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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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986

威海市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威海光电

网络公司路口西100米的小市场：1 .昌志铝

合金加工店无手续、室外经营存在安全隐

患；2 .田氏羊汤馆，污水横流，烧柴草、垃

圾产生大气污染；3 .海鲜摊污水直接倾倒

路边；4 .市场私搭大棚、占道经营，要求合

理规划；5 .寨河路33号，废品收购点、废家

电现场拆解造成污染及安全隐患。向
12345反映多次，没有反馈。

威海市
水、大气、

垃圾、其他

1 .昌志铝合金加工店有合法的营业执照，业主有时在店外切割金属产生火星，存在安全问题。2 .

田氏羊汤馆属无照经营，达不到污水排放标准，同时烧柴草做汤，污染空气。3 .路边有两户海鲜摊点，

存在直接将废水倾倒路边及下水管道的行为。4 .该路段有一处小市场，存在私搭大棚现象，用于遮阳

防雨。同时，该路段也存在占道经营现象。5 .寨河路33号楼前的废品收购点为无照经营，回收废品包括

废家电，现场乱堆乱放严重。6 .今年以来高区接到市长公开电话转来的群众反映顺河路占道经营、乱

搭乱建、废品回收等问题，城管执法、市场监管、市政、环卫、田和街道等有关部门、单位快速行动，第

一时间进行了处置，能联系到反映人的全部进行了回复。

是
责令改正、

关停取缔

1 .城管执法局牵头，市场监管局、田和街道办事处

配合，对昌志铝合金加工店及周边门市室外探头经营

问题进行整治。2 .市场监管局联合城管执法局、田和街

道办事处，取缔无证经营的田氏羊汤馆。3 .城管执法局

牵头，田和街道办事处配合，对海鲜摊点进行规范，要

求业主配备废水回收桶，产生的污水自行带走。4 .城管

执法局牵头，市场监管局、田和街道办事处配合，对市

场内违章搭建的大棚全部拆除，对市场进行规范。5 .市

场监管局牵头，田和街道办事处、城管执法局配合，对

寨河路33号废品收购点进行取缔，限期清理、搬离。以

上问题目前全部整改完毕。

2 2987

青岛市黄岛区滨海大道和两河路交

会处保利海上罗兰小区四期203号楼旁，

垃圾中转站，距离居民楼很近，清晨垃圾

车噪声扰民。向有关部门反映多次，一直

没有解决。

青岛市 噪声

1 .保利海上罗兰小区位于青岛市黄岛区滨海大道和两河路交会处，四期203号楼位于小区的西南

侧，该楼座西侧约20米处有一垃圾桶存放点，非“垃圾中转站”。为小区内垃圾桶存放点之一，共存放

约20个垃圾桶，9月1日前，该处的垃圾清运时间为早晨4:30，存在垃圾车噪声扰民问题。2 . 8月份黄岛区

接到7次投诉，物业、清运单位与举报人进行了沟通处置，已将清运时间从原来的4：30调整为7：10。

是 其他

1 .区城管局负责，督促保利海上罗兰小区物业公

司，于9月8日前对该垃圾桶存放点加装景观围挡。已完

成。2 .区城管局负责，督促西海岸公用事业集团加强垃

圾车驾驶人员作业培训，最大限度减少垃圾车在清运

过程中产生的噪音。

3 2989

前期反映“济宁曲阜市歧黄街孔子礼

仪文化学校食堂油烟机噪声、油烟扰民”

的问题（受理编号1283），举报人对处理结

果不满意，认为整改没有效果。

济宁市 其他

1 .该举报与第十一批1283号反映问题基本相同。2017年8月22日，曲阜市委托山东国正检测认证有

限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测。经检测，孔子礼仪文化学校食堂油烟排放浓度符合《山东省饮食业油烟排放

标准》（GB37/597-2006），南邻东户噪声超过《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曲阜市城

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责令该校限期整改，并处1 . 5万元罚款。8月23日，该校将餐厅南墙外的空调外机全

