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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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902-350
德州齐河县黄河大道齐河南高速口

康佳商混站造成周围扬尘污染严重。
德州市 扬尘

齐河县康佳混凝土有限公司年产20万立方米混凝土搅拌站项目，于2009年11月25日通过齐河县环境保护局审批。
2016年1月，该公司根据齐河县大气污染防治行动领导小组转发《德州市商混企业扬尘污染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要

求，投资120万元对厂区扬尘部位进行了治理、封闭。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煤灰、水泥等粉性物料储罐封闭存放，

采用密闭方式输送；物料存放场地全部封闭，并在物料上方安装有洒水喷淋扬尘设施；上料口、输送带全部封闭；厂

区、道路全部硬化；在出入口安装有车辆清洗设施；运输车辆全部采用罐车；为进一步减少扬尘产生，该公司在厂区内内

安装有两台雾炮，并安排专人对厂区进行洒水降尘。该公司自2017年8月14日起，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市场价格波动

大、成本不好控制等因素，已停产至今。停产申请报告由齐河县环境监察大队批复同意。通过调阅该公司2017年7月、8

月电费单据对比，可以确定该公司自8月14日至今未生产。该问题不属实。

否

175 902-351
德州禹城市行政街、市委对面金球

华地广场夜间施工，噪音扰民。
德州市 噪声

经走访金球华地周边居民和调阅施工工地监控录像，确认金球华地施工工地于8月30日至9月4日凌晨4:30-6:00左

右，有商混车辆运输砌筑砂浆进入工地，将砂浆倾倒于存储池内，用于日间砌筑块砖，进料车辆在工地内行驶和倾倒

物料过程中，产生噪声。同时发现，9月1日21:11至9月2日0:42，有外运建筑垃圾现象。该问题属实。

是
责令改正、

问责

禹城市城管执法局已责令金球华地施工工地每日
19：00--次日6:00禁止施工作业。

通报批评1人

176 902-354

潍坊市临朐县辛寨镇赵某某把玄武

矿山的山头非法卖掉，致使挖矿卖矿现

象严重，山体遭到严重破坏。多次举报都

无果。

潍坊市
生态、

其他

该信访件与第23批901-199号反映问题相同。反映的采矿点位于临朐县辛寨镇付家庄子村西岭，主要开采区为荒

山，面积约300平方米。2014年8月，付家庄子村民赵某某将自己承包的5 . 5亩土地转包给八亩地村的于某某。2014年10

月，于某某整理该处土地搞种植经营，在此处采挖部分玄武岩及土石，大约开采5天，主要用于垫平道路，另外，在未取

得采矿许可证情况下违法对外销售开采的玄武岩145m3。2015年8月，县国土局对采挖人进行了处罚。此后，一直未发现

偷采现象，没有严重破坏生态环境。2014年以来接到过1次举报，并依法进行了查处，不存在多次举报无果的情况。

是 关停取缔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将土石坑道路进行了封堵。目

前，采挖区域已长满荒草，并种植了部分树木，生态已恢

复。

177 902-355
潍坊市诸城市密州街道新安村村中

有一条河流，杂草、垃圾导致水体脏臭，

曾拨打12345反映，一直未处理。

潍坊市

水、

垃圾、

其他

1 .该河沟两岸边坡不规则，长满杂草，河沟内有住户倾倒的生活垃圾，但河沟内的水流较清，未发现有腥臭问题。
2 . 8月初，有群众拨打12345市长热线反映过河沟垃圾污染问题，密州街道责令新安村调集机械、人员对河沟内垃

