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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3032
菏泽市鄄城县阎什镇贾庄村村

南养鸭棚，粪便散发臭味，环境脏乱

差。要求取缔。

菏泽市 大气、垃圾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养殖场在鄄城县阎什镇贾庄村村南大约180米，负责人为贾庄村民贾某某，拥有两

个养殖棚，养鸭大约一万只。该养鸭棚已于2017年8月10日停止养殖，8月16日养殖鸭子开始处理，8月20日全

部处理完毕，但养殖粪便没有清理完成，存在异味。

是 其他

2017年9月4日，鄄城县阎什镇政府组织人员对养殖场

养殖粪便进行清理，目前已清理完毕，将养殖粪便出售给

附近农户，消除了异味。该养殖户已自愿停止养殖。

41 3035

泰安市宁阳县华丰镇东侧，1 .山

东能源新矿集团华丰煤矿及北侧的

砖厂，产生粉尘。2 .华丰煤矿东侧热电

厂，烟灰随意倾倒，产生粉尘。

泰安市 大气、扬尘

1 . 2017年9月4日现场检查时，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丰煤矿煤场原有存煤已销售，现场仅有少

量洗选后的精煤，精煤含水量较大，且已采取了喷淋措施，原有存煤地面已冲洗干净，但公司未建设防风抑

尘网。该公司针对粉尘污染问题采取了以下防治措施：在煤场安装专门的防尘喷淋管路，对煤场定期洒水降

尘；对长时间堆存的煤产品使用盖煤网进行覆盖；在矿东南门处铺设专门的冲车管路，对出矿的车辆进行清

洗，并对出矿车辆车厢覆盖。2 .北侧砖厂为泰安华泰建材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3年起停产至今，现场检查时

料场堆存有少量原料，已全部进行覆盖，车间内存有生产原料（车间封闭），厂区内路面全部硬化，地面干净。
3 .华丰煤矿东侧热电厂为泰安华丰顶峰热电有限公司。该公司与宁阳县华丰军伟物资购销站签订废弃灰渣

承运协议，委托其对生产灰渣进行处理，军伟物资购销站将灰渣运送至厂外北侧的堆场，对灰渣进行整平压

实，覆盖了防尘网，防止形成扬尘，废灰使用罐车运输，废渣运输过程中对运输车辆采取平箱盖布措施。9月5

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灰库输灰阀栏橡胶垫老化，向罐车内输灰时有少量粉尘泄露现象。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1 .针对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丰煤矿煤场

未设置防风抑尘网问题，对山东清大实业有限公司（该

公司为华丰煤矿下属单位，负责华丰煤矿煤场管理工

作）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和《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拟对其罚款8万元。华丰煤矿将在煤场建设

防风抑尘网，目前已签订防风抑尘网采购合同，计划
2017年10月底前建设完成，实现煤场的整体围挡。2 .泰

安华泰建材有限公司对设施调试完毕后，宁阳县环保

局将对环保设施运行情况、堆场料场防尘措施进行监

督、监测，确保污染防治措施落实到位。3 . 2017年9月6

日，宁阳县环保局向泰安华丰顶峰热电有限公司下达

《关于责令泰安华丰顶峰热电有限公司灰库整改通

知》，目前该公司已完成输灰阀栏橡胶垫更换。4 .宁阳

县华丰军伟物资购销站将对堆场内灰渣堆采取覆土种

草措施，减少粉尘污染。

42 3036

烟台莱阳市团旺镇南后寨村村

西、青龙高速团旺收费站北500米处的

砖厂，无环保手续，排放烟尘。现已暂

时停产，但设备未拆除，督察组走后

将会恢复生产。

烟台市 大气、其他

投诉反映问题与受理编号830-143、901-164为同一问题。1 .该砖场确实无环保手续，取缔前建有一地窑，

用来烧砖胚，在砖胚烧制过程中，需要烧煤加温，存在一定程度的烟尘污染。2 .根据《莱阳市2017年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方案》（莱政办字〔2017〕24号），该砖厂被确定为“小散乱污”企业。目前已落实“两断三清”要求，无

