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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被处理

情况

131 902-284
青岛市城阳区海棠苑附近多家饭店

直排油烟、废水、噪声，影响附近居民生
活。

青岛市
水、大气、

噪声

1 .城阳区海棠苑建于1997年，位于文阳路以南、长城路以西、兴阳路以北、新天地绿化长廊以东，小区建设时
未配套建设专用烟道。共有餐饮业户47家，均有营业执照，其中1家已经注销，3家只从事经销，有43家产生油烟的
餐饮服务业户，均无环保手续。2 .经核查，餐饮店油烟均通过外接烟道排到小区内，排气扇产生噪声，9月4日，城阳
环保分局监测站对海棠苑进行布点监测，其中16号楼前噪声超过昼间标准。3 .经查，该区域已配套市政管网，餐饮
业废水通过市政管网进入城阳污水处理厂处理。

是
关停取缔、
责令改正

1 . 9月5日，城阳环保分局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区综合执法
局、区城管局、区食药局和城阳街道办事处现场查处，共检查
33家，关门停止营业10家。对30家未配套建设专用烟道的分别
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对3家配套建设专用烟道
的且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的责令立即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登记表备案。对于现场关门停止营业的10家店，根据开业的具
体情况责令整改。2 . 9月6日，3家有专用烟道且安装油烟净化
设施的餐饮店已经网上备案。

132 902-285
青岛市城阳区龙湖悠山郡附近仲村

工业园排放刺鼻异味气体、噪声，影响附
近居民生活。

青岛市
大气
、噪声

1 .龙湖悠山郡项目位于靖城路东、荟城路西、白云山路南北两侧，东侧为青特赫山居民小区和白云山公园，北
侧为仲村社区旧村改造居民小区和东方雅苑居民小区，南侧大部分为苗圃、菜地和部分拆迁遗留空厂房，西侧为
闲置废弃厂房。2 .经查，龙湖悠山郡小区二期西侧闲置废弃厂房内发现一家木器加工作坊，无营业执照，无环保审
批手续，有切割、喷漆工序，无废气处理措施，产生异味和噪音。该小区在建工地内小型泥浆搅拌设施产生噪音。
该小区南侧菜地栽种玉米、蔬菜等，使用粪便水施肥，产生异味。

是 关停取缔

1 .城阳街道办事处责令开发建设单位立即全面清理小型
泥浆搅拌设施及相关原材料，9月4日已清理完毕。2 .城阳环保
分局联合城阳街道办事处关停取缔木器加工作坊，9月5日加
工设备、原料、产品均已清除完毕。3 .城阳街道办事处责成仲
村社区负责劝诫栽种玉米、蔬菜的村民，使用有机肥，减少使
用粪便水。城阳街道办事处加大对该区域的巡查力度，督促
仲村社区规范管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133 902-286
青岛市市南区莆田路仙游社区附近

马路市场噪声扰民。
青岛市 噪声

1 .信访人反映的莆田路仙游社区附近马路市场为室外早市，为便民摊点群，位于莆田路上，由市南区市场建
设服务中心管理。2 .经调查核实，该市场业户车辆于5：30至5：40进入，现场交易和周边市民车辆来往较多，存在一
定的噪音污染。

是 其他

1 .市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要求业户5：30后进入早
市，禁止鸣笛，按时撤市，不得使用室外高音喇叭等设备揽客，
小型三轮熄火后推车入市，防止扰民。下一步，将安排执法人员
加强早市周边巡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置。2 .市南区市场建
设服务中心将严格规范车辆入场秩序，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排队
进场，严禁鸣笛，严禁商户大声喧哗、买卖，减少噪音。

134 902-287
青岛市市北区太清路18号4单元102

卫生脏乱差，饲养家禽，乱搭乱建，噪声
扰民。

青岛市 大气

1 .青岛市市北区太清路18号楼院建于1980年，现有居民80户。2 .经现场核实，太清路18号4单元102住户以房间
窗户漏雨为由，私自在阳台前搭建一处遮雨篷。8月29日，执法人员已对该住户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5
个工作日内进行整改，该住户无饲养家禽噪声扰民问题。但检查发现太清路18号1单元103住户在其阳台、室内用
铁笼饲养家禽，噪声扰民。

是 责令改正

1 . 9月4日下午，宁夏路街道办事处依法对太清路18号4单
元102住户搭建的遮雨篷进行了拆除，并对乱堆的杂物全部清
理完毕。同时，将安排人员对该住户阳台窗户进行防漏维修。
2 .宁夏路街道办事对太清路18号1单元103住户饲养家禽的行
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对其饲养的家禽进行了彻底清理。

