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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902-259
莱芜市莱城区苗山镇下周村邹

某某的玻璃厂，违规使用土炉加工

玻璃。

莱芜市 其他

该交办事项与编号为“828-223”重复。玻璃厂名为莱芜市莱城区景裕琉璃工艺制品厂，该公司主要从

事琉璃制品生产，主要生产设备有5座电炉，生产原料是石英砂和纯碱。该项目已取得环保部门验收手续。

举报人反映的土炉实为1座燃气八卦炉。前期（2017年8月28日）现场检查时，执法人员发现该公司在原有5座

电炉的基础上于2017年7月底私自扩建了1座燃气八卦炉，正在生产，生产过程中产生烟气及粉尘无组织排

放。经查阅环评文件，发现该燃气八卦炉不在环评文件批复之列，属于私自建设。对此，莱城区环保局已依

法立案查处，并对其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其自行拆除燃气八卦炉。8月29日现场检查时，

八卦炉已拆除完毕。9月4日检查时，现场已清理彻底，地面已硬化。

否

118 902-261
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永宁村村

南玫瑰园北侧有一堆沙土，刮风时

有扬尘污染。

泰安市 扬尘

接到交办件后，调查组立即奔赴现场调查核实，该沙堆位于祝阳镇永宁村南原废弃料场，村民租用该

料场存沙约12000立方米，该料场为建设用地，存沙行为符合有关规定。经对存沙点进行实地察看，发现沙

堆西面没有覆盖，其余三面进行了覆盖，未按照有关标准做到完全覆盖。

是 责令改正

按照环保要求，立即责成沙堆所有人对沙堆进行

全面覆盖，并压实覆盖网，沙堆所有人立即安排人员

购买防尘网进行覆盖。截至9月5日，已整改完毕。

119 902-266
日照市五莲县石场乡李家山庄

村村西养鸡场排放刺鼻异味气体。
日照市 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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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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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养殖户存在因粪便清理不彻底造成异味的问题。

是 责令改正

责成石场乡党委政府会同县畜牧局责令该养

殖户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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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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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养殖业户已对养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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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整改。

120 902-267
枣庄市台儿庄区张山子镇侯塘

村侯某亚、侯某进养猪场排放刺鼻

异味气体、粪水，污染环境。

枣庄市 水、大气

1 .侯塘村侯某亚养殖户，养殖地点位于侯塘村西，属于畜禽禁养区，附近无河道。该养殖户养殖母猪2

头、仔猪50头、育肥猪15头。畜禽粪便每天清理外运到自家责任田内，有少量的养殖污水排放在养殖户院墙

西侧自家田地内。2 .侯塘村侯某进养殖户，养殖地点位于侯塘村西，属于畜禽禁养区。该养殖户养殖种猪5

头、母猪35头、仔猪17头、育肥猪126头。畜禽粪便每天清理外运到责任田，但因养殖规模较大，有少量粪便

存放在养殖院墙东北角，养殖污水排放在养殖院墙南侧自家田地内。3 .根据全区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工

