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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903-129
临沂市河东区工业园内华龙路

路西有一个电缆厂，没有手续，产生
刺鼻气味。

临沂市 大气、其他

1 .反映的电缆厂为河东区明晨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原名临沂市河东区星光电线电缆厂。该厂于2010年6
月3日取得环评批复，2012年11月19日通过验收。2013年4月23日，河东环保分局同意项目建设单位变更。2017
年7月28日，河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检查发现该公司有机废气治理设施不完善，生产中产生气味，当即采取
断电措施，责令其停产整改。2017年9月5日，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仍处于停产状态，正在安装废气治理设施。

是 责令改正
责令该公司安装有机废气治理设施，通过验

收前不得恢复生产。

114 903-130
临沂市河东区王子卜幼儿园对

面有一电镀厂，污染环境，多次举报
一直没有效果。

临沂市 其他

反映的电镀厂为临沂创新电镀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电镀设备，无电镀工艺。该公司无环评手续，属“散乱
污”企业。2017年7月21日，河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该公司实施断电，并责令其自行清除。2017年9月5日，发
现该公司清理不彻底。经核实今年以来的12345市民热线转办单和来信来访情况，均未发现举报该公司污染
问题。

是 关停取缔
2017年9月5日，河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按照

“两断三清”标准对该公司进行了取缔。

115 903-132

临沂市莒南县筵宾镇大山后村
的平顶山上，有人非法开山采石，扬
尘严重，噪声扰民，破坏生态环境，
多次上访均未解决。

临沂市 扬尘、噪声

1 .反映的平顶山位于筵宾镇大文家山后村村东南，存有莒南县文健石子厂的老矿坑，因违法采矿问题，
2015年3月1日，莒南县国土资源局对文健石子厂依法立案查处，2015年3月18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莒南
国土资罚决字〔2015〕181号），责令当事人停止开采，之后无违法采矿行为。2 . 2016年5月3日，鲁南高铁日照至
临沂项目筹备组与莒南县人民政府签订《鲁南高速铁路日照至临沂段平顶山西侧取、弃土场协议书》，在文
健石子厂老矿坑区域设立弃土场，用高铁隧道工程产生的渣土回填矿坑，并对矿坑进行恢复治理和复垦。
2017年6月24日开始回填，现已回填约1200立方米，不存在“有人非法开山采石、破坏生态环境”问题。3 .回填渣
土装卸及运输过程中产生少量扬尘、噪声，该弃土场距离筵宾镇大文家山后村约800米，对村民生产生活影
响较小。4 . 2017年8月18日，县国土资源局接省国土资源厅转办信访信件，反映筵宾镇大文家山后村村书记将
村南山脚下300亩耕地及山林卖给了江苏无手续人员开采石子问题。县国土资源局日常动态执法巡查未发
现信访反映的违规开采石子行为。因该信访件为匿名反映，无法答复信访人。

是 其他

1 .督促高铁施工单位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对
弃土场逐层全面铺设密目网，减少扬尘；待弃土
完成后，对矿坑全面恢复治理并复垦。2 .督促高铁
施工单位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避免夜间施工、运
输，减少对周边村民的扬尘、噪声影响。