135 902-292
青岛市市北区榉林公园青岛电视台

发射塔辐射可能超标，要求公开检测数
据。

青岛市 其他

1 .榉林山电视塔用于发射中央台、山东省台、青岛市台的无线广播电视节目，共播出无线模拟电视频道5个，
总发射功率为50KW；无线数字电视频道4个，总发射功率5KW；调频广播频率11个，总发射功率40KW。所有发射设备
均符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技术标准要求，并具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许可
证。2 . 9月4日，青岛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榉林山青岛电视台电视塔周围环境的电场强度进行了监测，本次监测共设
14个监测点位。根据《广播电视天线电磁辐射防护规范（GY 5054-1995）》，广播电视频谱范围内电磁辐射公众照射电
场强度导出限值为12V/m，监测的14个点的电场强度在0 . 46V/m至2 . 95V/m之间，远低于标准规定的限值。3 .我台将
继续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进行广播电视信号的发射，做好安全优质播出工作。

否

136 902-294

青岛市即墨区黄家山附近关东工业
园区，园区内企业均无环保手续，附近有
一个钢构企业排污造成路边树林大片死
亡。

青岛市 水、大气

1 .信访人反映的青岛市即墨区黄家山附近关东工业园区是2003年即墨市关东村集体建设的厂房，共有11家
企业租用，其中2家企业已倒闭，9家企业正常生产。2 .经查，青岛益丰源包装有限公司、青岛泉荣信包装有限公司
环保手续齐全；青岛蓝翔食品有限公司、青岛信利来机械公司、青岛爱德福包装有限公司、即墨市龙山黄酒厂有
环评手续；青岛达正模具有限公司正在办理环评手续；青岛金利来食品有限公司、青岛鲁祥船舶用品有限公司无
环保手续。3 .经查，青岛春旭钢结构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金属表面处理（不含电镀），喷涂，金属结构加工，墙
体防腐、防水、保温工程。今年7月底停产改造，该公司生产过程中，热镀锌工艺产生锌烟，经烟雾处理塔喷淋处
理；酸洗工艺产生酸雾，经酸雾处理塔加碱液两级喷淋处理；现场调阅其2016年监测报告，显示其有组织废气中的
氯化氢、氨和烟尘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2中二级标准，无组织废气中的氯化氢、氨均符合《大气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2中二级标准。该项目水环境影响专项评价报告，通过专家评审和即墨环保局审批、验收，
水洗后产生的废水经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于水洗工艺，不外排。水洗水多次循环使用后产生的少量高盐水，
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酸作为危险废物处置一并送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单位处理；2015年-2017年共转移废酸
267 . 75吨。经勘察厂区周边及临近路边未发现有树木死亡痕迹。

是
停产整治、
责令改正、
关停取缔

1 .对于环保审批验收手续齐全的企业加强环保监管。2 .对
于环保审批验收手续不完善的的青岛蓝翔食品有限公司、青
岛信利来机械公司、青岛爱德福包装有限公司、即墨市龙山
黄酒厂四家企业，要求企业尽快办理环保验收手续，并保证
生产过程中环保设施正常运转，污染物达标排放。3 . 9月5日，
对于正在办理环保审批手续的青岛达正模具有限公司，要求
企业立即停产，待完善环保审批手续后方可投产。4 . 9月5日，
对于青岛金利来食品有限公司、青岛鲁祥船舶用品有限公司
两家责令全面关停。

137 902-297
青岛市平度市云山镇华东石墨加工

厂通过渗坑渗井向地下直排污水，严重
污染环境。

青岛市 土壤、水

1 .平度市华东石墨加工厂，该厂位于云山镇刘河甲村村南2 . 5公里处，该厂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2007年12月12日
通过环保审批，2011年12月29日通过平度市环保局验收，主要从事高碳石墨提纯加工。该投诉件与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组第四批受理编号814-10号交办件基本一致。2 .现场核查，目前该厂处于停产状态，生产车间均张贴封条。未发现
该厂通过渗坑渗井向地下直排污水的问题。该厂建于上世纪80年代，作为镇办企业，监管制度不完善，生产粗放，对
生产废水排放基本处于放任状态。2007年12月至2016年以前，该厂建成污水处理设施，生产废水经处理后排入西侧矿
坑，但污水处理设施运行不正常且生产废水存放坑未做防渗处理，该厂废水存在下渗问题。2016年-2017年分别兴建2
个防渗池，将生产废水和南大坑中的含盐废水全部进行收集，经反渗透工艺处理后循环利用。2017年3月10日、7月10
日对该区域地下水刘河甲村南三口农灌井进行了取样检测，pH值均呈中性，氯化物、氟化物等主要指标均达标，其
中两口农灌井取样溶解性总固体超标。8月15日，平度市环保局对该厂东北厂界外约400米的农灌井和西南厂界外约
300米的农灌井提取水样，pH值均呈中性，但东北厂界水井水样溶解性总固体超标，并且该处水样总硬度、硝酸盐
氮、硫酸盐、氯化物、氟化物、亚硝酸盐氮均超标。8月16日，在该厂西南约400米的农灌井、西北约800米、北侧750米的
农灌井提取水样，pH值均呈中性，西北侧水井取样溶解性总固体超标，北侧水井提取水样总硬度、硝酸盐氮、氯化物
超标。因此，该厂对地下水影响不存在酸性污染，但存在溶解性总固体等超标问题。