恢复生产可能。

是 关停取缔

6月7日，团旺镇政府联合莱阳环保局团旺环保所

对砖场下达了取缔通知。6月14日，公司法人代表签署

了自行取缔承诺书。6月15日，团旺镇政府联合莱阳市

取缔“小散乱污”工作组成员单位对该砖场实施了断电

关停，目前已经达到“两断三清”要求。

43 3037

济南市南山管委会柳埠镇窝铺

河西村、103省道南侧、中国化工加油

站东侧，江某某的水泥厂房，占用耕

地，属违章建筑，排放粉尘。要求搬迁

或拆除。

济南市 大气、其他

1 .此处为窝铺河西村村民江某某住宅。江某某于2016年初向窝铺河西村村民委员会提出建房申请，2016

年3月8日经村两委、党员代表、村民议事会研究，一致同意其建房申请，并进行了公示，占地面积195平方米，

建筑面积390平方米，符合一户一宅政策。2 .住宅建成后，江某某为提高家庭经济收入，购进成品袋装水泥，利

用该建筑一层进行水泥销售经营，并非水泥生产厂房。水泥存放过程中无粉尘排放问题，在搬运和装卸过程

中有粉尘飘散的现象。

是 关停取缔

1 . 9月4日下午，南山管委会责令柳埠街道办事处

立即将江某某销售经营点水泥全部进行清除。9月4日

晚，业户江某某已雇佣车辆将水泥全部清除完毕。2 .南

山管委会柳埠街道办事处已对业户江某某下达《整改

通知书》，责令其停业整顿，恢复住宅功能，严禁将住宅

用于商业用途。

44 3041

济宁邹城市铁山路路西，亿丰商

场楼顶的中央空调外机噪声扰民。多

次向市长热线反映未解决。要求商场

安装隔音设施。

济宁市 噪声、其他

1 .亿丰商场中央空调使用冷却塔（即举报中所说的空调外机）冷却空调水，商场共有两台冷却塔，位于

商场4楼楼顶，距地面22米，塔高8米左右，占地面积约80平方米，塔顶有2台5 . 5KW风机给水冷却。冷却塔边界

距离东边的居民小区最近距离约12米，距离北面的居民楼约45米，距离西边交通局家属楼有55米左右。2 .因

周围居民举报，7月26日邹城市亿丰商场完成运行机组的隔音填料加装工作，2017年9月4日，邹城市调查组进

行了现场调查核实，亿丰商场空调已经停用。因商场空调发生漏水，需要停用维护，自8月28日起商场再未使

用过空调。因担心风力影响将楼顶冷却塔的隔音填料刮落砸伤行人，出于安全考虑，商场将已停用空调的隔

音填料拆除，计划彻底对空调设施进行整改，但因商场运营资金困难，故尚未开始整改。3 .邹城市分别在2017

年6月2日、6月23日、7月18日接到群众反映亿丰商场空调噪音问题的投诉，均及时进行了调查处理，并将调查

结果回复给信访人。

是 责令改正

1 .亿丰商场集中资金开展空调设施的整改，确保

达标排放，彻底解决噪音扰民问题，整改将在一个月内

完成。2 .邹城市钢山街道办事处组成专项督办工作组，

督导亿丰商场的整改工作按期完成，直至整改工作全

部结束。

45 3043

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西邻，
1357烧烤店、二丫麻辣龙虾店，占道经

营，油烟、噪音扰民。气象广场，广场

舞、太极拳音响噪声扰民。

东营市 油烟、噪声

1 . 1357烧烤店、二丫麻辣龙虾店两家烧烤、餐饮店使用了具有油烟净化装置的烧烤炉，但未进入室内操

作、经营，存在占道经营、油烟扰民现象。夜间两个烧烤店店外经营，偶尔存在顾客大声喧哗扰民问题。2 .气

象广场现有活动队伍4支，其中，广场舞队伍2支，共有队员100余人，活动时间为19：00-21:00；太极拳队伍2支，

共有队员40余人，活动时间为5:30—7:00。有时因音箱声音过大，存在扰民问题。

是
责令改正、

问责

1 .城市管理部门进行了调查取证，对1357烧烤店、

二丫麻辣龙虾店业主室外使用的烧烤炉依法进行查封

扣押，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限期改正违法行为。2 .

