美发、针灸推拿、五金店为主，无餐饮经营业户，不存在油烟扰民问题，现场无明显

噪声。

是 其他

历下区公安分局将加强对周边沿街商铺的监督管理和巡查

力度，动员广大业户自觉合法规范经营，为小区居民创造一个

整洁安静的环境。

309 902-26
济南市章丘区刁镇尹家小区有多家从

事粉碎、喷漆、铸造的小型工厂，外排刺

鼻性气味，噪声与扬尘污染扰民。

济南市 大气、噪声

1 .章丘区刁镇尹家工业小区内有11家铸造企业，均已办理环评审批手续，其中6家通过了验

收，5家正在进行竣工验收检测。现场检查时，未发现该小区从事粉碎和喷漆生产的企业，未闻

到刺鼻性气味。2 .该园区内11家铸造企业的生产设备和物料均放置在了封闭车间内，主要设备电

炉和喷砂机配套建设了污染防治设施，现场检查时发现企业车间内均有物料放置凌乱现象，存在

扬尘隐患。3 .距离尹家工业小区距离最近的居民区是东南面的尹家村，2017年9月4日经章丘区环

境监测站监测，工业小区昼间噪声值为54 . 5至64 . 0dB(A)，夜间的噪声测值为44 . 0至49 . 5dB(A)，除

去工业小区北面昼间噪声超过了《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外，其他三面均达

标。北面远离居民区，噪声超标是由于刁旧路交通噪声所致。尹家村昼间和夜间的噪声测值分别

为54 . 5 dB(A)和44 . 0 dB(A)，均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要求。

是 责令改正

1 .章丘区刁镇政府尹家网格员加大巡查力度，督促企业加强

管理，防治扬尘污染。 2 .刁镇政府和交警部门在刁旧路设立减

速带、警示牌，引导大车缓慢通行。

310 902-28

济南市历城区东风街道办事处电台路

中段历城区环卫管护中心所属车辆存放

地，近100辆环卫车夜间出入噪声扰民，

同时伴有恶臭。车辆存放地西侧院内的汽

车修理厂夜间噪声扰民。

济南市 噪声、大气

在电台路两侧区环境卫生管护中心共有两处车辆存放地：一处为历城区环卫管护中心车队，

在电台路中段路西，建于2003年，停放垃圾收运作业车辆15辆，并配有车辆维修间一处；另一处

为历城区环卫管护中心机扫队，在电台路北段路东，建于2012年，停放洒水车、机扫车等作业车

辆43辆。根据垃圾收运工作“日产日清”和道路保洁作业要求，部分垃圾收运车辆和道路机械化

作业车辆需在夜间进行作业。其中车队夜间作业车辆4辆（夜间出车时间18:30，收车时间凌晨1：
00—3:00）；机扫车夜间作业车辆21辆（夜间出车时间为夜间零点左右，收车时间为早6:30 ）。为

消除恶臭问题，在车队安装了除臭设备（上海科琳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科琳宝C-30A型消

毒液制取设备及柠檬酸、亚氯酸钠为主要制剂的药剂），通过喷淋、冲洗、擦拭、浸泡等多种方

式，对产生异味的地面、排水沟及收运车辆等进行处理。并对院内积水沟、沉淀池进行钢板密闭

覆盖，将明沟排水改为密闭管道排水，同时喷洒植物香精。

是 责令改正

1 .调整机扫车辆夜间作业时间。将机扫车辆出车时间由夜间
24:00提前至夜间22:00。2 .将车辆维修业务外包，8月16日已完成招

投标工作，三家公司中标（山东交运汽修厂、济南公交维修公

司、济南鸿运来汽修厂）。9月底前签订合同，10月起将全面停

止车辆维修业务，彻底杜绝车辆维修产生的噪音对居民的影

响。3 .规范车辆驾驶员操作规范。车辆进出驻地时严禁所有车辆

鸣笛，车辆启动后禁止加油门充气，一律怠速充气，车辆进出

院落不允许加大油门，低速进出场地，降低噪音，避免扰民。4 .