部迁移至餐厅楼顶。8月24日，该校将餐厅的排烟设施隔音房进行了拆旧翻新，并加装了隔音设施以

降低噪声排放。8月30日，该校缴纳了15000元的罚款，并委托山东国正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对整改后的

四处厂界和3户居民室内噪声进行了现场检测。经检测，噪声强度均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22337-2008）Ⅱ类区标准。整改后，曲阜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周边居民进行了走访，走访

过程中部分居民提出餐厅拉动板凳出现噪音、下水道不规范等问题。该校立即将餐厅座椅加装了隔

音垫，重新铺设了下水道，对南侧居民房屋后的下水道实施了并网、密封等改造措施。2 . 2017年9月5

日，曲阜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鲁城街道办事处对该校餐厅周边五户居民进行了入户调查走访，均

对前期整改情况表示满意。3 . 2017年9月5日，孔子礼仪文化学校为了将餐厅对周边居民的影响降到最

低，在排烟管道上增加了3个油烟净化器，实现对油烟的二次净化；并将餐厅灶台从现在位置移至餐

厅东北角处，对移至餐厅楼顶的空调室外机加装隔音罩，对油烟机进行定期清洗，进一步采取降噪措

施，减少对周围居民的影响。

否

4 2991

济南市历城区锦绣川办事处杨家洼

村，官商勾结开发公墓，砍伐树木近万棵，

建设违章建筑1000多平方米，严重破坏生

态环境，造成水土流失。

济南市 生态、其他

1 .杨家洼村绿色环保殡葬开发项目是2012年山东亿德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锦绣川办事处招

商引资落户杨家洼村，租赁杨家洼村荒山、荒地共计1006亩，租赁期限70年，建设经营生态环保公墓。

杨家洼村委会多次组织召开两委会议，党员、群众代表会议，并于2014年9月26日，与山东亿德泰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济南历城忠军法律服务所出具见证书。但因山东亿德泰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未取得民政部门给予审批的公墓经营许可证，至今并未开工建设墓地。2 .由于山东亿德泰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法人李某某已独资注册该公司，不能再次担任新公司法人，为了充分利用土地发展现代农

业，2015年3月12日，由亿德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某某作为法人，注册了山东隆德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由亿德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对其投资。2015年6月9日，仲宫街道锦绣川办事处研究通过了山

东隆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岭兴峪生态农业休闲观光园项目建设实施方案》，并向历城区都市

现代农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上报了《关于呈报〈岭兴峪生态农业休闲观光园〉项目的请示》（济历仲锦

政〔2015〕23号），以山东隆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建设主体，总投资9730万元，规划园区总面积1006亩，

整合流转土地439亩，实施时间为2015年至2019年，建设生态农业观光示范园，2015年重点建设高标准

示范基地300亩。3 .山东亿德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修建上山防火通道和园区生产道路，在已向历城

区林业局提交申请未获批复的情况下，提前动工拓宽原有的山路，历城区林业局在2015年3月、10月和
2016年6月先后三次对其违法占用林地、开山修路的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处罚文书编号分别是历林

罚决字〔2015〕第003号、历林罚决字〔2015〕第016号、历林罚决字〔2016〕第023号）；2016年6月13日，历城

区林业局也对山东隆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行政处罚（处罚文书编号为历林罚决字〔2015〕第024

号）。根据2015年3月4日历城区林业局对杨家洼北山树木毁坏情况勘验、检查笔录显示毁坏刺槐等树

木共计17棵；根据2016年6月13日历城区林业局作出的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14年至2016年期

间，山东亿德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未办理林地占用手续的情况下，在历城区锦绣川办事处杨家洼

村北山开山修路，占用林地面积共计5994平方米”，“2014年至2016年期间，山东隆德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在未办理林地占用手续的情况下，在历城区锦绣川办事处杨家洼村北山开山修路，占用林地面积

共计6267平方米”。4 .山东隆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因岭兴峪生态农业休闲观光园项目建设需要，于2015

