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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3090

潍坊寿光市侯镇台东村前，有三

排养殖户，距离居民很近，有恶臭。向

市长热线反映多次，一直未解决。

潍坊市 大气

1 .反映的“三排养殖户”，距离村庄民房最近约50米，属限养区范围。该处有养鸡户共4户，始建于1995年，

四户均建有砖铺晒粪场。经调查认定，养殖各环节符合相关技术要求。存在养殖异味，刮南风时对居民有轻

微影响。2 .今年8月25日有台东村村民通过潍坊市政务热线反映该问题，侯镇政府立即安排包片人员对该村

养殖户下达了整改通知书，责令立即进行整改，至本次反映之前，4处养殖户都在积极整改中。

是 责令改正

责令该区域4户养殖户按照相关要求切实做

好雨污分流和干湿分离等措施，在养殖场内建设

粪便暂存池等处理设施，在饲料中添加“复合酶”

等生物产品，搞好养殖场内部及四周环境卫生，

最大限度消除养殖场内异味。

82 3091

威海乳山市乳山口镇兰家村，兰

家河桥西面的养殖场，距离居民区很

近，有恶臭。向市长热线反映过，没有

彻底解决。

威海市 大气

1 .经查，该养殖场为蛋鸡养殖场，养殖户每3天左右对鸡舍进行清理，鸡粪露天堆放在院内，未建设相应

的粪污处理设施，养鸡场散发臭气影响周边群众生活。2 . 2017年8月21日群众拨打市长公开电话举报该养殖

户养殖上万只鸡，将粪便排放至河中，异味难闻，污染环境，望处理。乳山口镇立即安排包村干部、村支部书

记与兽医站工作人员对该养殖户进行了调查。经查，该户只养殖2800只鸡，且无明显的排污现象，门口水道

干净整洁，院内有少许干粪堆积并无外排，院外面有村民购买的鸡粪堆积还没有及时拉走。现场下发整改通

知，责令养殖户及时将鸡粪清除并清理好周边卫生。给养殖户发放了《整改指导意见书》，要求其及时对鸡粪

进行清理处置，消除异味。8月23日、8月31日，乳山口镇兽医站又对该户进行了巡查，发现鸡粪堆积在院内，

未及时拉走，雨后已形成小范围污染，下发整改通知，要求立即拉走鸡粪，打扫干净。但从9月4日查看情况

看，该养殖户仍存在院内晒鸡粪的情况。

是 关停取缔

1 .对该养殖户进行关闭搬迁，已于9月6日完

成。2 .关闭搬迁之后，对鸡舍、院落进行全面清理

消毒，消除异味，已于9月6日完成。

83 3098

1 .日照市五莲县潮湖镇松北村，3

家铸造厂（昌丰汽车配件厂、五莲铸造

厂、最后一个不清楚名字），排放黑烟，

污染环境。2 .日照市东港区河山镇山海

路二路，铁牛健身器材厂，使用回收橡

胶生产，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日照市 大气

1 .五莲县无群众反映的潮湖镇或松北村，五莲县昌丰配件厂的企业，位于洪凝街道小古家沟村，配件厂

院内另有仲某某铸造厂和该企业仓库。分析认为该院落内企业和投诉人描述很相似。五莲县昌丰配件厂于

2012年4月份投产，该企业以毛坯件为原料，经粗车、精车、钻孔、铣面等工序生产汽车及农用车零部件，属机

械加工行业企业，不使用热源，不存在排放黑烟污染环境问题。五莲县昌丰配件厂的仓库，用于临时存放配

件，今年3月份已停用，不存在排放黑烟污染环境的问题。2017年8月27日，在“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中，洪凝