是 停产整治

1 .平度市环保局于2017年7月12日责令该厂停产，2017年8
月16日已对该厂断水、断电。2 .平度市云山镇政府会同平度市
环保局继续对厂区周边区域环境污染情况开展监测和调查，
确定污染范围和程度，9月25日前制定整治方案，争取2017年
12月31日前整改完毕。3 .严格落实网格化管理，对该厂进行日
常巡查与突击检查相结合的巡查制度，确保整改问题不反
弹。同时对全市石墨行业进行摸排，如有同类问题立即整改；
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向园区集聚。

138 902-298
青岛市市南区宁夏路164号佰味佳

客火锅排放油烟，污染环境。
青岛市 油烟

经查，佰味佳客火锅店实为青岛百味佳客火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位于青岛市市南区宁夏路166号居民楼下
一层网点，主要经营火锅，无油烟净化设施，油烟通过外置烟道低空排放；与厨房相邻的一违章房内，有一排气
罩，排气罩下方地面上有油污，前段时间曾有烧烤，现已将烧烤炉处理，不再经营。

是 责令改正

环保局市南分局对青岛百味佳客火锅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该公司改正违法
行为。市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该店厨房相邻的违章建筑和
排气罩进行了拆除。

139 902-301

临沂市费县费城街道办事处荣和庄
村，村后路西边有一个露天沙场，扬尘污
染；路东边30米处的大厂内有一石料加
工车间。白天运石料，夜间粉碎，污染严
重，噪音大。

临沂市
大气、
噪声

1 .反映的沙场为费县费城街道办事处荣和庄村村民朱某某所有，2017年6月中旬，朱某某未经批准，擅自从新
泰收购80立方米黄砂在荣和庄村西进行出售。2017年7月至今未经营。现场检查无黄砂堆存，不存在扬尘污染的问
题。2 .反映的大厂原为一空闲厂房，2016年6月，梁某某在该厂房内建设石料厂，同年10月投产。因加工原料不足等
原因，实际生产约1个月。2017年8月，费城街道办事处对该石料厂生产设备进行了彻底拆除，无污染严重、噪音大
的问题。2017年8月4日，费城街道办事处对该石料厂采取断电措施，之后对石料厂设备进行彻底拆除。

否

140 902-302

临沂市费县费城街道办事处城北埠
南湖村南蒙台路东一公里处炼铁厂东面
有一家石料厂，白天运石料，晚间加工，
噪音、粉尘污染，严重影响居民。

临沂市
大气、
噪声

反映的石料厂为埠南湖村村民李某石料厂。2017年8月7日，费城街道办事处按照“散乱污”企业清理标准对该
处石料厂采取了“两断三清”措施。该石料厂已关停取缔，不存在噪音、粉尘污染，严重影响居民问题。

否

141 902-303

1 .临沂市郯城县郯城街道办事处上
喜园小区污水排放，导致郯城街道办事处
东关派出所东侧文明路沿岸常年堆积污
水，恶臭熏天，污水淹死路东庄庄稼。2 .临
沂市郯城县郯城街道办事处书记周某某、
东庄村村长杨某在文化路以北挖沟堵路，
导致雨天污水、垃圾汇集到沟里，污染水
源，被污染的是一类饮用水保护区。

临沂市
水、大气、

其他

1 .星空喜园小区实施雨污分流，通过市政管道排水。郯城街道办事处东关派出所东侧文明路沿岸不存在常年
堆积污水、恶臭熏天、污水淹死路东庄稼问题。2 .举报人反映的“挖沟”，位于联泰中心城项目南侧。原村庄（郯城街
道前东庄村）绝大部分房屋拆迁后，村内排水沟渠废弃，因汛期排水需要，郯城街道在该项目区南侧开挖一条排
水沟渠，雨水经此沟渠汇集后排入市政雨水管网，未进入水源保护区，不存在雨天污水、垃圾汇集到沟里、污染水
源问题。

