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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903-78

济南市槐荫区经二纬六路发祥巷小

区附近多家饭店排放油烟、噪音、污

水，严重污染环境。相关职能部门只是

要求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期间暂停营

业。

济南市
水、噪

声、油烟

1 .经二纬六路发祥巷小区经二路沿街餐饮12家、纬六路沿街餐饮4家，共16家，均位于发祥巷小区3区1、

2、3号综合楼和纬六路沿街2区7号商住混合楼，无专用烟道，与居住层相邻。2 . 8月19日，槐荫区五里沟街

道办事处按照《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政府关于依法关闭违法餐饮项目的通告》规定，要求16家餐饮业户于15个

工作日之内关停取缔。

是 关停取缔

1 .槐荫区五里沟街道办事处联合区城管执法、市场监

管、食药监、环保等部门再次对关停取缔情况现场核实，

16家餐饮单位均已按要求完成了关停，并拆除了牌匾。9月5

日，餐饮业户均已完成取缔，并采取停水停电，所有餐饮

单位正在转产，不再从事餐饮经营。2 .槐荫区五里沟办事

处、区城管执法局、区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加大巡查监管力

度，坚决关停取缔不符合规定的餐饮店铺，防止回潮现象

发生。

249 903-79

临沂市沂南县湖头镇东张哨村张某

某在良田中建牛棚50间，现养奶牛40

头，污染周边环境。

临沂市 其他

1 . 关于在良田中建牛棚、养殖奶牛问题。信访反映的地点位于沂南县湖头镇张家哨村北200米的院内，

面积26 . 15亩，该地块为旧房拆迁造地，属一般耕地，不属于基本农田。2015年4月，张某某与湖头镇张家哨

村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转包该块土地，用于果树种植、畜禽养殖。建设简易牛棚1个，

