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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被处理

情况

194 903-09
枣庄市高新区张范镇南于村村书记

在村东非法挖土卖钱，运输车辆噪声扰

民，尘土飞扬，空气遭到严重污染。

枣庄市
大气、

噪声

1 . 2017年8月28日，张范街道南于村组织人员在南于村废弃水库旁进行挖土，用运输车辆拉运30余车（约30

方），用于本村道路平整，不存在非法挖土买卖盈利。现工程已结束。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开山凿石、采挖砂、石、、

土等矿产资源适用法律问题的复函》(国土资函[1998]190号)规定:建设单位因工程施工而动用砂、石、土，但不将其

投入流通领域以获取矿产品营利为目的，或就地采挖砂、石、土用于公益性建设的，不办理采矿许可证，不缴纳资

源补偿费。2 .运输车辆扰民、尘土飞扬，空气遭到严重污染的问题应该是在之前挖土、运输时产生的。

是 责令改正

1 .国土部门加大执法巡查检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破坏

矿产资源行为。2 .张范街道督导村在实施类似工程之前，召开

村两委、党员、群众代表会议，通过会议共同决策，邀请周边

群众为监督员，并落实抑尘、降噪措施。

195 903-10

济南市市中区王官庄小区6号楼西

侧、南侧有很多大排档，占道经营，噪声

扰民，地面污染严重，气味刺鼻，多次举

报都无果。

济南市

噪声、

大气、

其他

1 .经核实，转办件反映的“大排档”指的是王官庄小区十区6号楼下3家啤酒摊，为居民“住改商”经营，周边再

无其他此类情况。2017年以来，周边群众通过12345热线反映该店占道经营、噪声扰民、酒后不文明行为问题。经市

中区王官庄街道办事处核查，存在占道经营、噪声扰民问题，地面有污渍，有异味。王官庄街道办事处联合城管执

法、食药监、公安等部门多次对3家啤酒摊进行整改提升。2 . 7月26日，市中区王官庄街道办事处、区城管执法局结

合前期拆违拆临、露天烧烤整治工作，拆除了该处啤酒摊的乱搭乱建，有效解决了室外占道经营问题。7月中旬，

王官庄街道办事处向3家餐馆送达《市中区关于开展餐饮业油烟专项整治行动的告知书》，要求对照整治内容整

改。王官庄街道办事处联合城管执法、食药监、公安等部门联合检查，因3家啤酒摊无营业执照，对其关停取缔。7

月25日，3家啤酒摊自行拆除经营设备、清除物料用品，全部关停到位，占道经营、噪声扰民及气味刺鼻问题得以

有效解决，并用高压水枪对地面污迹进行冲洗。3 . 9月4日下午，王官庄街道办事处、区城管执法局、区食药监局、市

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检查、走访周边居民，已无占道经营，噪声扰民、地面脏乱、异味等问题，确认3家啤酒摊自7月25

日停业至今。

是 其他

市中区王官庄街道办事处、区食药监局、区城管执法局

将加强监管，城管网格巡查，对被取缔店铺强化重点盯防管

控，确保取缔彻底、取信于民。

196 903-101
济南市长清区紫薇路南头路口处，

夜间很多货车通行，噪音扰民。
济南市 噪声

济南市长清区紫薇路南头路口为芙蓉路紫薇路路口，2017年6月15日，长清区政府发布实施了《关于设置车辆

限行区域的通告》，将长清主城区和大学科技园区的道路设置为大型车辆限行区域，芙蓉路成为限行区域外的主

要绕行路线，紫薇路南头路口是芙蓉路紫薇路路口，路口东西方向为芙蓉路，允许货车通行，是大型车东西横穿

城区的主要道路；路口向北方向为紫薇路属于大型车限行路线，禁止大货车通行，该道路是进入大学科技园区的

主要道路之一，允许办理了通行证的服务于大学科技园区建设发展的大型车通行。

是 其他

长清区政府责成区交警大队、区交通局按照各自职责加

强监管：一是依托治超站联合执法队伍，交警大队联合区交

通局将采取定点整治与流动巡逻等方式，加强大货车日常管

理，在芙蓉路路段开展大货车违法集中整治行动。二是对没

有通行证闯禁区的违法大型车，安装抓拍设备，对闯禁区货

车进行抓拍、录入，予以处罚，同时加强民警巡逻密度，加大

查处力度，努力形成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197 903-102
潍坊市青州市东夏镇李集村村西北