圾及杂草进行过清理，但清理不彻底，

是
责令改正、

问责

1 .密州街办组织人员、机械、垃圾车对河沟内垃圾、

杂草进行了彻底清理；2 .增加沿河沟垃圾桶的数量，合理

布置村内垃圾桶的位置，及时清运垃圾；

诫勉谈话1人

178 902-356
潍坊市诸城市密州街道逄家沟子

村，程某某、许某某非法占用耕地，建养

殖场。

潍坊市 其他

程某某、许某某所建养殖场, 位于逄家沟子村西北的规划养殖区内，于2011年到畜牧部门办理了养殖项目备案手

续后建成，养貂和狐狸等特种动物；该养殖区土地性质为设施农用地，程某某、许某某两个养殖户分别占地2 . 6亩和7 . 3

亩，未发现非法占用耕地，建养殖场问题。

否

179 902-357

潍坊市临朐县东城开发区，临朐泰

丰化工有限公司，释放刺激性气味，含重

金属的污水乱排，企业无环保手续，非法

经营。

潍坊市

大气、

重金属、

水、其他

该企业主要产品为氨合成催化剂，环保手续齐全。原料主要是精磁铁砂，辅料为铁条、氧化铝、石灰粉等，生产过

程中装炉和破碎环节有粉尘产生，企业采取了粉尘收集+静电除尘器除尘措施。由于企业管理不规范，导致部分粉尘

收集不彻底，存在跑冒现象，产生轻微异味。生产过程中冷却用水全部循环使用，无生产废水外排。不存在“释放刺激激

性气味，含重金属的污水乱排”现象。

是 责令改正

责令企业改正违法行为。现企业处于停产状态，正在

对大气污染防治设施进行进一步完善，未经批准不得恢

复生产。

180 902-358

潍坊市安丘市辉渠镇曹家峪村的西

山旺、石家峪的留山、孟家庄的西山、山

李家庄的南山，非法开采严重，树木遭到

破坏，挖断地下水脉，破坏生态环境。

潍坊市 生态、水
安丘市分别对曹家峪村的西山旺、石家峪村的留山、孟家庄村的西山、山李家庄村的南山等四处位置进行了调

查，这四处位置树木植被茂密，均无发现非法矿山开采、树木破坏、挖断水资源、人为破坏环境现象。
否

181 902-359

潍坊市青州市邵庄镇刘镇村尧王山

的集体土地被非法开发成墓地，每年都有

上坟引发山火的情况，严重破坏山体资

源，多次向国土部门反映，一直未解决。

潍坊市

生态、

土壤、

其他

1 .经现场对邵庄镇刘镇村尧王山所有区域进行巡查核查，未发现有非法开发墓地现象。巡查发现尧王山北山为

刘镇、康家、周家、程家沟等村的集体坟场，尧王山现状地类为裸岩地。自上世纪，周边的百姓去世后一直在这里安葬葬。

现场植被良好，无发生山火现象，无破坏山体资源现象。2 .青州市国土局于2017年2月份曾接到过国土资源12336举报电

话，反映类似问题，青州市国土局会同邵庄镇政府对举报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核实，由于举报人为匿名举报，无法向

举报人反馈。

否

182 902-360

潍坊市青州市庙子镇庙子村村支书

张某某非法在山上开采石料，破坏山体。

张某某在村北和河西建了两处瓦厂，现

承包给他人，瓦厂无手续经营，污染空

气。

潍坊市
大气、

生态

1 .反映的是庙子镇庙子村党支部书记张某某，案件中涉及开采石料的企业为青州市翔川工贸有限公司，法人代

表为张某某女婿祝某某。青州市人民政府于2011年12月30日发布采矿权拍卖出让公告，2012年1月19日组织拍卖，青州

市翔川工贸有限公司竞得位于青州市庙子镇庙子村西平顶山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山采矿权，出让期限自2012年1月19日

至2019年1月19日。该企业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已建成，但未进行环保验收，自2015年以来未进行开采，处于停产状态。
2 .反映的庙子村村北和河西现有的两家瓦厂分别是青州市华冠建材有限公司和青州市宏运建材有限公司，两家瓦厂