所有机扫车辆作业每日早上完成道路机扫作业后，在祝甸大街

和西周南路完成冲洗后再停放到院内。

311 902-31
济南市历下区历园新村便民菜市场内

的商铺占道经营，环境卫生脏乱。
济南市 其他

历园便民市场位于山大路北段路西，历园小区北侧，该市场为历下区确定的全区提升规范便

民市场。设有蔬菜、水果、百货等47个摊位、商铺26间，共73家。该市场已设置38个垃圾桶以及1

个公厕，现场未发现环境卫生脏乱现象；发现小胖菜店、牛羊肉店、服装经营店等3家店外经

营，未发现占道经营现象。

是 责令改正

1 . 9月3日，历下区东关街道办事处到历园便民市场进行检

查，对3家店外经营的当事人当场批评教育。当日（9月3日）店

主已将店外物品清理完毕。2 .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下一步将加大

巡查监管力度，突出重点时间、重点时段的监督管理，教育经

营业户积极开展文明经营、规范经营，坚决杜绝占道经营现

象。3 .保洁人员按照“六无”“六净”标准，每天按时保洁，同

时安排清洗车每周对路面进行冲刷，给市民营造一个良好的生

活环境。

312 902-34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原山东农业干部

管理学院，花园路与农干院路北500米

处）餐厅楼安装有多套油烟净化设备，运

行时噪声影响科苑小区北区13、17号楼居

民生活和休息。

济南市 噪声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位于花园路与农干院路北500米，该餐厅楼位于学院中央南侧，供应约2000

人就餐。楼顶安装有四套油烟净化设备，每日早6：00-7：00，中午9：30-11：00，下午4：00-5：
00油烟净化设备开启运行。2017年9月3日，历城区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在四台油烟净化设备同时

运行的情况下，对噪声源和科苑小区北区17号楼1单元602室内（距离声源二十余米处，反映噪声

扰民的居民住宅内），进行了噪声检测，检测数据显示不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是 责令改正

1 .历城区政府责成区环保局对山东农业工程学院下达了《限

期整改通知书》（济历环限改字[2017]第53号），要求该学院完

成整改降噪。2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9月8日完成了隔音板主体的建

设，9月10日全部密封完毕，经检测，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3 .早餐时严禁四台油烟净化设备同时运行。

313 902-35
济南市槐荫区经三路、纬十路小吃街

油烟扰民。
济南市 油烟

1 .此转办件反映问题为经三路纬十路便民商业街,共有餐饮经营业户38家，均属于在与居住层

相邻的商业楼层经营的餐饮单位，且未配套设置专用烟道，使用罐装液化气。2 . 8月13日，槐荫区

西市场街道办事处联合区城管执法局按照《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政府关于依法关闭违法餐饮项目的

通告》规定，要求38家餐饮单位于8月30日前彻底关停或变更为不产生油烟异味的经营方式。

是 关停取缔

1 . 2017年9月3日，经三路、纬十路38家餐饮经营业户已关停

取缔，经营设施已清除。2 .槐荫区西市场街道办事处联合相关部

门加强巡查，防止今后经三路纬十路便民商业街再次出现油烟

扰民的问题。

314 902-36
济南市天桥区大桥镇小张村有一大型

蜂窝煤厂无环评手续生产高硫、高挥发劣

质蜂窝煤。

济南市 其他

该厂为济南市天桥区大桥镇小张村蜂窝煤厂，具有营业执照，2016年10月17日通过环评批复

（济天环报告表[2016]62号），已完成验收检测，正准备项目验收。2017年8月15日，山东鼎安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对该厂购入的原料煤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属民用型煤二级，不符合济南市人