年在租赁土地范围内择址新建800平方米办公楼一栋，用于生态农业科研及公司员工办公与生活，属

于生态农业休闲观光园配套设施。5 .经现场察看，山东亿德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绿化补植工作开展良

好，三年来栽种各类绿化苗木10万余棵，未发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和水土流失现象。

是 责令改正

1 .仲宫街道锦绣川办事处责令山东亿德泰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于9月15日前向南部山区林业主管部门申

请补办林地占用手续。2 .南部山区森林公安分局将加

强森林资源保护，强化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确保南

部山区森林资源安全。

5 2992
泰安肥城市安驾庄镇，大汶河污染严

重，严重影响周边居民健康。污染源来自

宁阳县，具体不清楚是哪家企业。

泰安市 水

1 .信访人反映的大汶河安驾庄段北岸属于泰安肥城市，肥城市南部地势北高南低，肥城境内河流

汇入大汶河；大汶河安驾庄段南岸属于泰安市宁阳县，自东向西分别为堽城镇、伏山镇、鹤山镇，该区

域地势北高南低，属淮河流域，河流地表水主要流入洸河，最终汇入南四湖，不向大汶河排水。经排

查，宁阳县堽城镇、伏山镇、鹤山镇大汶河南岸无废水排放企业。因此，宁阳县不对大汶河安驾庄镇段

水质造成影响。2 . 2017年9月4日，宁阳县环保局监测人员对信访人反映的大汶河安驾庄段上游、中游、

下游及出境断面水质进行了取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大汶河堽城镇与伏山镇交界处COD、氨氮浓度

分别为17mg/L、0 . 354mg/L，大汶河堽城坝大桥COD、氨氮浓度分别为22mg/L、0 . 374mg/L，大汶河鹤

山镇与伏山镇交界处COD、氨氮浓度分别为17mg/L、0 . 126mg/L，大汶河琵琶湖（宁阳出境处）COD、氨

氮浓度分别为20mg/L、0 . 271mg/L，均不超标。上述数据表明，大汶河水质良好，未发现“严重污染”。

否

6 2994
青岛平度市同和街道文王路，鸿福

家具厂，夜间喷漆，排放刺鼻气味，噪音

扰民。

青岛市 大气、噪声

1 .信访人反映的“鸿福家具厂”全称为平度市鸿福源家俱厂，位于平度市同和街道办事处文武街1

号，主要从事家具的加工、批发、零售，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2 .经查，因该家具厂未报批环评文件擅

自开工建设且已投产，2017年6月28日，市环保局对其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并罚款1

万元。现场核查时，该家具厂已处于停产状态，经走访了解其周边居民，有居民反映其停产之前存

在夜间喷漆情况。3 .该家具厂因未配备相应的除尘、除味和隔音设施，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刺

