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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902-45

投诉人于8月15日反映过济南市市
中区阳光舜城小区十五区7号楼楼下
西北角一楼红高粱餐馆外排油烟影响
居民生活的问题。区城管局仅让该酒
店停业，烟筒、墙壁油污依然存在。

济南市 油烟

1 .在前期第815-67号转办件的办理中，8月30日市中区舜耕街道办事处、区城管执法局、区食药监局及
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对该餐馆实施了关停取缔，拆除了炉灶、油烟净化设施，搬离了设备。2 .经舜耕街道办
事处查阅巡查记录并现场核实，红高粱餐馆自8月30日以来一直处于关停状态，烟筒尚未拆除，墙壁油污
存在。

是 关停取缔
9月4日，市中区舜耕街道办事处组织将红高粱餐馆烟道拆除完

毕，并已将墙壁油污清理完毕。

322 902-47
济南市天桥区金牛小区金牛综合

市场内活鸡屠宰商户凌晨经营噪声扰
民，污水随意排放，异味很大。

济南市
噪声、水、

大气
该金牛综合市场是一处便民市场，市场内有老太太鱼行、天天海鲜、同发鸡鱼行3家活禽屠宰经营业

户。该三家商户污水经污水管道排放，存在异味和噪声扰民问题。
是

关停取缔、
约谈

1 . 9月3日，天桥区市场监督局联合相关部门及泺口街道办事处责
令金牛综合市场主管方停止老太太鱼行、天天海鲜、同发鸡鱼行三家
商户的活鸡屠宰经营项目，对三家业户的活禽及鸡笼立即进行了清
理，责令金牛综合市场主管方加强日常市场管理。2 .对1名相关责任人
进行了约谈。

323 902-48
济南市历下区燕山小区中心花园

内有人夜间唱歌，噪声扰民。
济南市 噪声

经走访了解，晚上19：30至21：00之间，历下区燕山小区中心花园确有两支群众自发形成的队伍在小
区公园内练习歌舞。

是 其他

1 . 9月3日，历下区燕山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工作人员约谈了晚间
活动队伍的骨干人员。2 .结合实际，制定了燕山小区公园管理规定，进
一步引导和规范群众活动。一是禁止使用大音量扩音设备；二是规定
每日活动时间不能超过21：00；三是中高考等重要时段禁止组织排放噪
音的文体活动。3 .组织居民讨论，形成小区公园文化活动规范，并在公
园醒目位置张贴管理规定。目前，管理规定已张贴。

324 902-49

济南市历下区龙洞街道办龙洞片
区龙鼎立交桥西北角（大华紫郡小区
二期、三期南侧）小山上有一家碎石
厂，开采石料破坏山体植被，影响生态
环境。生产及运输中的粉尘、噪声污染
严重扰民。

济南市
大气、
噪声、
生态

1 .该处原有一家石料厂。5月4日，按照《关于依法取缔非法开采矿产资源和小石料加工场的通告》要
求，相关部门已将其关停取缔。现场未发现有磕石机及生产迹象。2 .该处目前临时堆放的大量石料，是南
外环东延工程道路开山及浆水泉隧道施工产生的。现场石料及车道都已用绿网覆盖并做好防尘等工作。
3 .经区国土分局现场确认，不存在破坏山体的行为。4 .经区发改委确认，未发现违法破坏林木问题。5 .据核
实，石料运输过程中采取了相应的扬尘噪声防止措施。

是 其他

1 .龙洞街道办事处组织人员对该处实施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巡查，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2 .石料石渣运输过程中，严格落实渣土运输标准
及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对现场未清运的石料、石渣及时进行覆盖。同时
做好周边道路的洒水降尘。配备保洁人员对运输撒漏造成路面污染
的，及时进行清理。作业完毕后及时进行覆盖，防止扬尘污染。3 .隧道工
程施工结束后，12月31日前将该处石渣清理完毕，由主体责任部门山东
盛大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中铁四局绿化提升，恢复原貌。

325 902-53

济南市市中区七贤镇杨庄村村
南，山东世纪华新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批建不符，外排刺鼻气味扰民，运输车
辆常有不明液体洒漏。

济南市
大气、
其他

1 .山东世纪华新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市中区杨庄村南480号，于2011年办理环评手续（市中建环审
[2011]619号），2012年5月，高效减水剂复配混凝土外加剂项目通过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市中环验[2012]43
号），不存在批建不符。2 .该公司外排刺鼻气味为生产混凝土添加剂过程中的外加剂所致。3 .该公司运输过
程采用吨桶密封外运，现场未发现洒漏问题。