陈某某的煤场排放粉尘、噪声，严重污染

环境。

潍坊市
大气、

噪声

青州市隆信安达经贸有限公司，从事煤炭经营项目，位于李集村原大湾处，煤场四面有2米多高砖墙遮挡，大

部分煤堆使用塑料膜或无纺布、篷布遮盖，在进出货物装卸过程中产生粉尘及噪音，对周围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是 停产整治

责令其已对所有煤堆全部用塑料膜或无纺布、篷布进行

覆盖，并拆除输送带等设备，采取地面洒水、喷淋等措施控制

扬尘。目前设备已拆除清理完毕。

198 903-103
济南市天桥区北园街道办事处黄桥

社区居委会东泺河东侧多家饭店排放油

烟、污水，严重污染环境。

济南市 油烟、水

1 .东泺河东侧原有9家餐饮店，其中4家（永波饭店、太熟悉家常菜、潮州牛肉火锅、胶东小海鲜）为沿街商业

房，5家（好口味炒鸡、老梁炒鸡、杨家老北园、梁府老北园、红焖羊肉）为“住改商”。2 .永波饭店正在营业，有专用烟

道，油烟净化设备正常使用，但无油烟排量检测报告，无环评备案，污水排入污水管网，但未进行油水分离。3 .其他
8家证照不全，无环评、消防手续，无油烟净化设备和专用烟道，未安装油水分离器，污水均直排污水管网。4 . 8月14

日，天桥区北园街道办事处对该区域餐饮店下达《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政府关于依法关闭违法餐饮项目的通告》和

《告知书》，要求限期整改或转变业态。5 . 8月15日，8家证照不全的餐饮单位已全部自行停业，其中太熟悉家常菜已

于8月31日搬离。

是 责令改正

1 . 9月3日，天桥区城管执法、环保、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永

波饭店加装油水分离器，并提供油烟排放检测结果，达标后

办理环评手续，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常经营。2 .北园街道办事

处将联合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该区域巡查监管，建立长效规

范管理机制，杜绝问题反弹回潮。

199 903-106

莱芜市莱城区方下镇山东百伦纸业

有限公司南厂（山东万润达纸业有限公

司）继续使用已被淘汰的机器，生产过程

中，超标排放大量有害气体。该公司热电

厂的粉煤灰露天堆积产生扬尘，地面无

防渗措施。严重影响周围环境。

莱芜市

大气、

固废、

水、

其他

1 .继续使用已被淘汰的机器问题与第六批815-100号转办件反映问题相同。9月4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南厂区
7台型号为1760长网多缸纸机（1#、4#、5#、6#、7#、8#、9#），现场未生产，不存在使用淘汰设备生产及超标排放大量