作要求，台儿庄区畜牧局、区环保局和张山子镇联合执法组于8月1日对两家养殖户下达关停通知书。

是 关停取缔

1 .目前两家养殖户已将存栏的猪全部出售或转

移完毕，粪污也已清理完毕。2 .台儿庄区政府责成区

畜牧局、区环保局、张山子镇政府加强对两养殖户

的关停和污水处理情况监管，严格按照承诺时限完

成任务。同时引导、帮助养殖户利用现有场地，做好

转产，发展新的产业项目。3 .鉴于张山子畜禽养殖污

染被群众多次接连举报，台儿庄区政府决定对张山

子镇人民政府进行通报批评。

121 902-268
泰安市泰山区财源街道办事处

三里社区北非法倾倒建筑渣土，排

放粉尘，同时存在安全隐患。

泰安市 大气、固废

该交办件为重复投诉，与第9批818-61投诉件部分重复。9月5日下午，泰山区组织相关人员到现场进行

了再次调查：1 .经查，该回填土是市重点工程傲徕峰路建设征用26户居民住宅、建设高1号综合回迁楼所产

生，不是由三里社区非法倾倒的建筑渣土，属临时存放，符合相关建筑回填土存放要求。现场检查回填土

已完全覆盖，未发现排放粉尘现象。2 .泰安市城管局、泰山区城管局相关人员曾于2017年6月30日到现场对

回填土的临时存放提出要求，采取三项措施防止出现塌方等意外事故：一是垒砌挡土墙，降低堆放坡度；

二是增设排水沟，确保雨季排水通畅；三是对回填土进行全密闭覆盖，防止产生扬尘，三里建筑安装工程

公司对上述要求进行了落实。

是 其他

1 .加快回迁楼施工进度，尽快将此堆回填土进

行回填（2017年12月底前完成回填）。2 .回填土未回填

前，加强管理，加大雨季巡查力度，在回填土周边设

置警示标语，并严格落实三项措施要求，防止出现

塌方、扬尘等问题。2 .财源街道三里社区将积极做好

与居民的沟通工作。

122 902-269

东营市广饶县丁庄镇牛圈村多

家养殖场直排污水、刺鼻异味气体；

村西北角重油调油厂非法生产，排

放刺鼻异味气体。

东营市 水、大气

1 .牛圈村有缪某某肉鸭养殖场、王某某生猪养殖场2家养殖场，属限养区。2 .缪某某肉鸭养殖场已出栏

未养殖，建有粪便暂存场所和污水收集池，未发现排污口。3 .王某某生猪养殖场建有粪便暂存场所和粪水

收集池，未发现排污口。养殖现场有粪臭味。4 .广饶县久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燃料油、渣油储存经营项目，

环评报告未审批，2017年6月份，因违反建设项目制度被立案处罚，采取了停电停产措施，现处于停产状态，

厂区内外无明显异味。

是
责令改正、

停产整治

1 .加强日常管理，督促养殖户做好残留粪便的

无害化处置。2 .密切关注广饶县久泰化工有限公司

动态，坚决落实停水停电措施，严防公司非法生产。
3 .指导该畜禽粪便暂存场所采取有效措施消毒、除

臭，减小异味影响。

123 902-270
日照市莒县城阳镇孙家村银杏

大道北侧涂料厂夜间违法生产排放

粉尘，向地下直排污水，污染环境。

日照市 大气、水

群众反映的涂料厂实为莒县全祺涂料厂，位于莒县振兴西路，占地约1 . 5亩，车间占地面积约240平方

米，无环评手续。经调查，2012年，王某某租赁孙家村村民于某某的闲置院落，加工腻子粉、免胶石膏粉和建

筑胶水，该厂现有4台粉体搅拌机、2台建筑胶水搅拌罐、1台腻子膏搅拌罐、1台燃气蒸汽发生器。该厂主要

以石膏和胶粉为原料，搅拌均匀生产免胶石膏粉；以滑石粉和胶粉为原料，搅拌均匀生产腻子粉；以胶水、

聚乙烯醇、蒸汽为原料，搅拌均匀生产建筑胶水，生产过程中无废水产生；其生活废水经排入城市污水管

网，进入莒县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放。不存在污水直排河沟问题。因该公司距离孙家村住户太

近、不符合城市规划，城阳街道于8月14日联合公安、供电等部门对其断电停产，并封存生产用电配电箱。9

月3日现场检查时，该涂料厂已停产，生产用电已切断，三相交流防雷配电箱上贴有城阳街道办事处的封

条，封条完好，未发现夜间违法生产迹象。该厂车间内地面布满白色粉末，未安装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因车

间已用钢结构大棚封闭，车间外无粉尘。现场检查未发现生产生活废水。莒县对该企业厂区内水井取样监

测，PH、高锰酸盐指数、六价铬、铅四项监测指标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中的Ⅲ类水质