是 责令改正

1 . 2017年8月31日，市中区环保局要求该公司提升环保治理措施，
加装车间废气收集装置，由原气体无组织排放，变为收集处置后有组
织排放。9月6日，山东世纪华新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制定《整改方案》，将
于2017年12月6日前完成整改。2 .交警市中大队于2017年9月3日约谈该
企业负责人，要求规范作业流程，细化操作环节，采取封闭密封措施，
保证吨桶外表干燥整洁。同时，加大日常巡逻执法对运输车辆超载、洒
漏等交通违法行为检查的检查力度。

326 902-55

济南市槐荫区腊山北路舜通山庄
内开设的会馆，油烟扰民。吕某某在小
区内私自打井盗采地下水，违法建造
天桥并与山体相连，破坏了山体植被。

济南市
油烟、水、

生态

1 .舜通山庄小区内未发现开设会馆现象。但经排查发现，个别住户宴请亲朋好友频次较多，未安装有
效的油烟净化装置，净化效果差，存在油烟扰民现象。2 .因该小区没有自来水管网，通过打井采地下水解
决居民用水问题，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中的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
等少量取水，不存在私自打井盗采地下水行为。3 .投诉涉及的天桥与吕某某的房子是当时同步建设的，非
吕某某后来自行建造。现场未发现破坏山体植被现象。

是 责令改正
槐荫区政府责成区城管执法局、张庄路街道办事处责令当事人立

即进行整改，并限于2017年9月16日前更换有效的油烟净化装置，提高
油烟净化效果。

327 902-57

济南市历城区彩石街道办事处两
岔河水库（狼猫山水库），南宅科村东
面河道边建有多处违建别墅，污染水
源，要求拆除。

济南市 水

该转办件为重复件与8月16日第五批815-06号转办件反应问题相同。针对狼猫山水库周边、南宅科村
东面河道边违建别墅的问题。8月16日至8月18日，彩石街道办事处对狼猫山水库周边三个村（塔窝村、两
岔河村、朝阳村）及上游河道周边两个村（南宅科村、北宅科村）建筑物进行了排查，共排查出违章建筑96
处，其中狼猫山水库周边建筑物36处，总建筑面积约43290平方米；上游河道周边建筑物60处，总建筑面积
约22309平方米。8月18日至8月23日，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历城分局对排查出的96处建筑物用地情况及使用
人情况进行了逐宗调查。经调查，96处建筑物中11处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建设的住宅（其中，7处有集
体建设用地使用证、4处无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其他住宅均为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建设，属违章
建筑。96处别墅均建有化粪池，无污水外排污染水源的现象存在。

是
责令改正、

问责

1 .历城区政府组织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历城分局和彩石街道办事
处，对96处建筑物已拆除6处（建筑面积约5100平方米）。其他违章建筑
已制定拆除方案，并已对30处采取了断水断电措施，10月31日前将完成
拆除。2 .责令5个党组织作出书面检查。

诫勉谈话
5人

328 902-58

济南市历下区浆水泉路28号荆山
新居大门北侧的川西平原麻辣鱼饭店
油烟污染、空调外机运行噪声扰民。同
时该饭店多次堵塞小区内排污管网，
造成污物外溢有异味。

济南市
油烟、
噪声、
大气

9月3日，历下区姚家街道办事处经现场核实发现，川西平原麻辣鱼饭店未营业。该房屋不在禁止设置
餐饮范围内。室内有装修痕迹，装修垃圾在店内存放，室内放置许多带包装的桌椅，尚未启封摆放。现场
未发现油烟排放和设备运行情况。姚家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现场联系经营业户，经了解，该店在装修期
间，尚未正式营业。目前，该店已停业一个月。

是 责令改正
历下区姚家街道办事处要求该店负责人在开业前安装完油烟净

化器和油水分离器，落实好各项污染防治措施，避免影响居民。

329 902-59
济南市天桥区聚贤南区4号楼2单

元1楼、4楼两家住户在阳台饲养鸽子，
污染环境卫生。

济南市 其他
该两家住户饲养的鸽子为信鸽，持有济南市信鸽协会颁发的会员证和合法饲养证，但存在违规搭建

鸽舍饲养信鸽行为。
是 责令改正

9月3日，天桥区城管执法局会同相关部门和纬北路街道办事处依
据《山东省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对两家住
户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济天城执限改字[2017]第013323号、第
013324号），责令自行拆除。9月4日，鸽舍已全部拆除完毕。