有害气体的问题。2 .该热电厂建设2×75t/h循环硫化床锅炉（一开一备），产生的粉煤灰为一般固体废物。原产生

的粉煤灰堆放于热电厂西南侧，未采取防渗措施。因对粉煤灰覆盖不全、喷淋不到位问题，市环保局已于2017年4

月6日，以该公司涉嫌违反大气污染防治制度立案处理，同时要求该公司对现存粉煤灰严格落实覆盖、洒水等抑

尘措施，对新产生的粉煤灰直接通过罐装车清运，不再落地。9月4日现场检查时，已采取覆盖、喷淋措施，正在从

堆场南侧开始清运，但防渗措施仍未落实。

是 停产整治

1 .因该企业正在进行破产清算，目前仅完成职工权益维

护部分，现责令企业全面停产，区镇严防死守，防止恢复生

产。2 .督促企业加快原堆存粉煤灰的清运进度，清运完成前严

格采取覆盖、喷淋措施，降低扬尘，两个月内清理完成。3 .责令

企业建设储灰罐、炉渣罐，15天内完成，对新产生的粉煤灰及

时地直接通过罐装车清运，此项可以满足热电厂正常运行7

天所产生的粉煤灰量，对因清运不及时导致粉煤灰无处堆放

的问题，责令企业将已建成的防渗、防雨储煤棚作为应急储

存场所，暂时存放粉煤灰。目前企业已停产，已制订粉煤灰整

改方案，正在清运中。

200 903-107

青岛市即墨市环秀街道办事处小韩

村，青岛勇创信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无

环保手续，喷漆外排刺鼻气味，电焊烟尘

污染严重。

青岛市 大气

1 .信访人反映的青岛勇创信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位于即墨市环秀街道办事处小韩村，租赁小韩村村民江某

某的一层门头房，主要从事自动化机械设备销售，有营业执照。2 .经现场调查，青岛勇创信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是

