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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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3075

举报人对临沂市政府网站公示

的受理编号1415号信访处理结果不满

意，认为公示情况不属实：1 .该公司生

产涉及油漆。2 .生产场所未封闭。3 .该

公司东侧不足200米为居民区。4 .未公

示该企业环评手续。

临沂市 其他

1 .举报人反映的“丽美特家具有限公司”为临沂市丽美特镜业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山东丽美特家具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付某某，位于罗庄区盛庄街道化武路与罗七路交会向北约1000米西侧巷内。该公

司主要生产成品镜，生产工艺不涉及油漆。2 .该公司生产工序全部在密闭厂房内进行。3 .该公司东侧为

厂房，距三岗店子村500米左右。4 .该公司年产10万件穿衣镜、梳妆镜、鞋镜、卫浴镜项目，2014年7月22日

取得环评批复（临罗环函（审）〔2014〕110号），同年11月5日取得环保验收（临罗环函（验）〔2014〕49号）。举

报人在举报件1415中未提及环评手续问题，该企业2014年取得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审批手续，并通过环

保验收，依据环保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未要求对环境影响评价登记

表项目进行信息公开。

否

69 3076

济南市历下区千佛山公园半山

腰的游客服务中心，无环保手续，污

水直排，油烟污染严重。

济南市
水、油烟、

其他

根据转办件反映的问题调查了千佛山景区正门游客服务中心西侧和景区内的餐饮情况。经查，现

有蓝海苑酒店、阳光游客餐厅、净心禅院、济南历下一览亭茶餐厅，共4家餐饮店。1 .蓝海苑酒店（营业执

照为山东亘古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位于游客服务中心西邻，经营用房为商业用房，证照齐全，未办理环

评手续，厨房安装油烟净化器一台，餐饮污水经隔油池预处理后排入城市污水管网。9月5日，对蓝海苑

酒店油烟检测结果为均值1 . 30mg/m3,标准值1 . 0mg/m3，超过国家规定排放标准。2 .济南历下一览亭茶餐

厅，厨房内有一个基准灶头，采用抽风机排放油烟，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该茶餐厅证照齐全，但未办理

环境影响登记表手续。3 .阳光游客餐厅、净心禅院（停业约半年）已停止营业。

是

停产整治、

立案处罚、

责令改正

1 .济南千佛山风景区已责成蓝海苑酒店停业整

顿，限时安装油水分离器，限期完成油烟净化设备清

洗；责成济南历下一览亭茶餐厅停业整顿。2 .历下区环

保局对蓝海苑酒店未进行环评备案登记违法行为下达

《行政处罚告知书》（历下环告字〔2017〕第77号）拟处罚2

万元。区城管执法局依法对蓝海苑酒店油烟超标问题

下达《听证告知书》（文书号：济城执历下听告字〔2017〕

第508号）拟处罚3万元。9月5日上午蓝海苑酒店已安装

油水分离器。3 .历下区城管执法局对济南历下一览亭

茶餐厅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问题下达《听证告知书》

（文书号：济城执历下听告字〔2017〕第507号）拟处罚1万

元；区环保局依法对济南历下一览亭茶餐厅未进行备

案登记违法行为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历下环告字

〔2017〕第74号）拟处罚2万元。9月4日下午，济南历下一

览亭茶餐厅经营人对厨房设备已拆除和清理完毕，承

诺转行经营茶社，不再从事餐饮经营。

70 3077

德州市经济开发区，富豪康博酒

店大楼北边设备房，距离居民区近，

噪声大。

德州市 噪声

经现场核查认定，该设备房内现有一座燃气锅炉，主要为酒店洗衣房提供热水和蒸汽用于洗烫衣

物，经现场问询酒店负责人和查阅酒店使用天然气情况，该设备房内的燃气锅炉开启时间为每天的10

点至12点。经现场测量，该设备房与康博小区围墙最近的直线距离为22米，富豪康博酒店与康博小区为

统一规划设计，该设备房符合规划设计要求。经现场噪音监测，该设备房内燃气锅炉全开启后会产生一

定的噪音，测量值为54 . 3分贝，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该问题不属实。

否

71 3078

之前反映“向泰安民生网和泰安

市环保局的投诉平台投诉中科环保

问题，在8月13号向督察组再次反映中

科环保的问题后，14号查询时两个平

台上的问题和答复就都被删了”的问

题（公示编号676），公示的处理结果为

“给投诉人电话回复，举报人表示理

解”。但投诉人表示未接到任何电话

回复，答复意见不属实，要求重新处

理。投诉泰安市环保局包庇企业。要

求关停或迁址。

泰安市 其他

1 .泰安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担负着处理泰城每天产生的大约1200吨生活垃

圾的任务，是泰城唯一一家对生活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企业。企业在其排污口设置了在线监控设施，