面积270㎡，现存栏肉牛38头（没有奶牛）；看护房1座，面积224㎡（同时作为张家哨村自来水泵房）；料

房1间，面积120㎡；其他全部为果园，面积25亩左右，主要种植苹果、葡萄、桃等林果作物。按照有关规

定，该地块作为一般耕地，可以从事畜禽养殖。根据省畜牧兽医局《关于畜禽养殖专业户标准等有关问题

的复函》的规定，张某某属养殖专业户。但其牛棚所在区域为禁养区。2 . 关于污染周边环境问题。该养殖

场区清粪方式为干清粪，粪污清理后用于果树施肥；养殖区雨污分流处置，养牛棚西侧建有1个12m3沉淀

池，棚内两侧设置硬化的污水沟，收集牛尿液等污水进入沉淀池，沉淀发酵后用于果园施肥；牛棚两侧顶

部安装雨水截流沟，用PVC塑料管收集雨水灌溉果园，现场未发现废水外排迹象。现场有牛粪味，周边感

官感觉无异味，无污染周边环境问题。

是 关停取缔

1 . 9月6日养殖场区内堆存的牛粪已清理完成。2 .湖头镇

政府责令该养殖场进行停养或转产，限期清理。截至9月9

日下午，卖出30头肉牛，相关设施正在拆除，9月16日前清

理完成。

250 903-81

烟台市福山区北建盛福海城内，亲

谦幼儿园油烟机排放噪音，影响附近居

民生活。

烟台市 噪声
烟台市福山区亲谦幼儿园，属规划内社区配套幼儿园。每天上午十点半、下午三点半厨房准备幼儿就

餐，油烟风机每次运行约二十分钟。现场实测油烟风机噪声值，超过规定排放标准。
是 责令改正

责令改正，限期完成噪声污染源治理，确保噪声达标

排放。目前该幼儿园已经更换静音风柜，经检测噪声达标

排放。

251 903-82

济宁市梁山县小安山镇中学附近多

家养殖场排放刺鼻异味气体，污染环

境。

济宁市 大气

1 .经调查，信访件反映的是梁山县小安山镇中学附近的2户蛋鸡养殖场，其中王某华蛋鸡养殖场与小安

山镇中学西墙相隔20米，建于2012年8月，占地约1 . 5亩，有鸡舍6间，面积450平方米，存栏8000只；另外一家

是王某风蛋鸡养殖场，位于小安山镇中学西北300米处，建于2014年7月，占地约1 . 1亩，有鸡舍4间，面积550

平方米，存栏1万只。两户养殖场均位于禁养区内。2 .两养殖场均采用自动刮粪机清理鸡舍内粪便，配套建

设了沉淀池等处理设施，鸡粪由附近蔬菜种植大棚来车定时清运。未发现排放污水和露天存放鸡粪的现

象，鸡舍有轻微气味。

是 关停取缔

1 .小安山镇政府、综合执法局、梁山县畜牧兽医局组织

人员将2户养殖场鸡舍内的蛋鸡进行处理，拆除鸡舍内养殖

设施，同时对当日产生的鸡粪予以清理，并进行石灰消

毒。目前，上述措施已全部完成。2 . 2017年9月6日,小安山镇

对小安山镇中学校长、4位教师进行了回复走访，将采取的

措施和计划进行了介绍，以上同志表示满意。

252 903-83

济南市章丘区刁镇山河村，村东无

名小厂夜间生产，排放粉尘，污染环

境。

济南市 大气

转办件反映的是济南乾坤金属磨料有限公司，位于刁镇山河村，从事钢丸加工，主要设备有振动筛2

台、电烘干炉1台、电回火炉1台、熔炼电炉1台。主要污染物为熔炼烟尘、烘干废气和筛选粉尘。该企业是

今年章丘区政府要求在9月底之前提升改造完善手续的企业，目前企业熔炼电炉、烘干炉、筛选机都已配套

了污染防治设施，所有设备、原料、成品都在车间内存放，车间未完全封闭。现场检查时，企业无环评手

续，企业未生产，但有生产迹象。

是
关停取缔、

约谈、问责

该企业无法在章丘区政府规定的时限内（2017年9月底

前）完成提升改造和健全相关手续。经与企业负责人协

商，企业于2017年9月4日下午开始自行清理，9月5日清理完

成。对1名责任人进行约谈。

通报批评1人

253 903-84

烟台市莱山区莱山街道马村村南路

西有露天开采，破坏生态环境，污染严

重。

烟台市 生态

该处有一个省级和一个市级的地质灾害治理项目，正在进行施工。1 .烟台市莱山区马村苏再军废弃采石

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该处原为历史遗留的露天采石场，2014年烟台市财政局以烟财建指[2014]55号文

《关于下达市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下达的2014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承担

单位为烟台市国土资源局莱山分局，市财政补助资金300万元。该项目位于莱山区莱山街道马村南，治理区

面积约为0 . 0268平方公里。目前，该项目已经基本完成，正在申请莱山区财政局进行施工费用审计，审计后

申请烟台市国土资源局和财政局进行竣工验收。预计2017年年底所有工程竣工。2 .烟台市莱山区马村废弃采

石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该处与马村苏再军治理项目紧邻，也是历史遗留的露天采石场。烟台市莱山

区马村废弃采石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是属于省财政资金项目。2015年，烟台市财政局以烟财建指[2015]77

号文《烟台市财政局关于下达市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下达的2015年度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项目。承担单位为烟台市国土资源局莱山分局，省财政补助资金500万元。该项目治理区位于烟台市