一家单纯的销售公司，主要销售浙江永星台钻有限公司生产的数控钻床、液压钻床、攻牙机机床等，无生产、加

工、维修等环节，现场未发现喷漆和电焊设备，也无喷漆气味和电焊烟尘产生。

否

201 903-109

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有多家从事饭

店一次性餐具清洗的加工点，无任何手

续，废水未经处理随意排放。其中包括：

王村高某、西铺村杨某某、大尚村村内

（名字不详）。

淄博市 水
该区域只有反映的3处餐具清洗加工点，分别系王村高某餐具清洗加工点、西铺村杨某某、大尚村尹某某餐

具清洗加工点，均无环保手续，在前期巡查中发现均存在将清洗餐具后的污水排入院内渗坑的情况。
是

关停取缔、

问责

3家餐具清洗加工点均已关停取缔，餐具及清洗设备等

已全部清理完毕。
通报批评2人

202 903-11

莱芜市农高区寨里镇卞官庄村村东

居民区附近有几家养猪场，气味刺鼻，污

水乱排，粪便随意堆放，严重影响居民生

活。

莱芜市

大气、

水、

垃圾

1 .卞官庄村村东原为卞官庄村养殖小区，属于限养区范围。该养殖小区原有四户养殖户，经现场查看，目前仅

剩两户养殖户，为卞某军养猪户与卞某善养猪户，其余两家养殖场已废弃，不再养殖，养殖棚转为个人储藏室使

用。2 .经查看，卞某军养殖户现养殖21头猪，卞某善养猪户养殖1头猪，均未规范建设粪污处理设施。卞某军养猪户

污水堆积在院内水沟内，粪便堆放在院内水泥地面，尚未清理，存在异味问题。经了解，该养殖户正在对粪便进行

清理，用于还田。卞某善养猪场粪污较少，直接用于还田，未发现污水外排。

是 责令改正

两家养殖户无法整改治污设施，已承诺不再进行养殖，

并立即对现养猪进行处理，拆除养殖设施，同时做好污水及

粪便的清理工作，7天内完成。目前两家养殖户正在对猪进行

外卖处理，已处理11头。

203 903-114
泰安市新泰市楼德镇新庄村村主任

乔某某伙同他人非法盗采汶河南岸沙

土，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泰安市 生态

信访人反映的非法盗采沙土地点为一沙土盗坑，位于楼德镇新庄村北柴汶河河道南侧。盗坑形成于今年6月

份，为一不规则长方形沙土坑，土地性质为林地（河滩地，村民承包后耕种农作物），初步查明系楼德镇赤坂村村

民乔某某非法盗采沙土所致，破坏林地面积16712平方米，已涉嫌刑事犯罪；今年8月14日，楼德镇政府河道办在巡

查中发现该盗采坑后，切断了运沙道路，用沙土对道路进行了封堵，并加强了巡查力度，之后未发生过盗采现象。

经调查核实，村主任没有参与盗采沙土行为，不存在伙同村民乔某某非法盗采沙土问题。

是 其他

1 .乔某某涉嫌刑事犯罪，已出逃，公安机关已提前介入对

其实施布控。2 .相关部门将加快办案进度，依法对乔某某违法

犯罪行为从严从快处理；同时，尽快启动生态修复工作，恢复

土地原貌。3 .已对2名相关责任人进行约谈。

204 903-115
淄博市周村区建国花苑附近多家饭

店排放油烟、废气、噪声，严重污染环境。
淄博市

油烟、

大气、

噪声

1 .建国花苑周边共有早点、炒菜、火锅等餐饮业店铺7家，因油烟净化设施清理不及时，存在油烟治理不到位

的情况；2 .各店铺在加工制作、蒸煮食物时，存在排放废气的情况；3 .各店铺二楼有窗户朝向居民楼、顾客用餐喧

哗，存在噪音扰民的情况。

是 责令改正

1 .责令各店铺对油烟净化设施每半月进行清洗，同时建

立清洗档案，并对清洗情况进行检查。2 .要求厨房封闭式加工

制作，于9月8日前加装专用烟道，通过烟道排放废气。 3 .责

令将朝向居民楼一侧的窗户密闭。

205 903-12

济南市天桥区无影山地区济南空军

医院（456医院)每天定时播放军歌，音响

过大，噪声严重影响附近居民生活。多次

举报均未解决。

济南市 噪声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六医院按照部队条例、条令必须每天播放军歌，播放时段为每天7时50分、11时50分、

13时50分、16时50分，每次播放10分钟。2 .经调阅12345市民热线，天桥区未收到过居民反映该医院噪声扰民的投诉。
是 其他

9月4日，天桥区武装部、公安分局和堤口路街道办事处到该

医院进行协调。院方将缩短军歌播放时间，降低播放音量，减

少噪声扰民。

206 903-13
济宁市兖州市新驿镇颜店村沙塘开

采严重，用建筑垃圾回填，破坏地下水资

源。当地政府不作为。

济宁市

垃圾、

水、

其他

1 .信访件中反映的“新驿镇颜店村”应为新驿镇店子村或颜店镇颜店村。调查组针对这两个村开采沙塘的情

况进行调查核实。2 .经调查发现，新驿镇店子村北有一处村民建房取土形成的沙土坑，该沙土坑形成于2000年-

2003年，目前已复垦、恢复耕种，未发现建筑垃圾回填的情况。颜店镇颜店村有一处上世纪80年代窑厂取土留下的

老坑，该窑厂已于2000年左右关闭，目前已复垦、恢复耕种，未发现建筑垃圾回填的情况。3 .兖州区环境保护监测

站对新驿镇店子村、颜店镇颜店村沙土坑附近地下水进行取样监测，监测数据均不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类

水质标准，未发现地下水资源被破坏的情况。4 .兖州区颜店镇、新驿镇地下砂石资源较为丰富，砂石资源管理工作

一直是难点、热点问题，兖州区委、区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对违法开采砂石资源行为进行严厉打击，2013年以来，共

查处两镇违法采沙案件41起，目前违法开采点均已复耕到位，不存在信访人反映的政府不作为情况。

是 其他

1 .兖州区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动态巡查

力度，对于砂石资源丰富地块、基本农田周边及群众经常反

映的地段，加大重点巡查，确保违法采沙行为第一时间发现、

制止。2 .强化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对于发现的违法采沙行为，

坚持从严、从快查处，确保处罚到位、复垦修复到位。

207 903-14
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山东维焦集

团薛城能源的焦化厂，排放刺鼻异味气

体，严重污染环境。

枣庄市 大气

该件同第5批455号件、第7批816-161号件、第10批1146号件反映问题基本一致。1 .该企业有组织废气排放：在焦

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组织废气经焦炉烟囱高空排放，已安装在线监测仪器，并与省、市、区三级环保部门联网,

