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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3107
滨州市博兴县兴福镇工业园，万

泰板业，无环评手续，排放刺鼻气味。
滨州市 大气、其他

1 .山东万泰板业有限公司，建设项目为年产44万吨彩涂板生产项目，该项目未批先建，2017年6月16日
被县环保局责令停止建设，2017年7月博兴县环保局以博环字〔2017〕68号予以批复。2 .经现场调查，该项目
配套建有废气治理设施、VOCS治理设施。现场检查时，无刺鼻气味。9月4日，县环保局委托山东嘉誉测试
科技有限公司对该公司无组织废气进行监测，结果达标。

否

93 3108
济南市济阳县纬二路与华阳路交

叉口西南角的小广场，早7点到晚6点唱
歌，音响噪声扰民。

济南市 噪声
该小广场为一处居民休闲点，群众自发组织在此休闲乘凉，经常在此处唱歌的大约有四五人，加上

围观群众共有四五十人，以老年人居多。产生噪音时间主要为上午8：30至10：30，下午3:00至5：00。因距离居
民区、办公区较近，造成噪音扰民。

是 责令改正

济阳县政府责成县公安局、县城管执法大队、
济北街道办事处立即调查处理。1 .执法人员当场责
令停止播放音乐，对其进行了批评，要求选择澄波
湖公园等远离居民区的地方开展休闲娱乐活动。2 .
济北街道办事处加大对该小广场的日常管理，由龙
海社区积极做好周边居民的教育和引导工作。3 .县
公安局加大对该小广场的治安巡逻频次，发现噪音
扰民现象，将依法进行查处。

94 3109

东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渤海小区
东侧的南北路，路面破损，无雨污管
网，私搭乱建的饭店将污水直排小区
东南角的景观湖，湖岸堆积生活垃圾。

东营市 水、垃圾

1 .因渤海小区有配套好的小区内外道路，渤海小区东侧南北路既非主要通道也非市政道路，属小区
外私搭乱建房屋相邻道路，故“渤海小区东侧的南北路，路面破损”情况属实。2 .渤海小区内有雨污管网，
但同在该区域的胜大集团原水产公司无雨污分排，该公司已确定尽快实施。渤海小区东南角的景观湖为
人造水体，经查确有小饭店污水排入。故“无雨污管网，私搭乱建的饭店将污水直排小区东南角的景观
湖”情况属实。3 .渤海小区垃圾乱堆放问题为小区外围人员私自堆放，故“湖岸堆积生活垃圾”情况属实。

是 责令改正
1 .召开整改工作推进会，确定整改措施及长效

整治方案。2 .组织环卫人员对部分大堆垃圾进行了
清理。3 .对该沿街区域临时建筑进行停水停电。

95 3111
青岛即墨市北安街道办事处双龙

埠村，红星福电器厂，喷漆有异味。
青岛市 大气

1 .即墨市红星福电器厂位于即墨市北安街道双龙埠村南，为个体工商户，主要产品为排气扇，未办理
环保手续，2017年6月已停产。2 .经核实，2017年6月份之前该厂有过喷漆加工行为，无污染防治措施，喷漆
过程有异味。

是 关停取缔
9月4日，北安街道办事处因该场所未办理环保

手续，下达了整改通知，要求该厂2日内将相关的设
备、产品、原料全部清理完毕。现已完成。

96 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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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安
全生产许可证、无安全生产验收备案、
无安全设施“三同时”手续、无安全设
施设计专篇，企业无重大危险源备案，
长期非法生产、超量储存、使用危险化
学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反映多次一
直未解决，举报胶州市安监局不作为，
包庇该企业。