莱山区莱山街道办事处马村南120米处，行政区划隶属于莱山街道办事处。治理区东西长210米、南北长344

米，面积53592 . 11m2。2017年4月，该项目开始施工，正在进行渣土清运。

否

254 903-85

济南市市中区阳光舜城南蝎子山山

体被非法开采，山体和自然环境受到严

重破坏。

济南市 生态

1 .来信反映阳光舜城南蝎子山山体，位于市中区舜世路南段东侧。上世纪80年代初，土屋村村集体对阳

光舜城南端的蝎子山进行开采，因石料质量无法满足需求，1985年左右停止开采。被开采的蝎子山西侧因长

期风化、雨水冲刷导致坡面立陡，破损严重，存在崩塌地质灾害隐患。2 . 2013年4月，济南市国土资源局、

济南市财政局联合发文《济南市国土资源局济南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13年度破损山体治理项目的通知》（济

国土资发〔2013〕95号），对蝎子山破损山体进行治理，该项目立项。2013年8月，建研地基基础有限责任公

司制订蝎子山治理整治方案，并提交国土资源市中分局，2013年8月31日，国土资源市中分局组织专家论

证，并提出修改意见后，9月4日，整治方案审批通过。该整治方案主要包括削坡排险、山体崖壁开平台、

建设挡土墙、种植土回填、绿化等治理。

是 其他

2017年6月，该项目开始整治施工，设计工期200天，预

计于2018年4月底前完工，2018年9月对其进行验收。目前进

入削坡排险阶段。

255 903-86

潍坊市潍城区豪杰金属市场刘某某

的金属材料加工厂排放噪音、粉尘、刺

鼻异味气体，污染环境。

潍坊市
大气、

噪声

该市场内从事金属材料经营的刘姓业主共2位。潍城区开发区文通不锈钢材料经销处,2015年10月起，从

事销售钢材、不锈钢材料及不锈钢制品订做项目。主要设备：卷板机1台、折边机1台、人工氩弧焊机1台、

手工打磨机1台；潍城区开发区彬达铆焊加工部,2016年1月起，从事铆焊加工项目。主要设备：二氧化碳保护

焊机1台、电砂轮切割机1台、手工磨边机1台。现场检查时俩业主均正常经营，在装卸、切割、分装等过程

中产生噪音；在打磨、切割、焊接时产生少量粉尘、异味气体。

是 责令改正

加强对市场的管理，规范业户经营行为，严禁在室外

切割、打磨、焊接；严禁夜间进料出货，防止夜间偶发噪

音扰民。

256 903-87
泰安市新泰市政府对面的金穗大酒

店直排油烟，污染环境。
泰安市 油烟

信访人反映的“金穗大酒店”应为新泰市金穗大酒店有限公司，位于新泰市府前街1300号，有营业执

照，主要从事餐饮服务项目，2014年1月成立。2017年9月4日，新泰市综合执法局现场调查，该酒店正在营

业，共八个油烟排放口，仅安装油烟净化器一个。

是
停产整治、

立案处罚

2017年9月7日，市综合执法局对该公司环境违法行为进

行了立案处罚，罚款1万元。该酒店已停业整改，9月7日对8

个油烟排放口全部安装了油烟净化装置，油烟检测合格后

方可恢复正常营业。

257 903-88

临沂市平邑县朝阳路花雨馨小区附

近的祝福饭庄、麻辣火锅鸡等餐饮饭店

排放油烟、刺鼻异味气体，严重污染环

境。

临沂市
油烟、

大气

平邑县朝阳路花语馨小区沿街门面楼共有2家餐饮店铺，分别为祝福饭庄和麻辣火锅鸡。其中，祝福饭

庄油烟管道未安装油烟净化设备，为逃避检查和处罚，经营业主将油烟管道出口直接导入下水道；麻辣火

锅鸡店未安装油烟净化设备，后厨油烟由安装在墙上的排风扇直接排出，现场未闻到刺鼻性气味。此两家

餐饮店铺排放的油烟均给周围居民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

是 关停取缔
1 .对两家餐饮店铺予以取缔。2 .加强日常监管，避免房

屋再租给餐饮经营者。

258 903-89

烟台市莱阳市龙大集团及其下属子

公司存在批建不符、未批先建、生产经

营多年未验收等违法行为，连续多年向

莱阳市环保局反映，一直未处理。

烟台市 其他

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下设20个子公司。1 .龙大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