116 903-133

临沂市兰陵县新兴镇后大尧村
王某某的石英砂厂，距离居民区很
近，噪声扰民，大气污染严重，多次
向环保部门反映都未解决。

临沂市
噪声、大气、

其他

1 .该信访件与中央环保督察信访问题转办单（受理编号902-179）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该厂有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标准的函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复，距离居民区105米。针对在
生产过程中产生粉尘、噪音的问题，该厂按环评要求，采取了安装脉冲袋式除尘器、厂房全封闭、场内道路定
期洒水抑尘等措施。2017年8月26日，兰陵县环保局现场检查发现该厂“未对物料有效覆盖，未建设围挡等措
施，造成扬尘污染”，当即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并立案查处，于9月4日对该厂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和《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罚款3万元。9月6日，县环保局在后督察时发现，该企业已停产，物料已全部覆盖，
正在按照环保要求进行整改。2 . 2016年以来，兰陵县环保部门共接到3次关于该厂“离居民区近，存在噪声、大
气污染”的信访件。2016年10月14日，兰陵县环保局责令该厂将生产时间改为白天，避免对周围居民造成影
响，并将查处的情况向信访人进行反馈。2017年8月28日和9月1日，县环保局接到举报后，发现该厂已停产，无
粉尘、噪声污染现象。3 .前期已因中央环保督察1802号交办件对新兴镇政府相关责任人进行约谈。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兰陵县环保局、新兴镇政府将继续加强日常
巡查，确保该企业严格按照环保要求整改到位。

117 903-134

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埠西桥村
白某在村南经营两家养猪场，污水
偷排至村里的洼地里，臭气熏天，并
污染地下水。村民多次举报都无果。

临沂市
大气、水、

其他

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埠西桥村白某有2处养殖场，1处为地方镇埠西桥良种猪养殖场，距离村庄较近，在
禁养区，无规范的环保治污设施，1处为平邑县瑞丰养殖有限公司，为国家级标准化养殖场，环保手续齐全，
2004年建场时距离村庄较远，现处于禁养区。地方镇埠西桥良种猪养殖场污水排入场内沉淀池，在周边可闻
到养殖异味。平邑县瑞丰养殖有限公司建设了大型沼气设施，所产粪污全部排入沼气设施。平邑县检验检测
中心已对白某养殖场内地下水取样检测，所检项目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类要求。截至2017年9月5日，
平邑县未接到关于白某养殖场的举报。

是 关停取缔

1 . 2017年9月1日，地方镇人民政府对埠西桥
良种猪养殖场下达了关闭搬迁通知，责令其十五
日内关闭拆除。养猪场负责人白某保证按期拆除
该养殖场。2 . 2017年9月6日，地方镇人民政府对平
邑县瑞丰养殖有限公司下达限期搬迁通知，责令
其2017年12月31号前搬迁完毕。

118 903-135

临沂市河东区温泉路与人民大
街交叉口东150米有一铝型材厂，无
环评手续，气味刺鼻，污水偷排至地
下，污染地下水。

临沂市
大气、水、

其他

1 .反映的铝型材厂为临沂市瑞利安铝业有限公司，原名乐泰铝型材加工厂，于2010年1月取得环评批复。
2015年12月，未经批准擅自扩大生产规模，河东环保分局对其进行立案处罚。2016年6月，项目建设主体变更
为临沂市瑞利安铝业有限公司。2017年9月5日，河东环保分局发现该公司久拖不验。2 .该企业喷涂工艺产生
挥发性有机物，已配套建设了有机废气处理设施，2017年8月19日，该企业因设备检修，自行停产整治。2017年
9月5日，检查发现企业未生产，厂区无刺鼻气味。3 .该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少量废水，主要是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脱脂处理废水，经加酸中和后通过配套的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外排。2017年9月5日，对其厂区内２处10
米水井及周边50米范围内2处水井进行地下水监测，均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类标准。