社区管委会与气象广场四支活动队伍负责人分别进行

了谈话，要求四支队伍活动区域向广场东侧距离居民

小区较远的区域移动，调小音箱音量，并规定了活动时

间。近期，通过走访周边居民，均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通报批评1人

46 3044
滨州市沾化区城东工业园，巴斯

克化工，产生刺鼻气味。
滨州市 大气

1 .山东沾化巴斯克化工有限公司，建设项目为3万吨/年环氧氯丙烷副产物综合利用项目，该项目环评

手续于2008年11月经市环保局批复（滨环字〔2008〕182号），2014年10月通过市环保局竣工环保验收（滨环建验

〔2014〕33号）。2 . 9月4日，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仅有1名门卫和2名工作人员留守。经对该企业用

水、用电发票进行核实，该企业自2016年9月开始停产，一直未恢复生产，企业现场无异味。3 .企业生产过程

中，未收到关于该企业异味的举报。

否

47 3045

青岛胶州市马店镇鲁泰路北侧，

锋泾（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无环

评手续，生产危险化学品，产生刺鼻

气味,将过期胶水填埋至地下。胶州市

环保局不作为，未解决。

青岛市
大气、土壤、

其他

1 .信访人反映的事项与18批编号2202转办件基本为同一事项。锋泾（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环保手续

齐全。2 .该公司生产的废气均按照审批要求处理并高空排放，其中：硅酮密封胶生产配套建设了脉冲式除尘

设施和光量子处理设施；云石胶生产配套建设了活性炭处理设施和粉尘处理设施；彩印生产配套建设了活

性炭处理设施和尾气燃烧设施。有1台1 . 4MW天然气锅炉，燃用天然气，燃烧后的废气通过排气筒高空排放。
2017年8月29日胶州市环境监测站对锅炉废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等污染物和正在生产的硅酮密封

胶车间的废气进行了监测，8月30日胶州市环保局委托青岛顺昌检测有限公司对该公司有机废气进行监测，
9月6日胶州市环保局委托青岛顺昌检测有限公司对该公司臭气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3 .经调查，该公司生产聚氨酯泡沫密封胶、硅酮密封胶、云石胶产品，产生的废胶属危险废物，已纳入危险废

物管理。该公司与有资质的鑫广绿环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处理合同，并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

单规范处置。2015年-2017年共产生废胶9 . 201吨，转移废胶8 . 48吨，目前库存废胶0 . 721吨。2017年8月29日联合

调查组随机在厂外及厂内用挖掘机进行了多处挖掘，未发现过期胶水填埋至地下的痕迹。4 . 2017年8月29日，

收到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第十八批序号48号受理编号2202号案件，胶州市委、市政府迅速成立联合调

查组，对信访人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处理。因信访人无联系方式，无法回访沟通。2017年8月29日之前，接

到相关投诉件1起，已于8月28日进行了回复。

否

48 3047

淄博市淄川区怡安家园（妇幼保

健院宿舍），南门东临第一座楼1楼的

昆仑饭店、聚烨餐馆、祥云茶社，噪

声、油烟扰民。

淄博市 噪声、油烟
1 .昆仑饭店、聚烨餐馆主要经营早餐，存在油烟扰民问题。2 .祥云茶社经营安化黑茶，近期开业进行商业

宣传，产生噪音扰民。
是 关停取缔

1 .责令对昆仑饭店、聚烨餐馆依法予以取缔。2 .责令

祥云茶社立即停止经营，并于9月20日前拆除广告牌匾。

49 3048
济南市市中区阳光新路三箭如

意苑楼下，“冰城串吧”油烟扰民。当

地12345未解决。

济南市 油烟、其他

1 .冰城串吧位于建设路85号三箭如意苑25、26号楼商业街1-102独立商业用房，有《营业执照》《卫生许可

证》《油烟净化设备检测报告》《餐饮服务许可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消防安全审批手续，证照齐