24小时监控其产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在生产过程中，不同环节存在产生垃圾异味的现象，企业也

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减少异味的排放，企业定期请有资质的检测单位对其排放的异味进行检测。岱岳区

环保局认真落实监管责任，2017年多次对其进行监督下监测，未发现超标现象。在没有新的垃圾无害化

处理项目建成前，不能对该项目下达停产或关闭通知，否则，将带来更大的环境隐患。2 .关于“投诉人表

示未接到任何电话回复”的问题，经查，接到第6批676号转办件后，民生网工作人员宗某于2017年8月16日

与在民生网平台反映问题、并留下联系方式的两名群众进行了联系，解释删帖原因，并获得了两名群众

的理解。3 .关于“泰安市环保局包庇企业”的问题，泰安市环保局对泰安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气味污染

问题高度重视，多次到现场进行调研，通过专项约谈、召开专题会议、加大现场执法检查力度等形式，督

促企业加大治理力度。2016年1月，针对该企业大气污染物烟尘浓度超标问题，泰安市环保局依法对该单

位下达20万元罚款，并责令企业对治污设施进行升级改造，达标排放。2017年6月29日，下发《关于尽快做

好泰安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等单位异味污染问题的函》，请岱岳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组织有关部门

对该问题进一步调查处理，尽快使该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7月6日，针对异味污染问题约谈了岱岳区人

民政府分管环保区长、岱岳区环保局局长及企业相关负责人，督促相关单位加强整改，限期解决异味污

染问题，并积极主动做好群众工作，及时向群众及媒体沟通有关情况。7月13日，针对垃圾填埋场气味问

题向市城市管理局发了《关于解决垃圾填埋场气味扰民问题的函》，请市城市管理局责成相关部门限期

解决气味扰民问题。因此泰安市环保局不存在包庇企业现象。

是 其他

按照企业易散发异味的环节，岱岳区环保局要求

企业作出了整改措施。岱岳区环保局将按照整改方案

的要求，对企业加强监管，确保企业各项环保治理设施

正常运行，达标排放，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72 3081

淄博市桓台县钱庄镇钱庄村老

粮所院内的齐瑞取暖炉作坊，生产时

噪音扰民，喷漆有异味。

淄博市 大气、噪声

1 .反映的“齐瑞取暖炉作坊”实为桓台县田庄镇齐瑞水暖设备厂。经对企业进行现场噪声监测，符合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的Ⅱ类功能区标准要求，但企业在下料和组装过程中确有轻微噪