330 902-60

投诉人对“济南市市中区万寿路
乡村麦快餐店油烟、噪音问题”的处理
结果不满意，整改后依旧存在油烟污
染，每日凌晨产生噪声。投诉人认为应
当取缔该饭店。

济南市
油烟、
噪声

1 .投诉人前期反映该店油烟、噪声问题为第11批821-26号转办件。2 .经市中区十六里河街道办事处、
区城管执法局、区环保局调查核实：依据市中区开展餐饮业油烟专项整治行动的要求，8月14日该店停业，
8月15日自行拆除了炒菜的两个炉灶。自8月22日以来一直处于关停状态，未发现“整改后依旧存在油烟污
染，每日凌晨产生噪声”的情况，但该店遗留的烟道未拆除。3 .市中区十六里河街道办事处积极引导经营
者采取饭菜成品配送的方式经营，杜绝油烟噪音排放。并加强巡查，在该店符合经营条件前，发现违规经
营，依法予以关停取缔。

是 其他
9月4日，市中区十六里河街道办事处组织对乡村麦快餐店烟道实

施了拆除，并将现场油污清理完毕。

331 902-62
烟台市莱州市优诺化工厂对面有

一工地，扬尘污染严重。
烟台市 扬尘 该工地为嘉隆市政办公楼工程，工地内堆有沙石未覆盖，产生扬尘。 是 责令改正

责令其对现场进行覆盖，并将各种器材规范摆放，对作业现场进
行洒水防尘，有效抑制了扬尘问题。

332 902-63
烟台市莱州市驿道镇周官庄村村

碑南路西有一养殖户，粪便直排，臭气
熏天。

烟台市
大气、
垃圾

该转办件反映的养殖场位于驿道镇周官村西约500米处，非禁养区，产生的粪便直接露天堆放在场区
西墙外。经现场检查，现场堆放约3立方米养殖粪便，场区及周边区域异味较大。

是 责令改正

1 .莱州市驿道镇政府调集铲车、垃圾清运车等工程机械车辆，立即
对粪堆进行清理，运到远离村庄的地里集中堆放，加盖覆膜并进行土培
处理。截至9月4日上午，已清运结束并覆盖完毕。2 .责令养殖场购置消毒
除臭药剂和除臭菌苗，每天两次对养殖区全覆盖除臭灭菌消毒。3 .责令
该养殖场建设粪污沉淀池和沼气池。与养殖户签订《承诺书》，沉淀池、沼
气池建成前，做到养殖粪便“日产日清”，并运送到指定农田，加盖覆膜并
进行土培处理。截至9月5日下午，沉淀池、沼气池已建成完工。

333 902-64
烟台市蓬莱市民和食品第七种鸡

场外排异味扰民。
烟台市 大气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种鸡场位于蓬莱市紫荆山街道拦驾疃村南,占地23433平方米，现存
栏父母代肉种鸡5万只。该场建有全封闭砖混储粪池,粪便日产日清;圈舍装有横向风机,将舍内空气从风机
集中排出。异味主要来自粪便装卸时的气味、风机排出的种鸡自身体味。

是 责令改正

1．市畜牧兽医局已要求民和公司在清粪后及时将场地冲洗干净
并喷施生物酶除臭。2．民和公司已订购在风机处安装的喷淋设备，对
鸡舍内排出的气体进行喷淋除味。3．民和牧业已承诺2018年3月底前关
闭第七种鸡场，此后不再用于养殖生产。

334 902-65
烟台市莱州市朱由镇朱家村村碑

两侧有几家散煤经营户，散煤露天堆
放，扬尘污染严重。

烟台市 扬尘

该转办件涉及莱州市煜峰煤炭有限公司、莱州市城港路街道宝燃煤炭经营处2家散煤经营户。煜峰
煤炭有限公司有2处煤场，其中1处占地1 . 29亩，现存散煤500吨，其中约200吨未覆盖；1处占地2亩，现存散
煤100吨，全部覆盖。宝燃煤炭经营处有1处煤场，占地1 . 2亩，现存散煤300吨，其中150吨未覆盖。因2家散煤
经营户部分散煤未覆盖，存在扬尘问题。