街道办事处将其列为“散乱污”停产整治类企业，下达了《停产整治通知书》，责令其9月30日前完成整改，并

查封了相关设备。仲某某铸造厂，2012年5月投产，以煤为热源，将面包铁经熔化、浇注、砂铸等工序生产铸造

件。存在排放黑烟污染环境的问题。2017年8月27日，因不符合产业政策、存在排放黑烟污染环境的问题，被

洪凝街道列为“散乱污”关停取缔类企业，并责令企业自行拆除生产设备、清理原料和产品。9月4日现场检查

时，五莲昌丰配件厂仍处于停产状态，封条完好，院内仓库处于停用状态。仲某某铸造厂已断电断水，原料、

产品已清理，设备正在拆除。2 .群众反映的铁牛健身器材厂全称为日照铁牛健身器材有限公司，位于日照市

东港区河山镇山海路二路，主要从事健身器材生产、销售，有环保手续。该公司建有生产车间4个（缝纫车间1

个、浸塑车间1个、注塑车间2个），其中，缝纫车间主要从事负重沙袋生产，原材料为SBR布料和铁珠，主要生

产工艺为原料经裁剪、缝纫、填装铁珠后制作成品；注塑车间已于2015年拆除生产设备，改为仓库；浸塑车间

主要生产哑铃、铃壶，主要原材料有毛坯哑铃、铃壶和PVC浸塑液（主要成分为糊状树脂和乙酰柠檬酸三正

丁酯），生产工艺为原料通过浸塑液浸塑并经烘烤、冷却后，制成成品哑铃和铃壶。PVC浸塑液加热产生的有

机废气经集气罩收集、活性炭吸附后排放。2017年1月，该公司经环评审批后，拟新建两条浸塑生产线。经了

解，该公司缝纫车间自2016年12月份起停产至今，2017年以来，该企业主要从外部采购健身器材成品贴牌后

销售。经查，该公司生产过程中不使用橡胶原材料。9月4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缝纫车间未生产；浸塑生产线

正在建设，主要设备已安装完成，正在进行附属设施建设。厂区内未发现橡胶类生产原料，未发现废气未经

处理直接排放现象。

是

停产整治、

立案处罚、

关停取缔

1 .责成洪凝街道办事处责令五莲昌丰配件厂

加快整改进度，按期完成整改。目前，五莲昌丰配

件厂正在整改。洪凝街道办事处责令仲某某铸造

厂于2017年9月15日前拆除清理完毕，逾期未拆

除，将于9月17日前强制拆除。2 .责令日照铁牛健

身器材有限公司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管理，严格

落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确保生产建设符合环境

管理要求。

84 3099

滨州市邹平县西董街道大杨庄村

北500米，众康种鸭孵化公司，排放刺鼻

气味，污水直排公司东侧未防渗的水

池，污染地下水。

滨州市 大气、水

1 .举报反映的众康种鸭孵化公司实为邹平富瑞特牧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从事樱桃谷鸭孵化，种鸭

存量为15000只，孵化出的鸭苗直接外卖。2 .该公司孵化、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是养殖粪便及养殖过

程中少量洗槽水。该厂粪便为干式处理，并于2017年1月与淄博市临淄区皇城镇东上村人签订畜禽养殖粪便

销售及废弃物处理协议，养殖过程中少量冲洗水槽水收集贮存于厂内东侧水池内用于日常灌溉。2017年2

月，县畜牧兽医局给该场下达了《邹平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告知书》《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环保承诺书》、《邹平