是
停产整治、
立案处罚

1 . 2017年9月6日，河东环保分局对该企业久
拖不验环境违法行为立案处罚，罚款4万元。2 .督
促该企业尽快申报环保验收手续。

119 903-136

临沂市河东区相公街道李团村
村西铁路旁有一螺丝厂，污水偷排，
污染地下水，曾拨打12345反映，但都
未解决。为躲避检查，现已停产，9月
14日后复产。

临沂市 水、其他

1 .经排查未发现李团村及周边存在螺丝厂，反映的企业应为临沂市利和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主营PET
纤维项目，采用“拉丝”工艺，于2012年3月6日取得环评批复，2014年3月5日通过环保验收。该企业无清洗工
序，无生产污水产生，仅拉丝工序需要用水冷却。企业建有拉丝冷却水处理池，冷却水循环利用，无污水外
排。2017年9月5日，对其厂区2处深10米及周边50米范围内4处水井进行取样监测，均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
Ⅲ类标准。目前该企业正进行设备检修，检修完毕后即可生产。2 .经调阅12345转办单，2017年以来，共接到3
次反映该公司水污染问题的工单，相公街道办事处均及时查处并反馈。3 . 2017年9月5日，发现该公司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塑料下脚料露天堆放于厂区东南侧空地，存在固体废物露天堆放的违法行为。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1 . 2017年9月6日，河东环保分局对该公司立
案处罚，罚款1万元。2 .责令该公司规范固体废物
贮存场所。

120 903-138
临沂市东兴路与凤仪路交叉口

东50米变电站后有一塑料厂，气味
刺鼻，非正常途径获得环评手续。

临沂市 大气、其他
反映的塑料厂为临沂市恒光塑料制品有限公司，2014年11月，该公司按程序向河东环保分局报批环评

文件，2014年12月29日取得环评批复。2017年9月5日，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已于今年8月10日停止生产，久拖不
验，有机废气治理设施不完善，现场存在塑料气味，正在安装废气治理设施。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1 . 2017年9月6日，河东环保分局对该公司久
拖不验违法行为立案处罚，罚款4万元。2 .督促该
公司加快废气治理设施建设，建成后通过验收方
可恢复生产。

121 903-139

潍坊诸城市黏土砖窑有二十多
家，如诸城市鲁盛建材有限公司，这
些砖窑排放烟气，粉尘严重，破坏土
地，严重污染环境。

潍坊市 大气、土壤

诸城市没有黏土砖窑企业，2016年3月摸底调查时，使用页岩、污泥、建筑垃圾等制砖的企业也仅有17
家。鲁盛加气混凝土有限公司、宏泽墙体再生材料有限公司、丰源建材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建设了砖瓦行业
先进的隧道窑，有脱硫、除尘设施，有抑尘措施，环保手续齐全，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生产正常；万兴建材有
限公司贾悦分公司、中汇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正在停产升级改造，目前污染治理设施已经安装完成，准备验
收；其余12家企业中有8家因不符合产业政策于2016年被关停取缔，4家因环境治理成本和市场原因长期自动
停止生产或自动拆除。未发现“这些砖窑排放烟气，粉尘严重，严重污染环境”情况，诸城市所有砖瓦企业都
不使用黏土制砖，不存在破坏土地的情况。

否

122 903-140
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安乐村铁

路南280米处有一养猪场，臭气熏
天，污水横流，污染地下水。

临沂市 大气、水

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安乐村铁路桥南400余米处有2家养猪场，分别为黄某某养猪场、汪某某养猪场，均
位于适养区内，现场可闻到养殖异味。黄某某养猪场建有沼气池，院内存在沼液外流问题，沼液流入院内桃
树林内。汪某某养猪场建有沼气池、堆粪场，粪污处理规范；养猪场外建有一座沉淀池，沉淀池周边有少量粪
污未及时清理。2家养猪场粪污经堆粪场、沼气池处理后，用于农业施肥。平邑县检验检测中心已对养殖场周
围饮用水井采样，经检测分析，所检项目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

是 责令改正

1 .责令黄某某养殖场15日内建设与沼气池配
套的堆粪场和沉淀池，规范处理养殖粪污。2 .责令
汪某某及时清理沉淀池周边粪污。3 .责令黄某某
养殖场、汪某某养猪场加强管理，防止沼液和粪
污外溢。