青岛市 其他

1 .信访人反映的事项与20批编号830-207转办件基本为同一事项。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印发
的《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实施指南（试行）的通知》第六条的规定，该企业不需要办理相关安全行政许
可手续。2 .经核查，该企业委托北京华夏诚智安全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对“年产一亿只聚氨酯泡沫密封胶生
产项目”的设立进行了安全评价并出具了《设立安全评价报告》；济南春旭化工设计有限公司对该项目的
安全设施进行了设计并出具《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山东赛飞特集团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了安全设施
竣工验收评价并出具了《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评价报告》，该企业安全设施“三同时”手续齐全。3 .该企业于
2016年3月委托山东赛飞特集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重大危险源安全评估报告》，2016年4月1日向胶州市
安监局申请重大危险源备案，4月7日，胶州市安监局出具了备案登记表。4 .经核查，该公司使用的二甲醚、
丙丁烷和产品聚氨酯泡沫填缝剂为危险化学品，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第二条的
规定，该企业所属行业未列入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适用行业目录，液化石油气按照《设立安全评价
报告》年使用量1000立方米核算为580吨，不足1800吨，该公司不需要办理《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
该公司已经经过专家评审，中介机构审核，取得了安全评价报告等资料，安全设施、安全距离都符合要
求。5 . 2017年8月份以来，胶州市安监局接各种渠道举报共计13次，做到了每件举报涉及的内容都认真查
处，严格执法，每件举报都认真回复。

否

97 3115

前期反映“济南市章丘区龙山街
道办事处东石村，乔某某养殖场污染”
的问题。政府要求其关停，但是该养殖
场未做任何消毒处理，设施设备依然
存在，担心督察结束后恢复养殖。

济南市 其他

1 .经调查核实，该养殖户位于龙山街道办事处东石村西南侧。2009年开始养殖蛋鸡，鸡舍200平方米，
存栏量800只。2 . 8月29日，章丘区接到第18批次2252号转办件后，经龙山街道办事处与该养殖户协商，其同
意不再养殖，9月1日前清除畜禽，9月5日清除养殖设备、畜禽粪便、饲料。9月1日该养殖户已按要求将全部
蛋鸡清理，养殖设备及粪便尚未全部处理。

是 关停取缔
经龙山街道办事处检查，9月5日已完成对养殖

设备、畜禽粪便清理工作。

98 3116
德州市齐河县祝阿镇黄河大道高

速路口东南角300米处，有大车在此处
倾倒大量建筑垃圾，扬尘污染严重。

德州市 扬尘、垃圾

该建筑垃圾处理地点位于祝阿文化小镇项目内。祝阿文化小镇项目由山东鲁源置业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主要建设文化体验街区、会议培训设施场所以及购物、娱乐、餐饮、酒店等休闲度假设施。项目于
2017年下半年开工建设，由于施工现场存在多处水塘，地势高低不平，建设单位自行联系了一处棚改拆迁
现场，经县城管部门批准行驶路线后，按照环保要求密闭运输砖瓦碎块等建筑垃圾，用于填平祝阿文化
小镇项目内施工场地。现场核查期间，该项目已运抵施工现场的砖瓦碎块未进行覆盖处理，施工便道未
及时洒水降尘，未按要求安装喷淋降尘设施，施工车辆经过时存在扬尘现象。

是
停产整治、

约谈

责成祝阿文化小镇建设单位立即停工，并严格
按照施工工地“6个100%”要求抓紧时间整改。1 .对已
运抵施工现场的建筑垃圾以及其他建筑材料进行
覆盖，对出入工地的施工便道及时清扫，加大洒水
频率，减少扬尘。9月7日，该项整改工作已完成。2 .在
施工工地出入口安装喷淋降尘设施，对进出车辆按
照标准进行冲洗，避免运输途中造成扬尘，9月14日
前喷淋降尘设施安装到位，在此之前，禁止项目复
工。3 .对1名责任人进行了约谈。

99 3117

烟台莱州市土山镇杨王村，杨某
某的养殖场被举报存在污染问题。杨
某某表示该养殖场以前有沼气池、干
湿分离机，目前正按照政府要求进行
整改，建设大型沉淀池和储粪大棚，且
养殖场建成多年后附近才搬来住户，
反映前期被投诉的内容不属实。