县畜禽养殖场废弃物处理技术指导通知单》。3 .经查，由于近期雨水量增多，加之该养殖场洗槽水容量较小、

场区排水系统简陋，导致储存的洗槽水外溢、混杂雨水流入厂区东侧旱沟，形成排水现象。县环保局对距离

该公司最近的西董街道办事处中王村水井及该公司厂内水井进行了采样检测，检测结果符合《地下水环境

质量标准》（GB/T14848-93）中Ⅲ类标准要求，未发现地下水污染情况。同时，通过对该场区周边进行巡查，

未发现明显异味。

是 责令改正

该公司已将低洼地内废水抽回，并对低洼地

进行了填平。责成该场对厂区内雨水处理系统重

新疏通整治，建设防雨、防渗、防溢且容量满足养

殖条件的洗槽水储存池，目前，新储存池土方已

挖好。

85 3100

日照市五莲县石场乡李家山庄村

西300米、王家庄村北20米、石场村村北

和村西，多家养殖场，无环评手续，排

放刺鼻气味。

日照市 大气、其他

五莲县石场乡李家山庄村西养鸡场实为单某某养鸡场，位于该村西南300米处，占地6亩，在控养区内，

现存栏蛋鸡3500只。石场乡王家庄村北养殖场实为王某某养牛户，位于该村北100米处，占地1 . 5亩，在控养区

内。2017年养殖肉牛19头，9月4日前均已出售。石场村村北和村西曾共有养殖户16户，2009年5月前开始养殖，

占地大都在1 . 5亩左右，均在控养区内。因市场行情原因，其中8户已于2017年8月份前自行拆除停养，剩余8户

仍在养殖。仍在养殖的8户中，蛋鸡养殖2户、存栏各3000余只；生猪养殖5户、现户存栏均不到50头；肉牛养殖1

户、现存栏4头。以上养殖户均未达到规模化养殖场规模，不需要办理环评，均按照五莲县畜禽养殖污染整治

标准建设了符合标准要求的沉淀池、遮粪棚并启用。9月4日现场检查时，王家庄村北王某某养牛户无存栏，

养殖棚内无养殖粪便。其余养殖户均存在因粪便清理不彻底造成异味的问题。

是 责令改正

9月4日，检查组责成石场乡党委政府会同县

畜牧局立即制订整改方案：一是责令养殖户9月10

日前，对清理到遮粪棚内的粪便定期喷洒生物除

臭剂，减少储存过程中产生的臭味；二是责令养

殖户于9月20日前，完成遮粪棚、沉淀池密闭，保持

场区卫生整洁，控制异味污染。9月6日，以上养殖

业户均已对养殖舍内和遮粪棚内的粪便喷洒生

物除臭剂，减少异味；已按照整改要求改造遮粪

棚、沉淀池，计划9月20日前，全部完成整改。

86 3101

青岛市开发区前湾港路889号上庄

龙湖原山小区，小区内垃圾乱堆乱放，

路面未硬化有扬尘。

青岛市 垃圾、扬尘

1 .龙湖原山小区位于青岛开发区前湾港路889号，物业由龙湖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黄岛分公司管理。

2 .经现场核查，该小区内所有区域无散落及堆积生活垃圾，小区的联排别墅区个别业户因装修将建筑垃圾

装袋后临时堆放于自家地下车库门口，未占用公共区域，该小区内的道路已全部实施硬化，无扬尘现象。

是 责令改正
辛安街道办事处责成该物业公司已于9月5

日将临时堆放的建筑垃圾全部清理完毕。

87 3102

泰安新泰市东都镇镇政府东200

米，三和化工、兰和化工等多家化工

厂，夜间偷排毒气，污染环境。汶南镇

两桥村与盘车沟村中间道路两侧山坡

上，多家养殖场，排放刺鼻气味，粪便

乱堆乱放。

泰安市 大气

1 .信访人反映的“多家化工厂”，主要是东都工业园区内山东三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泰市兰和化工

有限公司、山东三和维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三家企业。（与第9批818-104转办件部分重复）经调查：山东三和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因市场原因自2017年5月18日停产至今；其生产期间的例行检查（新泰市控每季度至少

一次）、人工废气监测数据显示外排废气达标。但公司氨水罐区罐口密封不严，散发氨味，新泰市环保局于8

月18日对其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责令该公司立即制订和落实整改方案，对氨水贮罐及其它产生氨气的扩

散装置进行密闭处理。8月19日和8月20日，执法人员又对该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该公司对氨水罐口进行了

密封。新泰市兰和化工有限公司因库存较多加之市场行情不好，于2017年8月12日停产至今。9月5日现场检查

时，苯甲酰氯车间内部有轻微异味，厂区周围无异味。山东三和维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由于市场行情及成品

库存较大，于7月31日停产至今。污水处理站正在检修，曝气池、二沉池已清空，调节池内存有废水，现场无明

显气味。8月20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污水管网入园区管网观察井处有异味，现已通过加橡胶皮垫层，并在垫