均是淄川客商租用庙子村土地后所建，并非庙子村张某某本人所建。两家瓦厂环保手续均齐全，废气治理设施完善，

现场检查时处于停产状态。

是 责令改正

1 .青州市翔川工贸有限公司未经环保验收合格，不

得恢复生产。2 .已责令两家瓦厂加强厂区防尘抑尘措施，

增加洒水频次，减少扬尘产生。

183 902-361
潍坊市青州市王府街道石庙村青州

市合强养猪场距离居民区较近，臭气熏

天，污水横流。

潍坊市 大气、水

青州市合强养猪场,位于325省道北侧废弃矿坑内，距省道北侧的石门村约180米，距离南侧常住居民户最近约80

米，处于限养区内。经现场勘查，该养殖场配套建有170平方米的干粪场、2000立方米的污水池，粪污处理设施齐全，产

生的污水经发酵后，由自备罐车及时清运，用于王坟镇花棚肥园，不存在污水横流的现象。但因养殖会产生一定异味，，

该养殖户已采取喷洒生物除臭剂等措施有效消除异味。

是 责令改正
督促该养殖户及时清理清运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粪

污，并按要求使用生物除臭剂减少异味产生。

184 902-362
潍坊市安丘市凌河镇，安丘市宜家

福食品有限公司，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

放。

潍坊市 水

1 .安丘市宜家福食品有限公司未办理环评手续，2017年7月上旬季节性停产至今，公司北侧沟内存有雨水，未发现

生产废水。该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主要包括生活污水和清洗废水，其中生活污水经厂区化粪池处理后委托环

卫部门定期清运；清洗废水主要是清洗胡萝卜产生的，该公司已建设循环水池3个，清洗废水经循环池沉淀后循环使

用，未发现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的情况。2 .该企业已被纳为停产整治类企业，2017年8月16日，凌河镇政府组织相关

人员对该企业进行了断电。安丘市环保局依法责令该企业停止生产，并立案处罚。目前，该企业仍处于停产状态。

是
停产整治、

立案处罚

1 .已依法责令停止生产，并立案处罚；2017年8月16

日，对该企业进行了断电处理。2 .加大巡查监管力度，确

保该企业在整改完成前，不得擅自恢复生产。

185 902-363

潍坊市昌乐县营邱镇东枣林村南边

有多处红砖窑厂，产生刺鼻气味，盗挖土

壤进行生产。每遇检查都会提前得到通

知，暂时停产。

潍坊市
大气、

土壤

近年来，昌乐县、坊子区多次组织有关部门对该砖厂依法进行关停，但因砖厂地块属军事用地，协调难度大，一直

未能关停。2017年4月，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潍坊督察期间，省督察组组织协调到该砖厂进行现场办公，4月10日—11

日，昌乐县与坊子区有关部门联合现场执法，责令砖厂拆除了全部5根用于生产的烟囱、风机等生产设备，切断了供电

线路，使其不再具备生产能力，并立案处罚。同时，组织拆除了砖厂以西2根废弃烟囱。接到交办单后，执法人员现场进

行了检查，砖厂已废弃，无生产迹象。

否

186 902-364
潍坊市昌乐县宝通街加油站北“亿

成电气”公司非法排放刺鼻气体。
潍坊市 大气

山东亿成电气设备有限公司2015年4月20日注册成立，生产工艺：进口电流表、电压表、开关、电流互感器、断路器、

绝缘子、铜排等零部件人工组装电气设备。组装过程中无废水、废气、废渣及噪音产生。不存在非法排放刺鼻气体的情情

况。

否

187 902-365
潍坊市临朐县九山镇白沙村泰薛路

边有一商混站，无证经营，场地杂乱，产

生粉尘和噪声，污水乱排。

潍坊市

水、

大气、

噪声、

其他

临朐泰诚水泥制品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商品混凝土加工项目，生产工序过程中产生噪声和粉尘，无生产废水排

放。九山镇政府在2017年8月11日违规项目排查时，发现该企业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降尘降噪措施不完善，物料堆放