产工艺、污染防治设施等与环评批复要求一致。2 . 2001年前，烟台龙大食品有限公司、山东龙大冷冻食品有

限公司、烟台龙大肉类加工厂、山东龙藤不二食品有限公司、山东神龙食品有限公司和烟台新味食品有限

公司等6家子公司存在未批先建情况，但已于2007年前完善了环保审批及验收手续。3 .烟台旭龙机械有限公

司生产加工不锈钢食品机械和铝合金塑钢门窗项目2014年6月30日经莱阳市环保局批复，至今未组织验收；

龙大集团食品工业园集中供热项目2015年10月经莱阳市环保局批复，2016年6月开始调试运行，因正在按新的

要求进行锅炉超低排放改造，目前尚未验收。4 .多年来，莱阳市环保局从未接到过对以上有关问题的反映。

是

责令改正、

停产整治、

立案处罚

2017年9月4日，针对烟台旭龙机械有限公司未采取降噪

措施和未经验收擅自投入生产的问题，莱阳市环保局责令

其立即停产整改，依法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拟处罚款10万

元；责令企业于2017年9月30日前完成环保验收。责令龙大

集团食品工业园集中供热项目于2017年10月30日前完成超低

排放改造工程并完成环保验收。

259 903-91
济南市章丘区东城花苑西侧堆放有

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污染环境。
济南市 垃圾

1 .东城花苑西侧堆放的建筑垃圾为双山街道贺套村村民王某某废弃的灰膏厂建筑垃圾，企业拆除后双山

街道办事处对现场进行了遮网覆盖。因附近施工车辆较多，路西侧防尘网出现部分破损。2 .现场发现的生活

垃圾，为东城花苑工地施工工人倾倒的生活垃圾。

是 责令改正

1 .双山街道办事处已于9月5日将现场建筑垃圾清理完

毕。2 .双山街道办事处已于9月5日清理完生活垃圾，并责令

施工单位加强监管，按规定及时处置生活垃圾。

260 903-95
临沂市郯城县沙墩镇后宅岭村石子

厂附近的养鸭棚污染地下水。
临沂市 水

举报人反映的“沙墩镇后宅岭村”实为“李庄镇后宅村”。该村东岭石子厂附近有1家肉鸭养殖场，位

于适养区，无养殖手续，建有养鸭棚4个，于2016年9月停养，但养殖棚未拆除，未转产。9月4日，取距离该

养殖场最近的两户居民自备井水检测，结果显示高锰酸盐指数分别为0 . 97mg/L、1 . 00mg/L，氨氮均未检

出，均符合标准。

否

261 903-96

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经济开发区，

东营市兴通橡胶有限公司非法向地下排

放污水、废油，生产时外排刺鼻异味气

体，严重污染环境。多次向广饶县环保

局举报，广饶县环保局欺上瞒下、推诿

扯皮，一直不处理。

东营市

水、

大气、

其他

1 .东营市兴通橡胶有限公司2015年因民间借贷纠纷被人民法院查封，已不具备生产条件。由于公司地势低

洼，且该路段未实施雨污分流工程，降雨时管网溢流，污水倒灌造成厂区浸泡，并非非法向地下排放污水废油。

2 . 2017年8月，县环保局先后4次接到该问题举报，大王镇、县公安局、县环保局均及时到达现场进行调查处理，

并将地沟内污水抽出，运往山东胜星化工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是 责令改正

1．委托编制了环境应急处置方案，由大王镇按照方案

要求落实环境应急处置措施。2．加快胜利路周边雨污分流

工程进度，解决管涵溢流问题；加大对辖区内企业的监管

力度，发现环境隐患问题及时处理。

备注：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转办第二十四批群众举报件共计270件。截至2017年9月13日已办结261件，正在办理9件，待办理完毕后，一并向社会公布。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山东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及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二十四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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