是 责令改正
责令莱州市煜峰煤炭有限公司、莱州市城港路街道宝燃煤炭经营

处对现存散煤进取全部覆盖。截至9月4日上午，所有煤堆均完成覆盖；
同时加强日常巡查，确保问题整改到位不反弹。

335 902-67

威海市文登区天福路峰台小区174
号和甲174号楼前道路坑坑洼洼，雨天
有污水聚集且气味刺鼻，小区有扬尘、
噪声污染。

威海市
水、扬尘、

噪声

1 .经现场了解，群众反映的为174号和甲174号楼间道路，该路两侧为硬化水泥，中间为草坪砖，有部分
破损。2 .草坪砖中部有一道水泥硬化的明排水，明沟两侧排水管交接处容易阻塞，短时强降雨会导致排水
不畅，经现场走访群众了解，雨天有积水现象且有异味。3 .经现场走访群众了解，由于草坪砖中间有空隙，
导致车辆在通过草坪砖时容易带起尘土，并产生较大的声音。

是 责令改正

1 .召开现场会议，研究制订了整修处置方案。由天福街道牵头，住
建部门配合，将天福路174号及甲174号楼间的草坪砖改为水泥硬化道
路，整修疏通两楼间的排水系统。目前，已完成前期施工准备工作，9月
9日开始施工，计划30日内完工。2 .由天福街道安排社区工作人员，积极
做好小区居民的沟通解释工作，公开说明问题处置情况，定期公布项
目施工进度，并邀请周边居民进行监督，最大限度争取群众的理解支
持，确保问题圆满解决。3 .由物管办牵头，组织各办事处对老旧小区进
行一次全面摸排，发现类似问题及时处置。同时，进一步加强小区物业
管理工作，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让群众舒心满意。

336 902-68
烟台市蓬莱市村里镇上薛家村西

侧有一家养猪场，偶有废水流至道路，
产生异味。

烟台市 大气、水

上薛家村西侧有一个养猪户在自家苹果园中建有一栋猪舍，现存栏生猪15头。该养猪户在果园内建
设了一处堆粪场，底部硬化，粪便用塑料布覆盖，经堆积发酵后直接还田；配套建设了一处20立方米砖混
结构污水池，用篷布覆盖，养殖废水用于灌溉，平时不会出现污水外溢，下大雨时存在雨水流入污水池内
导致养殖废水溢流的情况，溢流至道路的水有异味。

是 责令改正
养猪户已在污水池上搭建了防雨棚，场地达到防雨、防渗、防溢流

的标准；对流至道路的溢水处采取了冲刷措施，消除异味。

337 902-70
烟台市栖霞市苏家店镇南小韩家

村村南有一砖厂，无手续，原料露天堆
放，粉尘污染严重。

烟台市 大气

1 .栖霞市苏家店镇南小韩家村村南砖厂为赵家庵村赵伍强砖厂，主要从事空心砖加工，年产量约10
万块。2 . 9月4日，对该砖厂停产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现场检查时，该厂已经停产，但在生产区有搅拌机1
台，制砖机1台。厂区内散乱堆放着水泥、沙等原料以及成品的水泥空心砖，均没有进行覆盖，存在粉尘污
染。该厂为“散乱污”企业。

是 关停取缔
9月4日，联合执法工作组对该砖厂进行了断水、断电，并完成了生

产设备和产品的清理，9月6日已完成剩余物料的清理工作。目前，该企
业已“两断三清”。

338 902-71
烟台市福山区回里镇鸿润生态园

对面有一铸造厂，使用燃煤冲天炉，污
染空气。

烟台市 大气
反映的铸造厂为烟台市源涛金属制造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机床附件铸造等，铸造用冲天炉燃料为焦

炭，并配备多管除尘设施。该公司因经营问题于2017年7月份自行停产至今。
是 责令改正

2017年9月3日，福山区责令限期整改，立即拆除冲天炉，配套符合
要求的环保设施，环保部门验收方可生产。目前，冲天炉已拆除完毕。

339 902-72
烟台市招远市天弓机械厂噪声污

染严重。
烟台市 噪声

“天弓机械厂”实为“招远市天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主要项目为年产800套回转支承，产生的噪音来
自机加工车间。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回转支承项目正在生产，立车、滚齿机、插齿机、钻床等设备均在使
用。环保监测人员对企业厂界东、南、西、北侧4个噪声点位进行现场监测，结果显示，厂界北侧点位噪声
值达到66分贝，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功能区排放限值要求。

是
立案处罚、
责令改正

1 .招远市环保局依法对该企业厂界噪声超标排放违法行为进行立
案查处，下达行政处罚文书，罚款三万元。2 .该企业已制订整改方案，采
取“基础减震，设备隔音，窗户密闭”等有效措施，确保厂界噪声稳定达
标。3 .该企业已于9月3日下午5点停产整改，9月20日前完成整改任务。