民政府2017年7月16日印发的《关于明确民用块煤和民用型煤质量指标要求的通告》要求。目前企

业未生产。

是 责令改正

9月4日，天桥区环保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大桥街道办事处将该

厂区断电、机器拆除，并责令该厂将原购置的原料煤全部清

理。待新进原料煤验收合格、通过环保验收，且产品经检测符

合济南市民用生活燃煤型煤标准后，该厂方可投入生产。

315 902-38
济南市历下区燕山立交桥下东侧（原

好明亮羽毛球俱乐部场地），每晚19时至
21时有多人在此甩响鞭，噪声严重扰民。

济南市 噪声
经调查，燕山立交桥下东侧是一处公共休闲健身广场，晚间19点至21点经常有人在此甩鞭活

动，产生噪声。
是 其他

9月3日晚，公安民警到当场，对甩鞭者进行了规劝，要求其

注意活动时间和其他人员安全，以减轻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316 902-39
济南市历下区姚家街道燕东山庄1区3

号楼楼前，申通快递运货车辆进出噪声影

响居民休息。

济南市 噪声 经现场了解，姚家街道燕东山庄1区3号楼楼前，申通快递运货车辆进出产生噪声。 是 其他

历下区姚家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联系小区物业以及申通快

递地区负责人对双方进行说明劝导，申通快递负责人制订了整

改措施，并落实到位。1 .在正常上班时间进出小区，避开居民休

息时间；2 .采用电瓶车等噪声小的交通工具；3 .进入小区减速慢

行，不按喇叭，装卸快递时轻拿轻放，减少对居民的影响。

317 902-40

济南有多家民营医院将带有传染性的

废水直接外排，医疗废物随意处置。其中

包括：济南白癜风医院、济南现代皮肤病

医院、济南中研皮肤病医院、济南106医

院、山东手足外科医院、济南肾病医院、

济南中医不孕不育医院等。

济南市 水、固废

9月3日晚，市卫计委组织市、区两级监督机构执法人员对上述7家医院的医疗废水和医疗废

物处置情况进行突击监督检查，查看了相关设备运转情况、污水处置设备加药及出水检测余氯量

及PH值登记记录、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合同书、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等内容。经现场查看，上述7家

医院均设有专门的污水处理间，现场检查污水处理设备运转正常，污水处理间制度健全，医疗污

水进行严格消毒达到标准要求后排放。医院均设有医疗废物暂时贮存地点、设施，制度健全、消

毒设施到位，医疗废物均交由取得环境保护部门许可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济南云水腾跃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转运后及时进行清洁和消毒处理，并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填写和

保存转移联单。上述7家医院医疗废物暂存处置和污水处理符合《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卫

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医疗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596-2006)的相关规定。转办件所提及

的“将带有传染性的废水直接外排、医疗废物随意处置”内容不属实。

否

318 902-41

济南市西郊有多个混凝土搅拌站生产

时有粉尘、噪声污染，包括：金銮混凝土

搅拌站、华森混凝土搅拌站、君峰混凝土

搅拌站、山东鲁桥混凝土搅拌站、华舜混

凝土搅拌站。

济南市
大气、

噪声

1 .山东华舜混凝土有限公司、山东鲁桥建材有限公司济西分公司、山东君峰商砼有限公司、

山东华森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济美分公司位于槐荫区，环保手续完善、治污设施齐全且正常使用。
2017年8月27日、2017年6月23日、2017年8月8日、2017年6月29日至30日，槐荫区环境监测中心分别

对4个家单位颗粒物、噪声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均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017年9月3日现场检查时发现，山东君峰商砼有限公司厂区北侧树下

有约10平方米的干燥地面，上有积尘，未清理到位。2 .腊山北路山东金銮混凝土有限公司、经十

西路山东金銮混凝土有限公司丰齐分公司位于市中区，环保手续完善、治污设施齐全且正常使

用。2016年以来，山东金銮混凝土有限公司周边群众多次反映该公司生产存在扬尘、噪音污染。

因该公司用地为军产，按照军队不再开展经营活动的规定，已明确该土地不再续租，金銮公司也

已初步确定搬迁至长清区归德镇。2017年8月21日，白马山街道办事处与山东金銮混凝土有限公司

签订协议，确定山东金銮自当日18:00起停止生产。目前，该公司已停产，现场无明显噪声和扬

尘。3 .经十西路山东金銮混凝土有限公司丰齐分公司两条180混凝土生产线未经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投入生产。