标准要求。

是 关停取缔

责令该公司加大拆除、清理力度，于9月10日前

拆除生产设备、清理原料和产品。9月10日，该企业生

产设备已全部拆除，达到“两断三清”标准。

124 902-271

日照市东港区南湖镇报子沟村

的日照港生态园内，有人经营饭店、

宾馆、养猪场，均为无证经营，污水

直接排放，严重影响生态环境。

日照市 水、生态

1 .企业基本情况。群众反映的日照港生态园全称为日照港物业有限公司生态养殖园，位于南湖镇驻地

东北方向3公里报子沟村东山坡。该生态养殖园现有黑猪存栏700头，建有餐饮场所1处、宿舍楼1处，并配套

办公、仓储场所等，园内有板栗、苗木种植园。2017年4月，根据日照市政府第40次规划和城建项目专题会议

要求，该生态养殖园划转为山海西路人民防空疏散基地，除存栏黑猪外，地上建筑物、附属物及土地承租

人权益全部转让给市人防办用于基地建设。2017年10月1日前，待该生态养殖园黑猪存栏量降至100头后，黑

猪养殖项目同步移交给市人防办。2 .关于无证经营问题的调查情况。经现场调查，生态园宿舍楼为内部员

工住宿场所不对外营业，园区内无宾馆项目。日照港物业公司经营时，畜禽养殖、防疫、环保、消防、工商、

卫生、餐饮证照手续均完备。划转为人防疏散基地后，除养殖场外，生态园区餐饮等项目仅供战时应急使

用。3 .关于污水直接排放问题的调查情况。9月4日下午，联合调查组现场调查时，园区处于封闭状态，并已

更名为日照市人民防空战时人口疏散基地；现存栏700头黑猪全部使用发酵床猪舍养殖，无废水产生，废弃

饱和填料用于还田；产生约0 . 5m3/d生活污水进入500立方米暂存池暂存，收集后全部用于园区板栗园及苗

圃灌溉，未发现向周边环境排放污水问题。

否

125 902-272
泰安市泰扎机厂北宿舍有多家

住户用通心炉烧水，污染大气。
泰安市 大气

经查，来信人反映的泰扎机厂应为泰煤机厂。该厂北宿舍区东至明珠花园、西至温泉路、南至泰煤机

厂、北至灵山大街，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为泰煤机厂职工宿舍，共有居民600余户，多层住宅14栋，平房10

排。现场检查共计发现利用通心炉烧水的住户有3家，联合执法工作人员当即对该3户居民进行了批评教

育，并对通心炉进行了收缴。

是 其他

1 .强化宣传引导。通过发放明白纸、利用显示

屏、出动宣传车等多种形式加大宣传，提高居民的

环保意识；2 .强化“网格化”监管力度。认真落实属地

管理责任，利用社区网格化管理体系，及时巡查、发

现、制止污染环境的行为；3 .强化联合执法力度。组

织城建办、城管办、安监办、工商所、食药所等科室、

单位，不定期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形成环境保护合

力，确保持续改善辖区大气环境质量。

126 902-273
枣庄市市中区孟庄镇崖头村有

人经营一家大理石厂，废水直接排

入河流中。

枣庄市 水

该信访件与第22批831-308号信访件反映问题一致。1 .经调查，崖头村只有一家大理石厂，为枣庄市泽

丰电子有限公司，位于孟庄镇崖头村西，2009年11月4日注册成立，年产10万平方米石英石板材生产线建设

项目环评资料齐全。2012年3月通过市中区环保局环保验收。2 .因存在密闭搅拌车间粉尘收集设施不完善、

现场卫生整治不达标、物料存放管理混乱等问题，孟庄镇于2017年7月18日对该企业下达《停产整改通知

书》，责令其停产整改，并进行了断电处理，对总电源开关张贴封条进行了查封。现场检查，该企业总电源

开关封条完整，未发现有生产行为，也未发现有生产废水外排痕迹。且该企业周边1000米内无河道，企业内

有三级沉淀池，废水循环利用，无废水直排河内现象。

否

127 902-274

泰安市泰山区北新东街居民区

内暗藏一家露天烧烤窝点“特色羊

肉饼”（位于麦克风奶茶西邻），距离

学校及居民区很近，油烟严重，气味

刺鼻。

泰安市 油烟、大气

北新东街位于泰山区北新社区内，全长350米，北临泰安市实验学校，南邻泰安市第一中学，西起北新

小区，东至青年路。9月4日，岱庙街道办事处组织城管办、城建办及社区工作人员对北新东街沿街商铺展开

拉网式检查。经现场查看和走访调查，发现露天烧烤店铺1家，营业面积仅3平方米，执法人员当即对此店主

进行批评教育，并对其违法经营工具进行登记保存。现场发现小型木炭烧烤炉1个、羊肉串若干，执法人员

依法对烧烤炉具进行了没收。

是 关停取缔

岱庙城管办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

其3日内改正。当事人已主动提出不再经营炭烤羊肉

串生意。

128 902-275

泰安市新泰市小协镇郭家泉村

附近有一处填平的泄洪沟，露天存

放劣质煤炭，散发刺鼻气味，流出黄

色污水，污水直接流向水库。在乡政

府的庇护下，问题一直未解决。

泰安市
大气、水、

其他

1 .信访人所指的“露天存放劣质煤炭”点，是新泰市新汶街道办事处程家楼村村民臧某某的煤矸石存

放场，位于新汶街道办事处程家楼村西南，占地约3000平方米，储存了约7万吨煤矸石。业主自2012年7月开

始，从山东良庄矿业有限公司将煤矸石运至此地进行储存，计划销售给周边或外地砖厂，但由于市场原

因，一直未进行销售，储存至今。2 . 2017年9月4日，现场检查时，该煤矸石场现场无人作业，利用防尘网覆盖

了约60%的矸石堆，现场地面未做防渗硬化处理、未采取防雨淋防流失措施。整个煤矸石存放场不涉及工

艺废水，在地面坑洼处有雨水，没有形成径流，不存在污水进入水库问题。现场没有刺鼻气味。3 . 2017年8月

初，新汶街道办事处已将该煤矸石场列入“散乱污”企业进行取缔，并对煤矸石场内存放的矸石及杂物进

行清理，要求业主在煤矸石全部清理完成前，对矸石堆用防尘网覆盖防治扬尘污染。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1 . 9月5日，针对臧某某煤矸石场未对全部矸石