否

142 902-305
临沂市郯城县安泰制氧厂无环评、

消防、土地规划等手续，2015年投产运营
至今。

临沂市 其他

1 .反映的制氧厂为郯城县安泰气体有限公司，从事氧气、氩气、氮气等气体储存销售。于2016年1月份、4月份、8
月份，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该项目属登记表项目，环评评
手续未备案，郯城县环保局于2017年7月立案处罚，罚款0 . 5万元。该企业地类属设施农用地，原为养殖场，2014年办
理了备案手续，后改变用途建设厂房，郯城县国土资源局于2016年5月立案处罚，罚款1万元。

是 关停取缔
该企业无土地、环保手续，属“散乱污”企业，郯城县马头

镇政府已于9月5日落实“两断三清”措施。

143 902-306

淄博市博山经济开发区银龙村党支
部书记刘某某无证非法开采银龙村西面
从南到北的石灰石资源，严重破坏生态
环境。

淄博市 生态
博山经济开发区银龙村于2017年3月至2017年4月，以土地平整和温泉度假村项目为由，在本村北部山区私自

开挖山体，造成了山体破坏，属于无证开采矿产资源。博山国土分局于2017年4月7日依法立案查处，责令博山经济
开发区银龙村改正开采行为，处10万元罚款。

是 责令改正
博山经济开发区银龙村已对原有石料厂开采面用油漆

标涂线性标识，尾料全部封存，在各个必经路口建阻挡墙6条,
限高杆2条，安装监控设备2处并与公安系统联网。

144 902-307

临沂市费县费城街道办事处城北演
马庄村后路东50米处的旧石塘内有一石
料厂，白天运石料，夜间粉碎，粉尘污染
严重，噪音大。

临沂市
大气、
噪声

反映的石料厂为费县南张庄乡龙雨庄村村民王某某石料厂。2017年3月，王某某未经批准，擅自收购300吨建
筑用石灰岩在演马村后加工石子170吨出售，同年3月之后，该石料厂停工未生产，不存在粉尘污染严重，噪音大问
题。2017年9月5日，费城街道办事处对该处非法石子加工厂设备进行彻底拆除。

否

145 902-308

临沂市兰山区华强工业园附近有遮
阳网生产厂家（老板管某清、管某红），该
厂生产气味难闻，用废塑料垃圾当原料，
影响周边居民身体健康。

临沂市
大气、
垃圾

反映的2家遮阳网厂分别为临沂市兰山区绿情遮阳网厂和临沂市兰山区绿田遮阳网厂，均位于兰山经济开
发区工业三路与龙盛路交会处，使用再生塑料经电加热拉丝后生产遮阳网，均取得环评批复并通过验收。再生塑
料电加热融化拉丝过程产生有机废气，配套安装了有机废气治理设施，但存在收集不彻底问题。正常生产时会产
生一定气味，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现场检查时，2家企业均未生产。

是 停产整治
责令该2家企业停产整治，完善有机废气治理设施，整改

完成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146 902-309

临沂市沂水县前期反映“临沂市沂水
县开发区内，昆达生物公司未批先建多个
未批先建项目”的问题（受理编号为79），
举报人称前期举报了16个未批先建项目，
目前仅对4个项目进行处罚，其余12个项
目未作处罚，统一当作新项目打包上报成

“全厂产业升级项目”申请批复，信息至今
未公开，对处理结果不满意。

临沂市 其他

1 .沂水县于8月13日、27日、31日分别接到第79号、825—186号、830—08号转办件，反映昆达公司未批先建问题，
目前均已办结。昆达生物公司未经环评审批，先后擅自建设了乙基胺、乙醛、甲醛、吡啶等16个未批先建项目，其
中4个项目为2015年后建设，县环保局依法予以处罚并补办了环评手续，其余12个项目为2015年建设，沂水县环保
局先后下达了限期整改手续，责令企业停建、停产。2015年昆达生物公司将未批先建的12个项目整合成“全厂产业
升级项目”，作为环保违规项目上报审批。2015年6月16日，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对该公司“全厂产业升级项目”进行
了环评批复。2 . 2015年6月16日，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在官方网站对昆达生物公司“全厂产业升级项目”进行了公开。
第79号转办件分别在省、市、县三级政府网站和报纸进行了信息公开，其中沂水县于2017年8月22日在沂水县政府
网站和《沂水报》（8月25日2版）进行了信息公开。第825—186号、830—08号转办件后续将继续公开。