全，配备专用烟道，已安装油烟净化设施。2 .经查阅12345热线投诉记录，市中区二七街道办事处仅在2017年5

月12日接到“冰城串吧”在平台私建排烟设施，严重污染环境”举报1件。经现场落实，该平台上设置的是油烟

净化设备，已回复投诉人。

是 立案处罚

1 . 9月6日，经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冰城串吧油烟排

放进行检测，结果为超标。9月7日，市中区城管执法局

对其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济城执市中处告字

〔2017〕第024009号），拟处罚1万元。2 .市中区二七街道办

事处加强日常监管，加大巡查检查力度，要求其每季度

请有专业资质的清洗单位对油烟净化设施进行两次清

洗，并保存清洗台账。

50 3049
淄博市临淄区雪宫南小区内，菜

市场占道经营，噪声污染严重，垃圾

乱堆。要求取缔。

淄博市 噪声、垃圾
反映问题与转办件14批第823-230号部分情况相同，临淄区已对雪宫南市场进行了集中整治，但有个别

蔬菜商户在此期间随意摆摊，有垃圾清理不及时、噪音扰民的问题。
是 责令改正

责成相关部门清理取缔占道经营蔬菜商户，及时

清理垃圾，并加大巡查力度，避免出现反弹。

51 3050
枣庄滕州市张汪镇皇殿岗村村

南，大型养鸡场，粪便随意堆放，散发

臭味，影响附近居民生活。

枣庄市 垃圾、大气

养殖户为皇殿岗村民张某某，于2010年在村南林地（属于控养区），建蛋鸡养殖大棚3栋，设计存栏4000余

只，中间排与北排鸡舍内蛋鸡以及场区粪便已于8月31日前进行了处理，目前仅南排鸡舍存栏1300余只育雏

蛋鸡，鸡舍外无粪便。该养殖户距离村庄较近，现场检查时有臭味。

是 关停取缔

1 .张汪镇已与养殖户签订了关闭搬迁协议，保证

于2017年9月30日前将剩余育雏蛋鸡全部进行处理，并

彻底清除养殖设备及粪污。2 .在该养殖户关闭之前，全

面加强日常巡查监管，确保养殖户及时清理粪便，减少

臭味产生。

52 3052

受理编号821号信访处理结果称：

举报人反映情况不属实，小麦大量死

亡属正常现象；鄄城佳泉化工有限公

司不属于重污染企业。举报人称此前

举报内容均属实，对公示的答复意见

表示不满。

菏泽市 其他

1 .关于小麦大面积死亡现象：在2016年5月30日，有自称是新浪网的记者致电鄄城县环境保护局，反映鄄

城县南环路以北的尹庄村小麦出现疑似大量死亡现象。县环保局立即组织人员联合县农业部门的专家和记

者一道实地进行调查，通过对村民的走访和现场勘查，鄄城县5月底6月初是小麦收获期，小麦泛黄属正常生

物特性，不属于死亡现象。“受理编号821号信访件”的办理答复意见中，没有说“小麦大量死亡属正常现象”，

而是说“实情为小麦进入成熟收割期，大面积泛黄，属于正常”。2 .鄄城佳泉化工有限公司属市批项目，设计

规模年产5万吨甲醛、1万吨甲缩醛，经调查核实，该企业生产中采用电热水器产生的蒸汽带动生产，生产中

产生的废气进入尾气处理器进行燃烧，产生的蒸汽回用于循环生产，生产全过程无燃煤锅炉。根据鄄政办字

〔2016〕18号《鄄城县大气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该企业不在鄄城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需停产企业之