音，对附近居民心理造成一定影响。2 .未发现企业有喷漆工序，不存在喷漆异味问题。

是 责令改正
责令企业采取减震、合理布局等降噪措施；控制生

产时间，杜绝午间及夜间生产。

73 3082

威海文登市泽库镇西南台村，村

东挖山拉土，产生扬尘，污染周边河

流。

威海市 扬尘、水

群众反映问题的地点位于泽库镇南台村东（泽库镇没有西南台村），该地点为平塘，处于侯家镇和

泽库镇的交界处，周围长满荒草，现场没有发现施工车辆和施工痕迹。现场勘查结束后，又组织国土、林

业等部门对相关情况进行进一步核实，经落实，该地块属非林业用地，2006年因开发建设南海新区、修建

圣海路，曾在此处开采土方，2011年取土工程基本结束。之后，周边村一些村民在此取土用于整修门口道

路、平整土地等。据进一步查看，南台村村北道路部分路段为泥土路，路南侧600米处有一条小河（基本没

有水），车辆来往过程中会产生扬尘，部分会落入小河中。经环保部门对河水取样检测，河水COD为

8 . 5mg/L、氨氮为0 . 3mg/L，符合应执行的地表水环境质量V类标准（GB3838—2002）（COD≤40mg/L、氨

氮≤2 . 0mg/L）。

是 责令改正

1 .由泽库镇负责，结合环境卫生整治活动，定时对

镇村主干道进行清扫、洒水，对来往车辆较多、可能会

产生扬尘的路段每天洒水2次，最大限度减少道路扬尘

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2 .由国土资源局负责，泽

库镇配合，安排专人不定期进行巡查，一旦发现违法取

土行为，将及时依法进行查处。3 .由泽库镇负责，安排

干部立即进村入户，逐户向群众通报工作情况，做好沟

通解释工作，最大限度地争取群众的理解支持。

74 3083

青岛市市南区福州南路60号1号

楼1单元301用户，投诉隧道巴士公司

在其房屋南阳台外安装汽车充电桩，

在卧室附近设电线杆、变压器，担心

有辐射污染。要求拆除。

青岛市 其他

1 .福州南路隧道巴士公司隶属于青岛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位于福州南路与江西路交叉口，场站停

车62部。2017年，青岛公交集团委托青岛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在场站北侧建设了17组充电桩及相应配

套设施，箱变为10KV，功率为800kw。2 .经现场核查，居民反映电线杆上的变压器实际为柱上分界开关。

根据《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50293-1999）附录B、《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规定，1-10KV架

空线路与居民建筑物之间安全距离为1 . 5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规定，10KV箱变距离民用建筑外墙