层周围涂上密封胶，周边裂缝处全部用水泥砂浆进行了封堵，消除了异味。2 .信访人反映的“多家养殖场”的

问题。信访人反映的位置共有7家养殖场，分别为两桥村4家养鸭场、1家养猪场、1家蛋鸡场、1家肉鸡场。以上7家

养殖场都位于禁养区内。4家养鸭场已于今年8月19日前停止养殖并拆除了养鸭场部分设施，粪便堆存在粪坑；蛋

鸡场于2015年11月建成，现存栏蛋鸡4000只，在养鸡棚东侧有1个粪坑；养猪场于2016年3月建成，现存栏生猪360

头，在养猪场南侧有1个三级沉淀池，现场粪便散发臭味；肉鸡场因停养时间较长，无粪污，无臭味。

是

责令改正、

关停取缔、

约谈

1 .要求山东三和维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恢复

生产前建设气味收集装置，加强车间和污水排放

系统等部位的无组织恶臭废气的收集和处置。2 .

经新泰市兰和化工排查，因系统停车，反应釜及

盐酸吸收釜气相空间有漏点，造成车间内有异

味。责令企业对泄漏点进行处置，开启尾气碱吸

引系统。3 .汶南镇4家养鸭场和1家肉鸡场已于9月

5日自行拆除棚舍主体及养殖设施。9月6日汶南镇

政府调集吸粪车对4家养鸭场、1家蛋鸡场、1家养

猪场粪便进行收集做堆肥处理，粪坑用生石灰消

毒后进行了掩埋。蛋鸡场和养猪场因养殖周期

长，养殖户承诺9月15日前对所养蛋鸡和生猪进行

出栏，出栏后对养殖棚进行彻底拆除、复垦。4 .已

对2名相关责任人进行约谈。

88 3103

1 .德州市武城县郝王庄镇御马园

村南，武城大王油脂厂，夜间偷排刺鼻

气味，炼油废渣直接埋在厂内地下，之

前因山东省环保督查被查封停产，但

设备未清除，有再生产的迹象。向当地

环保部门反映多次未处理。建议取缔。

2 .郝王庄镇大王村西，新建油脂厂还未

生产，担心存在污染。

德州市 大气、固废

经调查核实，反映的武城大王油脂厂是武城县大王润滑油脂有限公司，郝王庄镇大王村西新建油脂厂

是山东志高润滑油销售有限公司。1 .武城县大王润滑油脂有限公司有关问题。该公司有2个项目，分别为年

产6000吨、年产12000吨废润滑油再生生产润滑油项目，均通过环评验收。该公司距离最近的村庄（郝王庄镇

御马园村）约600米，符合环评防护距离要求。因淘汰10吨以下燃煤锅炉加之企业危险废物管理不规范，县环

保局于2016年7月责令其停产整改至今。（1）关于夜间偷排刺鼻气味问题。该企业生产期间厂区内有石油气

味，厂区外围气味不明显。2015年6月，委托山东恒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监测分析，符合《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要求。2016年6月，完成建设项目验收监测，各项废气排放均达标。该问题不属实。（2）关于炼

油废渣直接埋在厂内地下问题。该公司与德州正朔环保有限公司、济南天章润滑油脂厂分别签订了危险废

物委托处置合同。根据环评要求，厂区地面全部硬化，除设备改造时进行了地面修补外，经现场仔细勘查，未

发现混凝土地面破损、填埋后修补的痕迹。该问题不属实。（3）关于设备未清除问题。该公司年产6000吨废润

滑油再生生产润滑油项目不符合《废矿物油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要求，2016年7月已停用，目前只拆除部

分动力设备，尚未彻底拆除。该问题属实。（4）关于有再生产的迹象问题。根据山东省固体废物和危险化学品

污染防治中心专家组的意见，该公司进行整改，于2017年5月2日对熔盐炉废气氮氧化物和对隔油池废水进

行监测，利用罐装天然气临时生产5天，其中监测1天，监测完成后立即停产。（5）关于向当地环保部门反映多

次未处理问题。近三年来，共收到投诉该企业的信访件8件，都进行了调查回复。该问题不属实。2 .山东志高

润滑油销售有限公司问题。该公司年产2万吨润滑油调和分装项目已完成环评验收监测，尚未获得验收批

复。因安评至今未通过验收，该项目不能生产。因环评验收监测需要于7月31日、8月1日试生产了2天，再无其

他生产行为。

是
停产整治、

约谈

1 .责令武城县大王润滑油脂有限公司在燃煤

锅炉整治完成及危废处置规范前不得恢复生产。

2 .责令武城县大王润滑油脂有限公司加快拆除年

产6000吨废润滑油再生生产润滑油项目设备。3 .