是

限制生产、

停产整治、

立案处罚、

问责

1 .槐荫区环保局要求山东华舜混凝土有限公司、山东鲁桥建

材有限公司济西分公司、山东君峰商砼有限公司、山东华森建

材集团有限公司济美分公司加强精细化管理，及时维护保养污

防设施，不得擅自闲置污防设施，确保污防设施正常使用。加

大保洁力度，边洒水边清扫，避免积水造成泥浆产生，昼间生

产期间运输车辆减速慢行，不得鸣笛。山东君峰商砼有限公司

厂区北侧地面积尘已清理完毕。槐荫区政府责成区环保局、腊

山街道办事处、玉清湖街道办事处、美里湖街道办事处加大对4

家单位监督检查，同时要求区环保局全天候、全时段开展突击

检查，发挥视频监控作用，确保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积极回应

周边群众对环境的关切。2 .市中区白马山街道办事处、区环保局

与山东金銮混凝土有限公司约定：2017年9月11日，协商确定最

终搬迁时间及相关事宜。该公司搬迁前，如遇有特殊情况需要

暂时生产，必须采取防尘降噪措施。市中区环保局向山东金銮

混凝土有限公司丰齐分公司下达《关于责令山东金銮混凝土有

限公司丰齐分公司原有两条180混凝土生产线停止生产的通知》

（市中环字[2017]10号），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未经同意不得

恢复生产。2017年9月4日，市中区环保局针对需要配套建设的环

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之违法行为，拟

给予罚款4万元的行政处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市中环

罚告字[2017]JC6-15)当日已送达。山东金銮混凝土有限公司丰齐

分公司目前处于停产状态，项目经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后方可恢

复生产。市中区白马山街道办事处和区环保局、区城管执法局

将进行监督检查，增加联合检查频次，督促企业做好厂区及周

边噪声、扬尘等相关治理工作。

问责情况同受
理编号1613号

案件

319 902-43

济南市市中区玉函北区超越幼儿园和

玉函小学西邻有一处垃圾回收站，无环评

手续，散发刺鼻异味影响周边师生身体健

康。

济南市
大气、

其他

1 .来信反映垃圾回收站实际是一处垃圾收集点。该垃圾收集点是玉函小区南区、北区居民及

周边单位的生活垃圾收集公共配套设施，原为砖混式垃圾台，与玉函小区同步规划、建成并投入

使用。后于2011年拆除垃圾台换放两个密闭压缩箱，由六里山环卫所安排专人进行管理，每天定

时进行冲刷、除臭、消杀。2 .依据国家住建部《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编号CJJ27-2012），

该小区垃圾收集点属于环卫公共设施，不属于环卫工程设施，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及国务院第253号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有关规定范围。3 .因夏秋交汇时节气温

尚高，垃圾收集场地、压缩箱体冲刷所排污水散发一定异味。

是 其他

2017年9月3日，该处垃圾回收点收集箱停止使用并移除，同

时，喷洒除臭剂，对地面进行全面冲刷清洗。作业收集方式改

为桶车结合，每天定时收集清运。

320 902-44
济南市市中区建设路87号门口陈家包

子铺油烟污染严重，环境脏乱。
济南市 油烟

1 .陈家包子铺位于建设路87号，为沿街独立商铺，地上地下共两层，地下一层为操作间，采

用电蒸锅加热，有环评手续，已办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证照齐全，属使用清洁

能源且无油烟产生的面食店。2 .经市中区食药监局现场检查，该包子铺操作间存在卫生较差、购

进食品原料没有严格履行进货查验制度问题。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1 . 9月4日，市中区食药监局对陈家包子铺贮存食品原料场所

未分类存放食品原料及采购食品未查验供货者相关证明文件的

行为，下达《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济市中食药监食当罚
20170904号）给予其“警告”的行政处罚，责令履行进货查验制

度，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贮存食品。目前，该餐饮经营者

已按要求整改。2 .市中区二七街道办事处、区食药监局加强监管

力度，监督陈家包子铺严格按照规范标准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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