安全距离为3米。经测量，福州南路隧道巴士公交车站内建设的电线杆及柱上分界开关等架空线路距离

居民楼6 . 5米，现场箱变距离居民楼8 . 5米,变压器距离居民楼10米。充电终端距离居民楼4 . 5米，均在国家

安全标准距离以内。充电电源使用380V直流电，不产生辐射污染。电线杆、变压器、充电桩等设施建设符

合国家标准。

否

75 3084

济南市槐荫区段北办事处闫千

户小区一区，76路公交车站旁边，有7

家做钢窗的店铺，作业时电锯噪声扰

民。向12345反映多次，一直没有解决。

济南市 噪声

76路站牌附近经营塑钢门窗的商户共7家，分别是艺海塑钢门窗、实德天成门窗、辉煌门窗、小彭断

桥铝、旺达门窗、老刘顺发门窗、城发塑钢加工部，经营范围为加工、出售钢窗成品。现场检查时并未发

现切割加工，但发现有切割电锯等工具。经了解周边群众，这7家商户之前均存在加工行为，使用电锯等

设备产生噪声扰民。2015-2017年，12345热线共接到投诉10次，槐荫区城管执法局对上述商户违规加工、

噪音扰民问题进行整治，对现场发现的电锯暂扣。

是 责令改正

1 .槐荫区政府责成段店北路街道办事处切断加工

设备的电源，确保其无法进行现场加工，并要求各商户

将加工设备全部清除，避免噪声扰民。7家业户均现场

承诺，绝不再进行现场切割等产生噪声扰民的加工。9

月6日，7家业户已将产生噪声的切割设备全部自行清

除完毕。2 .段店北路街道办事处、区城管执法局、区市

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加强对这7家商户的巡查管理力

度，确保不再出现回潮。

76 3085

临沂市费县站前路东段路北侧，

北城中学工地对面，有一无名养殖

场，距离中学和居民区很近，有恶臭

气味。

临沂市 大气

反映的养殖场为养猪户王某某和李某某（距离中学50米、距离居民区100米），2家养殖场均在禁养

区，粪污处理设施不完善，有恶臭气味。2016年7月，因城建拆迁，2家养殖户已签订拆除补偿协议，同意拆

除养猪场。

是 关停取缔
王某某、李某某于2017年9月5日将生猪清栏，养猪

场已拆除，粪污已清理。

77 3086

临沂市沂南县依汶镇双村，村西

北的养鸭场，粪水流淌到周边农田

里，导致粮食绝产。

临沂市 扬尘、水

1 .反映的养鸭场为张某某养殖户，建有9个养殖大棚，其中3个养鸡大棚存栏肉鸡3 . 8万只，5个养鸭大

棚空栏，1个大棚存放杂物，均位于适养区内，办理了环评手续。养鸡大棚采用机械干清粪，不产生废水；

肉鸭养殖采用网下垫料方式，粪便通过两个沉淀池收集，经1台固液分离机分离后，用于周边农户菜地、

农田施肥。2 . 2017年7月20日，依汶镇根据群众举报，对该养殖户粪水外排问题进行了调查处理。粪水外

排因汛期大量雨水灌入1个未加盖板封闭沉淀池内，粪污外溢造成。已责令该养殖户进行了清理，对沉

淀池封闭，现已整改到位。3 .现场未发现庄稼及草木异常现象。对该养殖户周边村民进行走访，均表示该

养殖户周边不存在粮食绝产的情况。

是 其他

1 .责令该养殖户严格按照环保养殖规范要求进行

养殖和粪污处理，加大沉淀池清理力度和频次，有效防

止粪污外排。2 .责成依汶镇落实好属地监管责任，做好

环保养殖指导工作，加强对辖区内畜禽养殖业的巡查，

减少畜禽养殖污染现象发生。

78 3087

烟台莱州市虎头崖镇贾家村，润

洲化工厂，污水直排厂外的水井，导

致周边农田粮食减产。

烟台市 水

1 .该转办件反映的企业为莱州市润洲化工厂。该企业生产过程中不产生废水，冷却水循环使用，厂

区周围无排污口。2017年9月5日，莱州市环保局委托专业检测机构，现场对厂区外北侧地下水井及厂区

内冷却水池水样进行取样检测，检测结果均符合标准。2 .经执法组走访调查和现场核查，企业周边区域

未出现粮食减产等问题，农田作物长势良好。

否

79 3088

济南市历城区荷花路8081号，康

发食品厂，私采地下水，污水未经处

理，直排私设的水井及下水道。向

12345反映过，一直没有解决。

济南市 水

该公司于2012年6月5日取得环保审批手续（济历环报告表[2012]345号），现在正处于验收阶段。1 .历城

区水务局与荷花街道办事处到该公司院内排查落实，未发现该公司院内有自备井,无私采地下水现象。2 .

该公司废水主要来自加工车间的清洗废水和职工日常生活废水，其中清洗废水来源于物料和车间清

洗，每日产生量约4m3，年产生量约1200 m3，职工生活废水年产生量约360 m3，总计年产生废水约1560 m3。

厂区内建设有3个化粪池，清洗废水和生活污水全部排入化粪池，由高新开发区遥墙清洁环卫服务部定

期清运处理，不外排。现场检查时，未发现举报所述直排私设的水井及下水道。3 .经调阅2016年以来12345

热线转办案件情况，共接到12345举报2件，均已按规定办结，未接到污水未经处理，直排私设的水井及下

水道的举报。经调阅案卷，2016年10月31日，历城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单位有废水排放，该

废水主要是清洗蔬菜产生，排放至厂区东侧雨水沟内后向北排入赵王河。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历城区环保局对济南康发食品有限公司处以2万元罚款（济历环

罚字〔2016〕第76号）。

是 其他

历城区政府责成区环保局和荷花路街道办事处采

取以下措施：1 .加强对该企业监管，严格落实废水定期

清运工作，严禁外排，做好清运记录。2 .环保网格员重

点加强对该企业的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查处。

80 3089

济南市章丘区龙山街道办事处

大城后村的村西路旁，堆放大量车辆

运来的工业垃圾。

济南市 垃圾

经调查核实，反映的“工业垃圾”实为中国重汽铸锻中心生产铸造用型砂（铸造过程中做模具用过

的沙子，属于一般固废），是济南鑫金新型建材厂生产砌块的原料之一，中国重汽铸锻中心和济南鑫金

新型建材厂双方共同委托有运输资质的济南鑫木机械有限公司进行运输，在运输过程中，为提高运量

增加收益，该运输公司私自将约150吨型砂临时存放该处。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1 .龙山街道办事处责令济南鑫木机械有限公司立

即停止私自暂存行为，已于9月5日将生产用型砂全部

运回济南鑫金新型建材厂厂区内，并进行贮存覆盖。

2 . 9月4日，章丘区环保局对济南鑫木机械有限公司作

出行政处罚（济章环听告字〔2017〕0904号，罚款1万元）。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山东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及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二十四批)

20 2017年9月14日 星期四

总编室传真:(0531)86424205 Email:dbzbs@dzwww.com要闻


	2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