对1名责任人进行约谈。

89 3104

青岛胶州市胶西镇付家村南，拳

王劳保厂，生产橡胶手套，排放刺鼻气

体、噪音、黑烟，影响居民生活。建议取

缔。

青岛市 大气、噪声

信访人反映的拳王劳保厂为胶州市东信手套加工厂，拳王是其品牌。该加工厂位于胶西镇西北部付家

村，西邻高密市，主要从事挂胶手套的生产加工。生产原材料为乳胶，燃煤锅炉配套安装锅炉烟尘处理设备。

因该手套厂属于“散乱污”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有机废气和噪音。胶西镇政府于2017年8月22日已责令其停

止生产。9月4日现场核查该手套厂仍处于停产状态，燃煤锅炉停用。

是 关停取缔

胶州市胶西镇政府9月4日拆除生产设备关

键部件，清除所有库存和原料，并予以断水断电。

并安排专人统一保存，加强日常监管，确保不出

现复工现象。

90 3105

临沂市郯城县郯城镇穆柯寨村西

面山上，3家养鸭场，污水直排村西河

流，污染地下水。向当地环保部门反映

多次未处理。郯城镇山里赵村沭河东

岸江苏省境内有多家养殖场，污水直

排沭河，污染河流，影响作物灌溉。

临沂市 水

1 .反映的“郯城镇穆柯寨村”，为马陵山景区穆柯寨村。该村西面山上有2家养猪场，属散养户，位于适养

区，未建设堆粪场和雨污分流设施。该村西无河流，村东约2000米为沭河，现场未发现粪水外排痕迹。两家养

猪场养殖废弃物和废水均进行综合利用，用于周边果树、农田施肥。2017年9月4日，取养殖户自备井水检测，

结果显示高锰酸盐指数为0 . 74 mg/L、氨氮未检出，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Ⅱ类标准。查阅2017年以来信访

台账，群众于8月25日拨打12369反映该问题，郯城县环保局要求该养殖场规范养殖行为，及时清理粪污。2 .郯

城县人民政府已就江苏省境内多家养殖场污水直排沭河问题函告江苏省东海县人民政府。

是 责令改正

郯城县马陵山景区管理委员会已制订治理

方案，9月17日前完成2家养猪户提升改造，配套建

设粪水沉淀池、堆粪场，并及时清理。

91 3106

前期反映“济南市天桥区大桥镇

东营子村404号门口沙石、垃圾乱堆”的

问题（受理编号774），网上公示结果与

实际情况不符，部分垃圾、沙石仍未清

理。东营村404号门前公路修路时路基

抬高，导致门口积水严重，滋生蚊虫，

环境脏乱差。404号门口有人私搭乱建

多条监控线路，举报人担心有辐射和

安全隐患。举报人建议当地政府彻底

解决举报的问题。

济南市 其他

1 . 8月18日，收到受理编号774的转办问题后，天桥区环卫中心、大桥街道办事处对东营子村404号门口1

方多石粉和少量树枝进行了清理，对当事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向涉事双方发出告知书，不允许再出现乱堆

乱放等现象。2 .现场检查，东营子村404号门口未发现沙石和垃圾堆，其东南角有树枝杂草堆积。3 .东营子村

刚完成对村内胡同的修缮工作，地基有所抬升，遇到大雨排水不及时将产生积水。该区域私自安装了4个监

控摄像头，两个为404号住户安装，两个为404户西邻居安装。

是 责令改正

1 . 9月4日，天桥区环境卫生管护服务中心与

大桥街道办事处将东营子村404号门口东南角树

木、杂草全部清理干净。2 . 9月4日，4个摄像头及相

应线缆已全部拆除。3 .大桥街道办事处责成东营

子村两委对村内积水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及时安

排人员帮助村民疏导排水。东营子村两委已筹措

资金50万元，修建排水管道，工程总长10公里，工

期三个月，计划2018年8月施工，2018年10月底前铺

设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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