杂乱，依法责令企业停产，对其采取强制停电措施，并要求企业在停产过程中对原辅材料进行全面覆盖，避免造成扬

尘污染。

是
停产整治、

立案处罚

临朐县环保局依法立案查处，责令停止生产，罚款
7 . 8万元。现企业处于停产状态，正在进行整改。

188 903-02

淄博市张店区阳光鑫城附近，都尚

购物中心东侧有家开心烧烤，紧邻居民

楼，油烟扰民严重，并且违章搭建了一个

厕所，臭气熏天，影响附近居民生活。

淄博市
油烟、

大气
开心烧烤店无任何证照，违章搭建厕所1处，存在油烟异味扰民问题。 是 关停取缔

8月21日，体育场街道办事处日常巡查时发现该店面

违规行为，已责令关停取缔。目前，该店已关闭，生产经营

设备已移除，违章建筑已于9月5日全部拆除完毕。

189 903-03
枣庄市高新区兴城街道蒋庄村附

近，枣庄鼎坤建材有限公司，粉尘污染严

重。

枣庄市 大气

1 .枣庄鼎坤建材有限公司是一家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于2015年5月5日办理了环评审批，2016年3月28日完成项目

验收。2 .该企业能够按照建设项目环评批复（验收）及枣庄市行业管理标准要求进行生产，且生产厂区已进行全封闭，

棚内、厂区喷洒等抑尘设施运行情况正常，不存在粉尘污染现象。

否

190 903-04

潍坊市诸城市三里庄水库周边，市

政府违规随意更改规划，大肆开发房地

产项目，建筑施工污染周围环境，水源地

遭到严重破坏。居民多次反映，一直未解

决。

潍坊市 水、其他

1 .按照2016年的棚户区改造计划，诸城市对三里庄水库东侧的新农村、黄家尧、朱扶河村三个村庄的937户棚户进

行整体拆迁改造，改造计划由省住建厅以《关于公布2016年棚户区改造第一批调整项目的通知》（鲁建住字[2016]9号）

文件公布实施。三里庄水库棚户区改造，建筑面积22 . 74万平方米。建设住宅区是为了棚户区拆后回迁，不存在大肆开

发房地产情况。2 .从2017年3月起，诸城市在三里庄水库四周建设防护堤和防护网，施工车辆扬尘和噪音对周边环境

产生一定影响。3 .三个村庄拆迁改造前，没有雨污分流设施，村中的生活污水、畜禽粪便等大部分排入三里庄水库；拆

迁后，随着堤坝和防护网的建设，彻底解决了入库排污口问题。同时诸城市正按规划对三里庄水库周边进行绿化，布

设水源涵养区，建设三里庄水库生态保护屏障。4 .诸城市相关部门未接到群众相关的投诉。

是 责令改正
严禁堤坝建设夜间施工，并采取洒水等抑尘措施，减

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191 903-06
枣庄市滕州市343省道姜屯镇路段

路面毁坏严重，粉尘扬尘污染严重。
枣庄市

大气、

扬尘

省道343姜屯段是改线后新修路段，信访件反映的问题可能是原省道343改线后遗留路段，即从五里屯转盘到大彦

红绿灯路段。目前，该路段路面有损毁，车辆通过时会产生道路扬尘。
是 责令改正

1 .立即对破损路面部分进行修补。2 .立即安排养护人

员，加强路面管养；并落实道路周边卫生属地管理责任，

加强日常保洁。

192 903-07
枣庄市滕州市木石镇魏庄村附近，

新能凤凰有限公司，经常排放刺鼻气味，

多次向当地环保局反映，一直未解决。

枣庄市 大气

1 .新能凤凰（滕州）能源有限公司的粉煤气化大化肥多联产项目产品方案调整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09年4月获得

省环保厅批复，于2013年通过省环保厅环保验收。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污染物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经调阅该

公司2017年6月份以来的在线监控数据，未发现有超标数值。2 . 9月4日，滕州市环保局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正常生

产，污染物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经调阅该公司2017年6月份以来的在线监控数据，未发现有超标数值。同日，滕州市环

保局委托山东三益环保检测有限公司对该公司厂界臭气浓度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为1#监测点（上风向）<10，2#监

测点18，3#监测点19，4#监测点15，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相应标准限值。3 . 2017年以来，滕州市环保局共接到