采取防尘抑尘、防雨淋防流失等措施的环境违法行

为，新泰市环保局依法对其进行了立案处罚，罚款

人民币2万元，责令其立即改正环境违法行为，采取

相应的防尘抑尘、防雨淋防流失等措施。2 . 9月6日上

午，已经对全部的煤矸石和地面进行了覆盖。

129 902-276

泰安市新泰市新汶工业区健威

生物公司废料露天存放，散发出刺

鼻气味，污水经厂区西北角的一口

深井直排地下。目前公司为躲避检

查，已停产，周围群众多次反映都未

解决。

泰安市
大气、水、

固废、其他

投诉反映的企业为山东健威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该公司位于新汶工业园内，2012年8月20日该公司去

甲金霉素项目经新泰市环保局批复，2014年3月，项目一期建成。在调试过程中，生产工艺和原辅材料发生

了变更，2015年2月21日新泰市环保局对去甲金霉素环境影响评价补充报告进行了批复，2016年12月23日去

甲金霉素生产项目通过新泰市环保局验收投入生产。1 .针对“废料露天存放，散发出刺鼻气味”的问题。该

公司发酵废渣日产量约1吨，可做为生物肥原料，与泰安绿垄生物肥料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运销协议，现场

检查时该企业发酵废渣约200吨，存放于厂区北侧暂存处，共有2个450m3暂存池，均采取了防渗漏措施，并

用塑料布进行了全部遮盖。废渣存放处有轻微异味，防雨淋措施不完善。厂区周围无明显异味。2 .针对“污

水经厂区西北角的一口深井直排地下”的问题。该公司天燃气锅炉房西侧有一弃用的自备水井，无管道连

接。通过对井水的取样监测，总硬度超标1 . 20倍，硫酸盐超标0 . 52倍（总硬度、硫酸盐超标与当地地质条件有

关），其他项目均达标。污水处理设施及在线监控设施正在运行，废水经处理后，排入新汶工业园区污水管

网进入新汶第二污水处理厂。3 .针对“躲避检查，已停产”的问题。该公司因原材料货源紧缺，于2017年8月16

日停止投料，8月23日全面停产，不存在躲避检查的问题。4 .针对“周围群众多次反映都未解决”的问题。2017

年3月7日、5月17日，分别接到群众反映新汶健威生物废水、气味污染严重。新泰市环保局到现场调查了解，

气味均是因发酵废渣存放不当造成，企业按照要求进行了遮盖或清理，3月7日对该公司外排废水超标一事

进行了立案查处，罚款人民币206435元。5月17日对该企业发酵废渣存放于莲汶路东、新矿路南一空场内，未

采取防流失、防扬散、防渗漏措施，立案查处，罚款人民币8万元。

是 责令改正

1 .要求该公司立即制定整改方案。对发酵废渣

暂存处采取进一步密闭措施，并建设防雨设施；加

强对治污设施的管理维护，确保设施正常运行，污

染物稳定达标排放。2 . 2017年9月4日，该公司制定了

整改方案，9月5日购入镀锌方型管、透明彩钢瓦等原

材料对暂存处进行密闭。

130 902-280
青岛市市南区银川路5号海牛

花园附近餐馆、商铺排放油烟、废

水、噪音，影响附近居民生活。

青岛市
水、噪声、

大气

1 .青岛市市南区银川路5号海牛花园附近共有5家餐饮店：为真心一一刀削面，主要经营汤面、炒面；聚

福庄秘方排骨店，主要经营排骨米饭、黄焖鸡米饭；一米阳光砂锅米线店，主要经营砂锅米线；王守瑶淮南

牛肉汤店，主要经营牛肉汤面，上述4家餐饮店位于居民楼下两层网点的第一层，市南区顺路家水饺店，主

要经营水饺、炒菜，位于居民楼下两层网点的第二层。2 .经调查，市南区王守瑶淮南牛肉汤店食品经营许可

证过期，现暂停营业；真心一一刀削面、顺路家水饺店2家产生油烟的单位均安装有油烟净化器，油烟低空

排放；聚福庄秘方排骨店、一米阳光砂锅米线店废气低空排放。4家在营餐饮店噪声监测均达标，废水排入

市政污水管网，现场未发现乱排废水、私接污水管道和音响设备产生噪音的问题。

是 责令改正

1 . 9月4日，市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在营的经

营单位下达了《行政指导书》，提出规范经营要求。2 .

环保市南分局向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经营单位下

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3 .市南区组织各

部门按职责分工，加强该区域执法巡查和日常监管

力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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