是 其他、问责

1 .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按照要求整改到位。2 .落实属
地乡镇监管职责，院东头镇党委政府督导昆达生物公司按期
完成整改。3 .县环保局、住建局、城管执法局、安监局、规划局
等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履职尽责，严格监管。

问责情况同
受理编号79号

案件

147 902-311
兰陵县大仲村镇栗园村周边饲养大

量生猪、肉鸡、肉牛、羊，臭气熏天，污水
横流。

临沂市
大气、
水、
其他

1 .该村共有7家养殖场，其中3家养鸡场和1家养猪场位于禁养区，3家养牛场位于适养区。7家养殖场均无环保
等手续，环保设施不完备。禁养区4家已于2017年8月全部出栏停养，但养殖设施未完全拆除，有少量粪便未清理，
有异味；适养区3家粪便清理不及时，干粪露天堆放，有异味。2 .禁养区4家场均建有沉淀池，但覆盖不完全，前期养
殖过程中存在少量污水外溢现象；适养区3家均建有沉淀池，清理养殖棚时用水很少，无污水外溢现象。以上7家9
月4日现场检查均未发现周围有污水。

是
关停取缔、

约谈

1 .大仲村镇政府已于8月17日对7家养殖场下达全面停养
拆除取缔通知，并于9月4日签订了转产保证书。目前7家养殖
场所有养殖设施、粪便等污染物已清理完毕。2 .大仲村镇政府
加强日常监管和巡查，严防非法养殖和私自复养行为。3 .对大
仲村镇政府相关责任人进行约谈。

148 902-314

济南市章丘区相公办事处赵家村沿
公路房前，张某某卖煤炭导致扬尘污染
严重，污水横流，还占用河道安装电子
磅，破坏生态环境。

济南市
扬尘、
水、
生态

现场调查时未发现相公街道办事处赵家村张某某进行煤炭经营。在其院落范围外，绣惠灌渠旧干渠西侧紧
靠绣源路东侧建有一简易地磅，未有破坏生态环境情况。

是 关停取缔
相公街道办事处责令业户张某某不得违规从事煤炭经

营，9月4日已将地磅拆除。

149 902-315

淄博市太河水库上游的西石村遭受
污染，有不法分子在河道上非法建盖房
屋，经营饭店、旅馆，搞漂流，导致太河水
库遭受污染。

淄博市 水

该村确实存在西石驿站项目和3家季节性农家乐饭店，属于餐饮和乡村旅游项目，土地性质为农村建设用
地，已经备案，不属于非法建盖房屋。西石驿站饭店具备营业执照、从业人员健康证等手续，安装了油烟净化设
备，并建设了密闭式污水处理池，所有污水由环卫公司集中收集、清运，不向河道直排污水。漂流为季节性旅游项
目，目前雨季已过，正处于歇业状态。8月25日，太河镇已对3家家庭式农家乐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立即停
业整改，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建设防渗污水处理池和化粪池。在8月之前确实存在轻微油烟污染。目前，3家家庭式
农家乐尚处在停业整改阶段。

是 责令改正

1 .责令太河镇对3家家庭式农家乐严格按照要求检查验
收。2 .责令淄博水乡西石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规范经营，定时检
修油烟设备和污水设施，自觉维护周边环境。3 .结合全面实行

“河长制”工作，对包括峨庄支流在内的河湖进行确权划界，
并进一步加强对沿河湖食宿、餐饮、娱乐等情况的监管、整
治，综合治理河湖水域岸线。

150 902-317
淄博市张店区齐悦花园1期商业街

晓腾果蔬超市占道经营，垃圾经常堆放
在人行道上，影响市容市貌。

淄博市 垃圾 店外经营和垃圾经常堆放在人行道上的现象属实。 是 责令改正
1 .责令张店晓腾果蔬超市立即清除店外垃圾，停止店外

经营行为。2 .责成居委会及物业公司加强巡查力度，防止该问
题再次发生。

151 902-318
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王旺庄水源保

护地边，韩某非法无证经营一家家庭式
加油站，油品渗漏导致水源污染。

淄博市 水
该加油站在2017年6月“散乱污”治理中已关停取缔，并落实了“两断三清”措施，未发现反弹现象，未发现与成

品油销售有关的储存罐、计量器具等设施。王旺庄未列入省市水源保护区范畴，原加油点附近有淄博市自来水公
司五处工业取水点，未发现有水质超标问题，未发现油品渗漏导致水源污染情况。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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