现场调取实时监测数据,均符合《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171-2012）浓度限值。2 .该企业无组织废气

排放：化产鼓冷区域槽罐及机械化澄清槽盖封闭不严，化产鼓冷区域焦油、氨水中间槽呼吸阀排放废气正在收集

治理，有异味产生。现场查阅公司自行监测报告，1-8月份监测数据显示，厂界颗粒物、硫化氢、氨数值均不超过

《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浓度限值。3 .捣固焦炉在装煤、出焦时，受工艺限制，偶有烟气逸散、冒黄烟现

象。

是 责令改正

1 .一期40万m3/d制气项目鼓冷区域槽罐及机械化澄清槽

盖现场封闭完成；2 .按化产鼓冷区域焦油、氨水中间槽呼吸阀

排放废气进行收集治理方案，截至9月10日，已完成洗净塔立

塔。3 .厂区内路面车间负责，公司吸尘车时时清扫，并有执勤

记录。槽罐上呼吸阀已拆除，无异味排出。4 .每天安排专人对2

组236对炉门进行巡查、维修和清理；加强对员工考核和培

训，对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冒黑烟、黄烟的现象，严格处罚。5 .将

该厂区纳入大气污染监管重点区域，进一步加大监管检查力

度，严格按照环保法律法规执法监管，严肃查处扬尘、大气污

染违法行为。

208 903-18
济宁市梁山县仁和聚食品有限公

司，直排污水、刺鼻异味气体，严重污染

环境。

济宁市 水、大气

1 .梁山仁和聚食品有限公司前身为梁山九利食品有限公司，位于梁山街道工业园区。2015年，梁山九利食品

有限公司停产后，梁山仁和聚食品有限公司租赁其厂房进行改造，2017年8月5日改造完成，开始生产。1100万只/

年毛鸭宰杀、分割项目2017年1月26日通过梁山县环保局审批（梁环审[2017]1号）。2 .该公司建有日处理1000吨污水

处理站一座，采用厌氧水解+A/O+二级曝气生物滤池处理工艺。生产废水（浸烫用水、毛鸭清洗用水、地面清洗

等）每天约730立方米，生活废水（食堂和员工洗澡）每天约15立方米，经收集后全部进入污水处理站处理，公司总

排污口安装了在线监控设施，进行实时监控，处理后的废水按照环评要求通过排水沟进入流畅河。9月4日，梁山

县环保局在该公司总排污口取样监测，监测结果符合地表水Ⅲ类标准。3 .该公司按照环评批复要求，对待宰车间

及屠宰车间定时清扫冲洗，定期喷洒生物除臭剂，臭气经排气罩排风系统收集，由引风机引至活性炭吸附装置吸

附后排放。污水处理站调节池产生废气采取盖板封闭、定期喷洒生物除臭剂后由排气罩排风系统收集至活性炭

吸附装置吸附处理。9月5日，梁山县委托济宁国政检测公司对该公司厂界上下风向以及小土屯村敏感区域进行

了臭味监测，监测结果显示符合《恶臭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24554-93）排放标准。4 .调查人员检查发现，该公

司待宰车间封闭不严，未达到环评批复要求，车间中产生的鸭粪及挂鸭台毛鸭胴体散发臭味，无组织排放，导致

车间门口有异味产生。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针对梁山仁和聚食品有限公司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排

放恶臭气的问题，梁山县环保局责令该企业停产整改，并处

罚人民币拾万元整。目前该公司已将待宰车间进行了全封

闭，及时清扫了待宰车间内的鸭粪，并喷洒生物除臭剂，消除

了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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