烟台市 其他

1 .该转办件反映问题与第二十二批901-98号转办件反映问题相同，已按时办理上报。本转办件反映内
容实为第二十二批901-98号转办件的被举报人否认存在畜禽养殖污染问题。2 .该转办件反映的养殖场位
于土山镇杨王村，无环保手续，占地面积9亩，现存栏生猪1500头，非禁养区。该养殖场虽建有沼气池，但未
充分使用，干湿分离机也未启用，产生的粪便堆放在场区外空地上，场区及周边区域存有异味。8月25日，
根据群众举报，莱州市环保局、畜牧局、土山镇政府已责令其整改，养殖场也已按要求开始整改。9月2日，
接到第二十二批901-98号转办件后，执法组立即赶赴现场，发现养殖整改尚未完成。

否

100 3119
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五洲太阳

城天鹤园小区，东侧空地挖沙运沙，无
抑尘措施，扬尘污染严重。

威海市 扬尘
1 .经现场查看，该处为花漾生态园项目施工场地，正在平整项目用地内的土堆，准备进行绿化施工，

场地内沙土为项目建设所用。2 .经现场查看，该地块沙堆、土堆裸露，施工场地抑尘措施不到位，产生扬
尘。

是 责令改正

1 .由皇冠街道办事处负责，立即向花漾生态园
施工方下达停工整改通知，要求施工方立即停止所
有施工行为，在采取有效措施抑制扬尘前严禁私自
进行建设。2 .由花漾生态园施工方负责，加强施工场
地管理，9月5日已完成对裸露沙堆、土堆的绿网覆
盖，防止扬尘污染。3 .由皇冠街道执法中队负责，加
强对该处巡查力度，每天对该项目停工情况及扬尘
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并督促整改。

101 3120

东营市东营区牛庄镇东庞社区土
地复垦项目产生的大量渣土、建筑垃
圾堆积在居民区，且怀疑该项目无环
评、安评手续。运输渣土时，无抑尘措
施，扬尘污染严重。新修道路被过往大车
损坏，雨天行车困难。村内东湾和西湾两
个池塘被建筑垃圾填埋。目前村里未通
天然气，烧木柴做饭，污染严重。

东营市
垃圾、大气、
扬尘、其他

1 .交办单反映的“大量渣土、建筑垃圾”为拆除已搬迁居民原有住房时所产生，未采取覆盖密目网等
防尘措施。2 .该项目作为农业复垦项目，无需办理安评相关手续。项目正在进行拆迁收尾和建筑垃圾清运
等前期工作，待前期工作全部完成后按程序启动环境影响评价有关工作。3 .建筑垃圾运输和装卸过程中
未采取密目网覆盖等防尘措施，产生浮土，存在扬尘污染。4 .两个池塘，嵌入村庄复垦范围，经村两委及群
众大会决定，用建筑垃圾将村东坑塘填埋至离地表80公分，再用种植土覆盖填平至地表，并把村西侧坑塘
用作拆迁建筑垃圾的临时存放点。5 .经查，东庞社区楼区内不存在烧木柴做饭等污染严重问题。交办单中
反映的“村内”位于已拆迁的平房旧村区域内，主要涉及未搬迁的15户居民，按规定不予实施燃气工程。

是 责令改正

1 .责令施工单位立即停止施工，对施工现场进
行整治，对渣土、建筑垃圾及裸露地块等落实密目
网覆盖降尘措施，对渣土运输车辆实施覆盖运输，
所有降尘措施到位前不得恢复施工。截至9月5日上
午10时30分，施工现场所有裸露地块已全部覆盖。2 .
责令牛庄镇在房屋拆迁和垃圾清运完成后，按程序
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并进行网上备案。3 .加强对村
居改造等项目拆迁区的日常巡查监管，督促施工单位
落实防尘、降尘措施，在措施到位前不准开工建设。