340 902-73
烟台市龙口市黄水河大桥西060县

道北有一散煤经营户，散煤露天堆放，
下雨天污水横流。

烟台市 水
1 .该散煤经营户位于龙口市兰高镇吴家村黄水河西，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2 . 9月3日现场检查时，

该煤场内共堆放散煤约30吨，均用篷布苫盖；曾堆放过散煤的空地表面发黑，有少量煤粉，强降雨时会发
生煤粉随雨水外流的情况。

是 责令改正

1 . 9月3日，龙口市兰高镇政府责令该经营户立即清理空地上的煤
粉。2 . 9月6日，该煤场空地煤粉已彻底清理，剩余散煤计划本周内全部
处理完毕。当事人明确表示，剩余散煤处理完后，将不再从事散煤批发
零售活动。

341 902-74
烟台市龙口市石良镇213省道与栖

霞交界处王屋水库东有一露天采沙
厂，污染了水库。

烟台市 水
露天采沙场位于王屋水库东岸，龙口市与栖霞市界牌南100米处，属栖霞市地界。该采沙场内有2处露天

沙堆、5间简易活动板房，现场无人员和作业机械。现场有2处沙堆，并有洗砂痕迹。该采沙场无任何手续。
是 关停取缔

9月5日上午，龙口市环保局组织人员和机械对该采沙场板房进行
拆除，对露天堆放的2处沙堆进行清理，并对场地进行平整。截至9月5日
下午，板房拆除、沙堆清理和场地平整工作已全部完成。

342 902-75
烟台市龙口市北皂煤矿院内，炉

渣露天堆放，严重影响空气。
烟台市 大气

1 .北皂煤矿1983年12月建成投产。2017年，该矿被山东省政府列入《山东省2017年化解煤炭过剩产能目标
任务和关闭退出煤矿名单》，6月份其井下作业已经全面停止，目前正在进行职工分流安置，预计将于9月底
正式闭矿。2 .该煤场存放有次煤约3000吨、煤矸石约2000吨，已按要求覆盖了防尘网，并每天定时进行洒水抑
尘。9月3日现场检查时，发现该煤场在装卸作业结束后未及时苫盖防尘网，防扬尘措施落实不到位。

是 责令改正
1 .责令北皂煤矿严格落实防扬尘措施，在装卸作业结束后及时苫

盖防尘网，并每天洒水不少于6次。2 .督促龙矿集团加大营销力度，确保
9月底前和10月底前将次煤和煤矸石处理完毕。

343 902-76
烟台市龙口市周家庵村头潍坊路

石子、沙露天堆放，污染空气。
烟台市 大气

石子和沙距周家庵村东南方向约800米，为龙口市富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临时性搅拌站所堆放。9月3
日现场检查时，该搅拌站堆放有石子和沙约10000吨，场地内有洒水痕迹，但石子和沙未覆盖，存在扬尘污
染现象。

是
责令改正、

约谈

1 . 9月3日，龙口高新区工委主要负责人现场约谈了当事人，责令其
立即整改。2 . 9月4日上午检查时，该搅拌站现存石子和沙已全部覆盖，
场地按要求每日至少洒水3次，保持地面湿润，扬尘污染已消除。

344 902-77
烟台市龙口市梁家煤矿北有一大

院，院内堆放大量炉渣，无任何防护措
施，粉尘污染严重，下雨后污水横流。

烟台市
固废、
大气、
水

1 .反映的大院位于龙口市梁家煤矿副井北侧，为龙口市梁家煤矿所有。2011年4月，梁家煤矿将该大院
租赁给吕某使用至今。目前，吕某在此存放沙约1100吨。2 .该大院还存放铁矿石粉约480吨，铁矿石粉为邹
某于2011年存放，2014年邹某去世后无人管理堆放至今，反映的大量炉渣实际为铁矿石粉；9月1日，龙口经
济开发区管委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该大院存放的铁矿石粉和沙未苫盖，防扬尘和防流失措施不到位。

是 责令改正

1 . 9月1日，责令租赁方梁家煤矿负责立即苫盖，每天对场地及周边
道路定时洒水，大风天气禁止经营作业。2 . 9月3日现场检查时，该大院
内的铁矿石粉堆和沙堆均已按要求进行了苫盖，梁家煤矿已安排人员
每天对场地及周边道路定时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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