鼻气味和噪声。

是 责令改正

1 . 9月4日下午，平度市供电公司对该家具厂实施

生产断电，杜绝私自生产经营问题发生。2 .责令经营者

于9月7日前自行拆除电刨机、电锯等生产设备，目前已

拆除完毕。3 .平度市环保局会同有关街道，做好巡查，

加强对该家具厂的检查监管力度，确保问题整改到位、

不反复。

7 2996
青岛市黄岛区宝山镇大陡崖村主街

东侧的养猪场，污水、粪便直排到街边排

水沟。

青岛市 水

1 .信访人反映的黄岛区宝山镇大陡崖村主街东侧养猪户系该村村民杨某某家庭养殖户，现存栏

生猪36头。该养殖户无雨污分离设施，无污水沉淀池，日常产生一些猪尿污水经排水口排放到门前街

边排水沟，该养殖户采用干粪运出、还田方式处理养殖粪便，日常无粪便直排问题，但遇到雨天，存在

雨水冲刷部分粪便外排问题。

是 其他

1 .宝山镇政府负责，9月8日前完成大陡崖村排水沟

的清理工作。已完成。2 .宝山镇政府负责，督促该养殖

户于9月8日前在院内建设粪便贮存池、污水沉淀池，达

到“三防（防雨、防渗、防溢）”要求,设施建成使用前，粪

便做到及时清运。已完成。

8 2997
莱芜市莱城区苍龙泉大街星河城小

区附近，李陈庄村工业园内的塑料加工

厂、无纺布加工厂，排放刺鼻气味和噪音。

莱芜市 大气、噪声

1 .该工业园内有1家塑料加工企业：莱芜市沃野千里节水灌溉有限公司；6家无纺布加工企业：莱

芜市万利水土工程材料有限公司、莱芜汇丽滤布科技有限公司、莱芜市佳和土工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莱芜市汶水源土工合成材料有限公司、莱芜市金赢无纺织造有限公司、莱芜市鸿利水土工程合成材

料有限公司。园区距离最近的居民区500米，符合卫生防护距离。2 .现场检查时，工业园周边无明显的

气味，但车间内有一定气味和噪音。莱芜市万利水土工程材料有限公司、莱芜汇丽滤布科技有限公

司、莱芜市佳和土工合成材料有限公司、莱芜市汶水源土工合成材料有限公司有环评审批，未验收。

现场检查车间内无高噪音设备。莱芜市金赢无纺织造有限公司、莱芜市鸿利水土工程合成材料有限

公司仅提供了营业执照，但无环评手续。莱芜市沃野千里节水灌溉有限公司无任何手续，属于“散乱

污”企业。该公司生产设备为小型塑料挤出机3台，生产时有一定气味。

是

停产整顿、

立案查处、

关停取缔

1 .责令莱芜市万利水土工程材料有限公司、莱芜

汇丽滤布科技有限公司、莱芜市佳和土工合成材料有

限公司、莱芜市汶水源土工合成材料有限公司、莱芜市

金赢无纺织造有限公司、莱芜市鸿利水土工程合成材

料有限公司立即停产整顿并立案查处。2017年10月25日

前未能完善手续，将划入“散乱污”企业行列。按照《莱

芜市2017年环境保护突出问题综合整治攻坚方案》（莱

室字【2017】45号）要求10月31日前关停取缔。2 .对莱芜市

沃野千里节水灌溉有限公司按照“两断三清”的要求，

一周内完成设备及物料清理。

9 2998

青岛市黄岛区珠江路傲海星城小区6

号楼楼下"小钱烧烤"，油烟、噪音扰民。向
12345反映多次未解决；黄岛区安阳小区，

嘉陵江路夜间车辆行驶噪音扰民严重。

青岛市 油烟、噪声

1 .经查，傲海星城小区位于黄岛区珠江路1517号，“小钱烧烤”饭店位于傲海星城小区6号楼下商

业网点房。“小钱烧烤”饭店所位于的楼座设有专用排烟管道。该饭店内部装有油烟净化装置并正常

使用，烧烤炉虽设置在室内，但烧烤过程中产生的油烟直接排至室外，未接入专用烟道，导致油烟扰

民。同时，该饭店存在店外经营现象，晚间客人就餐时产生噪音扰民。2 .经查，安阳小区共有7栋住宅

楼，西侧四栋距离嘉陵江路约30米。嘉陵江路西至奋进路，南至金沙滩路，为双向六车道，为薛家岛片

区唯一一条允许货车通行的贯通东西区域道路，限速60公里/小时。嘉陵江路距离安阳小区最近楼座

为26米，近期该路段夜间时段双向车流量平均1400辆，车辆行驶会产生噪声。3 .经查，今年8月30日曾接

投诉件反映“小钱烧烤扰民问题”，开发区公安分局及时进行调查处理，并责令店主加强店内管理，及

时提醒用餐客人用餐时减少噪音扰民。

是 责令改正

1 .长江路街道办事处负责，责令“小钱烧烤”经营

业户立即停止店外经营行为，9月6日已完成油烟净化

设施安装。2 .开发区公安分局负责，将加大对此路段的

管控力度，严查严纠各类车辆特别是货车的交通违法

行为；由区城市管理局和薛家岛街道负责，9月底前在

嘉陵江路绿化带内靠近嘉陵江路区域加种高大树木以

有利于隔尘降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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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岛即墨市潮海街道办事处张家