102 3121

济南市历城区华山街道宋刘工业
园内，多家模具厂、水泥厂、印刷厂，排
放噪音，影响居民生活，印刷厂有时会
排放刺鼻气味。

济南市 噪声、大气

"宋刘工业园"是宋刘村为招商引资自发形成的一个小园区，在前期旧村改造工作中，华山街道办事
处已经取缔五家手续不全的企业，现已不是工业园区。1 .该园区有一家生产模具的厂家，济南鹏翔塑胶制
品有限公司。该厂距离南侧居民楼350米，距离北侧居民楼250米，因市场原因，现场检查时处于停产状态。
该厂从事塑料制品、塑料模具生产，环评审批文号为济历环报告表〔2011〕58号，验收文号济历环建验

〔2017〕第（32）号，在生产过程中模具加工机床、破碎机等设备有噪音产生。区环保局监测站曾于7月11日-
12日现场检测（济历环监（验）字2017第003号），厂界噪声符合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标准的要求。2 .该园内无水泥厂，也无灌装水泥销售点。3 .该园内无印刷厂，不存在印刷厂有时排放
刺鼻气味情况。

是
责令改正、
限制生产

历城区政府责成区环保局和华山街道办事处
采取以下措施：1 .加大对企业的监管力度，安排网格
员重点监管该区域，发现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置。
2 .要求该企业进一步采取降低噪音措施，确保不发
生噪音扰民问题。

103 3122

青岛市黄岛区嘉富路（原长安路）
205号，青岛盛驰机械有限公司，电焊废
气未处理直接排放，车床加工噪音污
染严重，车床加工产生的铁削液、机床
加工产生的导轨油直排下水道，有刺
鼻气味。车间内电线线路混乱、无任何
安全设备，存在隐患。

青岛市
噪声、大气、
水、其他

1 .青岛盛驰机械有限公司，2015年初租赁厂房建成投产，无环保审批验收手续。主要从事机械加工，
主要辅料包括切削液、导轨油。2 .该企业建厂投产初期使用电焊机焊接货架，2015年9月后基本停用。目前，
只使用1台电焊机用于维修设备，焊接烟气未经处理无组织排放，未配套相关污染防治设施。3 .该企业生
产时间为白天上午8时至12时，下午13时至17时，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噪音；经对该企业周边环境巡
查，该企业周边均为企业，无居民住宅区等敏感点位，此前也未接到有关噪声污染的信访投诉。4 .该企业
的XP-260切削液（即信访人反映的“铁削液”）用水稀释后加入设备内循环使用主要用于车床的冷却和防
锈，年使用量500公斤。切削液的用量较小并且自产生以来一直补充循环利用。9月8日，经公安部门进一步
调查，企业自生产以来，切削液一直采取补充循环利用的方式。导轨油通过滴加的方式用于钻床和铣床
的润滑。经现场勘查，该企业厂区内外的雨污井盖、管道内均无切削液、导轨油直接排放后的迹象。厂区
内有轻微异味，厂区外无异味。5 .现场核查，共发现6项用电安全问题。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1 .黄岛区环保分局对该企业未取得环保手续，
擅自开工建设并建成投产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立
案处罚，罚款1 . 452万元，并责令企业立即停产，在未
取得环评手续、达到环评要求前不得投入生产。2 .黄
岛区安监执法局负责，针对该企业存在的用电安全
问题，向其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该企
业于2017年9月25日前整改完毕。逾期不整改，依法
实施行政处罚。3 .黄岛区环保分局会同珠海街道办
事处、区安监执法局，督促企业落实上述整改措施，
加大监管力度，一经发现其他违法行为，依法严厉
查处。

104 3123

淄博市淄川区双杨镇法家村东南方
向，淄博天汇供水设备有限公司，距离居
民区太近，无任何环保手续，排放噪音，
影响居民生活。向12345反映未处理。

淄博市 噪声

1 .该企业卫生防护距离为生产车间外边界50m范围，范围内无学校、医院等场所，西侧有6户民房已纳
入该村旧村改造范围，企业已与居民签订租赁协议，现6户居民已经搬迁，现作为企业自用房使用。2 .该企
业在列入“散乱污”企业整治前，无环保手续。2017年7月办理了环保手续，目前正在等待验收后开产。3 .该
企业动力电阀门、主要生产设备均已贴封，未发现私自生产迹象。4 .经查询12345举报热线，2017年8月15
日，收到反映该企业噪音问题的举报，因企业处于停产状态，电源、设备均已贴封，未发现生产。于8月16
日，向投诉人进行了详细回复。