列。“受理编号821号信访件”的办理答复意见中，没有说“鄄城佳泉化工有限公司不属于重污染企业”，而是

说“该公司不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停产企业名单内，可以不予停产”。

否

53 3055

威海荣成市人和镇：1 .东黄埠岭

村颐盛家园小区东南方向100米左右

的两家养殖场，排放废水、废气，粪便

随意堆放，散发臭味。2 .宋家庄村村北

废旧编织袋回收点，无任何手续，污

水排放到路面，污染环境。

威海市
水、大气、

其他

1 .关于东黄埠岭村颐盛家园小区东南方向100米左右有两家养殖场，排放废水、废气，粪便随意堆放、散

发臭味的问题。经调查，举报所反映的两处养猪专业户位于东黄埠岭村东，为两处相邻的养猪户。养猪户东、

南为农田，北120米为颐盛家园小区，西约1000米为东黄埠岭村，经营业户分别为许传某、许庆某。其中，许传

某养猪场占地3 . 5亩，目前存栏生猪100头；许庆某养猪场占地2 . 5亩，目前存栏生猪170头；两处养猪场已于
2017年7月列入禁养范围，目前正在进行拆迁评估，计划于2017年11月30日前完成拆迁。经检查，两处养猪场

均进行过面源污染治理，建有三格化污水处理池、干粪场、密闭式雨污分流管道，现场无粪污外流、无粪便随

意堆放。养猪场内有异味，颐盛家园小区内无明显异味。2 .关于宋家庄村北废弃编织袋回收点，无任何手续，

污水排放到路面，污染环境的问题。经调查，宋家庄村北废弃编织袋回收点位于宋家庄村北340米，占地2700

平方米，2014年由项某某租给马某某作为废旧编织袋堆放场。经现场查看，该回收点无市场监管、商务部门

出具的经营手续。有部分已打包但未出售的塑料袋散乱堆放，该堆放场没有清洗废塑料设施，不产生污水，

无明显污水排放。回收的编织袋大多为周边渔民盛装海产品的废袋，现场有较重腥味。下雨天2700平方米堆

放区汇集雨水有腥味，以至让群众误认为有污水。

是 责令改正

1 .责成人和镇11月30日前完成两处养猪场拆迁，安

排专人在拆迁前加强巡查，在拆迁后做好粪污清理，确

保不发生粪污乱堆乱放行为。同时，责成人和镇畜牧兽

医站做好两处养猪场拆迁后消毒工作。2 .责成人和镇

对马某某废旧编织袋堆放场进行取缔，9月30日前清理

完毕。目前已停止经营活动，对未处置的编织袋进行规

整，已于9月8日用网具进行遮盖，防止风天飘洒影响周

边环境卫生。加强巡查监管，确保不再恢复经营。

54 3056
青市胶州市九龙镇九赵路387号

家具厂内，青岛瑞英福斯线绳有限公

司，废水、废气直排。

青岛市 水、大气

1 .青岛瑞英福斯线绳有限公司2016年10月开工建设，产品为汽车行业类配件，原材料为涤纶丝，生产工

艺为：原料—浸胶—烘干—卷取—包装。该公司生产过程中无生产废水产生，加热烘干工序中有废气产生，

未建设废气处理设施。该公司已委托有资质单位完成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编制。目前，正在对相

关事项进行整改，待整改完成后将立即办理环评审批验收手续。2 .青岛瑞英福斯线绳有限公司院内东侧建

有一间红木家具加工车间，从事红木家具维修加工，有打磨工序，无喷漆和粘胶工序。

是

立案处罚、

停产整治、

关停取缔

1 .胶州市九龙街道办事处于2017年8月25日按照

“先停后治”的原则对青岛瑞英福斯线绳有限公司实施

断电。目前，该公司正在安装污染防治设施。2 .该公司

存在“未批先产”的违法行为，胶州市环保局已于2017

年8月26日对其进行立案处罚，拟罚款6万元，并下达责

令停止生产的行政命令。现场检查时，该公司仍然处于

停产状态，车间内无任何生产迹象。3 .胶州市九龙街道

办事处于2017年8月25日对红木家具加工车间实施断

电，8月26日对其“两断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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