关于新能凤凰有关举报3起，分别为2月7日、4月24日、4月27日，举报内容主要为噪音气味污染。经调查，2月7日举报噪

音污染举报属实，系该公司对检修空分装置后的管道实施蒸汽吹扫造成的，事先有报备，并对附近居民进行了告知。

其余2次举报不属实，滕州市环保局均及时进行了回复。

否

193 903-08

威海市荣成市港西镇洲际旅游度假

区的生活污水直排至小区内湖里，然后

排至大海，导致内湖水体散发气味刺鼻，

海洋受到污染。据了解周围其他小区的

生活污水也都直排入大海，多次向相关

部门举报，但都未解决。

威海市

水、

大气、

海洋、

其他

1 .关于威海市荣成市港西镇洲际旅游度假区的生活污水排至小区的内湖里，然后排至大海，导致内湖水体散发

气味刺鼻，海洋受到污染问题。经查，港西镇洲际旅游度假区实为威海洲际假日广场项目，系候鸟式度假小区，小区用用

水量根据居住人数不同，每天可用水7-246立方米不等。小区内湖位于小区中心，湖面约210亩，与小区西部北城河自然

相连，涨潮时海水随潮汐涌入北城河，有少量海水进入内湖。经现场采样监测，北城河入海口海水主要监测指标优于

海水二类水质标准，北城河河水监测指标达到地表水Ⅳ类水质标准。经现场实地查看，内湖水肉眼可视透明度不好，

但无异味，周边有居民在垂钓。该房地产项目建设过程中，受原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影响，一度陷入停滞状态，污水处理理

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相对滞后，仅在每栋楼下建设了化粪池，共建有41个，未能按规划要求全面配套污水管网，也未

按照环评要求与市政管网贯通。针对上述历史遗留问题，新的开发商立即着手对小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重新进行规

划、论证，鉴于该小区常住人口较少，化粪池尚未达到满负荷运转，自2017年5月起，物业公司对化粪池内废水废渣进

行收集，外运至港西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7月下旬，市环保局、好运角旅游度假区建设局及港西镇政府实地督导，

发现有少量污水排入内湖，市环保局立即责令企业限期整改，将小区产生的所有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后外运处置。目前

小区污水管道已改造铺设6275米，剩余400米尚未完成，预计9月底完工。已购买江苏金达莱200吨/日膜处理设施，并运

抵小区，计划2017年10月31日前，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完成并投用。2 .关于周围其他小区的生活污水也都直接排入大海

问题。经查，该小区周边还有纹石宝滩、那香海、香庭海岸3个生活小区，其中纹石宝滩二期、那香海均接入污水市政配

套管网，香庭海岸配套建设膜式处理设施，仅有纹石宝滩一期（常住户6户）只配套建设化粪池，但也不外排污水，不存

在污水直接排入大海情况。3 .关于多次向相关部门举报，但都未解决问题。经查，未接到4个小区污水直排大海的举

报案件。经多方了解，洲际小区部分业主曾向开发商及物业公司要求答复产权不清，基础设施缺失等问题，均未得到

明确回复。2017年7月份向环保部门反映，市环保局实地检查，对企业违法行为进行处置，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

定书》（荣好环改字〔2017〕039号），责令企业限期整改。

是 责令改正

1 .责成好运角旅游度假区建设局及港西镇政府督促

洲际假日广场小区开发商，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

网建设施工进展，于9月30日前完成管道施工，10月31日

前完成膜处理设施安装使用，施工期间，利用吸污车对

每栋楼化粪池超过三分之二的部分转运至垃圾污水处理

厂进行处理。2 .督促纹石宝滩小区开发商，加快一期污

水管网施工进度，抓住候鸟式度假淡季有利时机，于9

月30日前接入市政污水配套管网；加大对香庭海岸污水

处理设施排水水质监测，防止污水外排。3 .责成环保

局、好运角旅游度假区建设局、港西镇政府加大日常检

查力度，做好生活小区污水监管工作，对超标排放、直排

依法依规严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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