是 停产整治
进一步加大巡查检查力度，确保企业复工后严格

按照环评要求组织生产，严防环境违法现象发生。

105 3125

临沂市罗庄区褚墩镇梁庄村南山
上，高某某挖山盗石产生的矿坑，收费
存放大量生活垃圾、工业垃圾，污染环
境。建议当地政府清运垃圾，追究高某
某的法律责任。

临沂市 垃圾

1 .反映的“高某某”系褚墩镇梁庄村村民，2002年承包梁庄村南山，期限20年。梁庄村2011年由郯城县
划归罗庄区前，山上留有几处坑塘，因时间久远，无法确定坑塘形成原因，了解的多数老村干部认为是多
年前梁庄村民建房采石取土形成。2017年7月29日至8月2日，梁庄村委征得高某某同意，在坑塘中取土垫
高梁庄小学地基。8月2日，罗庄国土分局对取土行为予以制止。2 .矿坑内未发现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

是 其他

1 .罗庄国土分局对褚墩镇梁庄村南山上坑塘问
题已进行立案，正按程序展开相关工作。2 .责令褚墩
镇、罗庄国土分局加大日常巡查监管力度，严禁任
何单位和个人非法采石取土。

106 3126

1 .临沂市莒南县岭泉镇前左山村
南，祥胜物流公司，属于未批先建，并
且是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后违规补办的
环评，破坏耕地，废水直排厂外水坑，
污染地下水。向当地环保局、国土局反
映过未处理。建议取缔。2 .岭泉镇大官
庄村北养鸭场，位于禁养区内，废水直
排到村内水库。建议取缔。

临沂市 水、其他

1 .反映的“祥胜物流公司”为山东祥盛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盛物流），位于岭泉镇前左山村村
南，主要建有仓储、办公楼等建筑设施，土地用途为物流仓储用地，手续齐全；祥盛物流中心建设项目2013
年9月4日取得环评批复，2014年12月23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开始分期建设，2017年3月7日通过
竣工环保验收，不存在未批先建、破坏耕地行为。该公司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运
至莒南县新区污水处理厂处理，未发现废水外排迹象。县疾控中心对该公司井水、餐厅井水取样检测，符
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93）Ⅳ类标准。县环保局、国土局从未接到过祥盛物流信访问题。该公司
无违法违规问题，不应取缔。2 .大官庄村村民孙某某在村北400米处建设4个养鸭大棚，位于限养区，不需
取缔。目前1个大棚在养，没有雨污分流措施，建有2座沉淀池，粪水经沉淀池沉淀后用于自家农田，未发现
直排西50米处水库现象。

是 责令改正
责令养殖专业户孙某某于9月18日前完善雨污

分流等粪污处理设施。

107 3128
临沂市沂南县振兴路阳都小区，

未集中供暖，住户自己烧炭取暖，污染
严重。

临沂市 大气

沂南县振兴路阳都小区1998年开始建设、2005年全部建成，共有住户640户，现已入住600户。供热主管
道已铺设到该小区门口，沂南县住建部门和鑫诚物业数次协调，但同意集中供热的住户数不足50%，未能
达到最低比例要求，热力公司不予供热。据鑫诚物业调查核实，2016年，该小区住户冬季绝大多数已采用
电力取暖，仍有30多户烧煤取暖，给小区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

是 其他

1 .责成沂南县住建局及鑫诚物业公司进一步做
好集中供热宣传发动工作，争取早日达到规定的集
中供热比例要求，并积极与热力公司协调，尽快实
现该小区集中供暖。2 .积极推广电力、天然气取暖方
式，推广清洁煤，减少取暖季环境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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