烟霞村东城名郡小区内，垃圾直接倾倒在

小区大门西侧，距离小区取水井仅20米，

污染环境。2 .青岛即墨市潮海街道办事处

埠惜路墨水河桥北侧路东，张某某洗砂

场，污水直排墨水河。当地环保部门未对

其清理彻底，要求取缔。

青岛市 垃圾、水

1 .经查，张家烟霞村东城名郡小区是张烟村旧村改造项目，2015年回迁，居民将装修建筑垃圾和

少量生活垃圾倾倒在大门西侧空地，物业公司三天清理一次垃圾，清理不及时，存在污染环境的问

题，垃圾堆距离取水井120余米。2 .潮海街道办事处埠惜路墨水河桥北侧路东，洗砂场为张烟村民张

某某开设，该洗砂场经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同时该处墨水河河段建有堤坝高出地面，未发现有能

进入墨水河的渠道和管道，也未发现有污水直排墨水河迹象。8月13日，潮海街道办事处对张某某洗

砂场采取了断水、断电等措施,该洗砂场在5月份已经拆除设备、关闭洗砂场，将拆除的设备存放于院

内，未清走。

是 责令改正

1 .即墨市潮海街道办事处约谈该小区的开发商和

物业负责人，责令其立即清除现有垃圾，9月4日下午垃

圾已清理完毕。同时，责令物业加强管理，随时巡查禁

止居民乱倒垃圾，安排园林环卫、城管执法，加强该区

域巡查力度发现乱倒垃圾行为立即处置。2 .按照“两断

三清”要求，9月4日晚清除了张某某洗砂场内的所有设

备和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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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济南市济阳县回河镇小张村南，赵

某某养猪场，无环保手续，粪水乱排，气味

难闻。2 .济阳县汇鑫路小陈社区，七八家

饭店（南方一绝、潍县炒菜、陕西凉皮等）

排放油烟、噪音，污染环境。

济南市
水、油烟、

噪声

1 .群众来电反映的“赵某某养猪场”位于济阳县回河镇小张村村南，该村村民赵某某利用住宅南

侧闲散地（南侧无住户）自建新旧猪舍5间（旧猪舍3间、新猪舍2间），共养殖母猪3头，属于村民在家中

散养。现场猪舍打扫不及时，粪池覆盖不严，有异味，不存在污水排放情况。2 .（1）群众来电反映的饭店

位于济阳县汇鑫路中段西侧，是陈家居的沿街商铺，共有9家餐饮经营业户。（2）9家餐饮经营业户中6

家主营水饺、熟食等，不产生油烟。3家产生油烟的餐饮经营商铺均已于9月3日安装油烟净化设备，目

前正处于设备调试阶段。（3）经现场询问，噪音主要为老潍县火烧、商河老豆腐等4家经营业户清晨4:

30左右的和面机加工作业声音。

是 责令改正

1 .济阳县政府责成回河镇政府、畜牧局、环保局立

即调查处理。工作人员积极与养殖户进行沟通，达成以

下整改措施：(1)对3间旧猪舍进行拆除；(2)对2间新猪舍

进行整修，修缮粪池，严密覆盖，达到防雨、防渗、防漏

要求；(3)及时清理猪圈内外及周边卫生，确保整洁干净

无味。截至9月6日11:00，相关拆除改造工作，已全部完

成。2 .济阳县政府责成县城管执法大队、县环保局、济

北开发区立即调查处理，经研究作出如下决定：（1）对

于3家产生油烟的餐饮经营商铺，县城管执法大队联合

社区加强巡查监管，督促其规范使用油烟净化设施；

（2）对不产生油烟的餐饮经营商铺，加大巡查频次，防

止其进行产生油烟的经营活动；（3）组织力量对4家业

户内产生噪音的和面机等加工作业工具进行拆除。截

至9月5日下午5时，4家业户内产生噪音的和面机等加

工作业工具已经拆除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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