123 903-142

淄博市沂源县翡翠山居小区63
号楼1单元业主在车库内无证经营
火烧、煎包，油烟、噪声污染严重；西
沙沟水库中有业主在此养鸭子，并
修建花园，污染水库。

淄博市
油烟、

噪声、水

1 .业户王某某在自家车库内无证经营火烧、蒸包（非煎包）早点，使用燃烧液化气式蒸炉炉具，生产中有
蒸汽，无油烟。下午6点左右和面机运行，存在噪音问题。2 .西沙沟水库有1户业主在西沙沟水库北段西侧边
缘喂养8只鸭子，该水库为小（二）型灌溉用水库；14户业主在各家院墙外将裸露土地进行了绿化，修建了步
道、凉亭、花架等，并用铁丝网做围栏。

是
关停取缔、
责令改正

1 .早点铺已于9月6日依法取缔，且当事人承
诺今后不在小区内经营。责成物业公司加强日常
管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2 .经对养鸭业户说服教
育，当事人同意将鸭子迁走，现已整改到位。3 .关
于14户业主在院墙外修建花园问题，责令14户业
主9月15日前自行拆除设置的铁丝网围栏，将修建
的花园对外开放。

124 903-143
临沂市兰山区有多家铝合金

厂，无手续生产。
临沂市 其他

兰山区共有8家铝型材企业未经环保审批。其中，环评文件已编制完成，正在办理审批手续的4家，分别
为兰山区衍飞铝制品厂、临沂市金鑫祥铝型材加工厂、临沂市兰山区万发铝型材厂、临沂市兰山区圣旺达铝
型材厂；正在编制环评文件的4家，分别为临沂市常泉铝型材有限公司、临沂金古岳铝业有限公司、临沂市兰
山区捷佳装饰材料加工厂、姜礼刚铝型材厂。现场检查时，该8家企业全部处于停产状态。

是
停产整治、
立案处罚

兰山环保分局已对8家企业立案处罚。责令8
家企业在通过环保审批前，不得擅自恢复生产。

125 903-144
青岛胶州市新城市花园附近多

家饭店排放油烟，严重污染环境。
青岛市 油烟

新城市花园小区位于胶州市澳门路北侧，该小区网点共有四家饭店，分别是馥香园菜馆、渔歌饭店、熙
阜楼、秀味亭饭店。其中，馥香园菜馆早已关门歇业，渔歌饭店、熙阜楼、秀味亭饭店3家饭店正常营业。3家饭
店均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及环评审批手续，安装油烟净化设备，烟囱向上排放，油烟排
放口高于建筑物顶部，离最近居民楼25米，油烟排放口设置符合《饮食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标准要求。2017
年9月5日，现场检查3家饭店油烟净化设备正在运行，油烟经厨房引风机至室外专用通道，经油烟净化器处
理后向南排放，排气口没有朝向易受影响的北侧居民楼。3家饭店油烟净化设施末端无排气管道和监测孔
位，不符合环境监测规范。渔歌饭店存在油烟净化设施陈旧的问题，油烟净化处理不彻底。

是 责令改正

1 .胶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将加大新城市花园
上述饭店的监管力度，责令饭店定期对油烟净化
设备清洗，定期监测油烟排放情况，确保污染物
达标排放，为周围居民营造更好的生活环境。2 .渔
歌饭店淘汰原有油烟净化设备，进行了更新。已
于2017年9月8日完成新油烟净化设备安装调试。
3 . 3家饭店分别于2017年9月7日和8日对油烟净化
设施末端进行改造，加装排气管道和监测孔位。
经监测，监测结果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126 903-147

青岛市黄岛区铁山街道刘家大
村村后橡胶厂违法生产；黄岛区滨
海办事处青岛宇振机械有限公司直
排污水。

青岛市 水、其他

1 .信访人反映的橡胶厂名称为青岛诚善如意工贸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从事橡胶外胎项目生产。2017年
9月5日，经现场调查，该公司正在生产，但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违法生产。2 .青岛宇振机械有限公司，2006年3
月工商注册登记，为贸易公司，主要从事橡胶机械配件贸易活动，2017年5月，该企业营业执照因连续4年没
有年报被吊销。该公司无生产车间及加工设备，不产生生产污水。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问责

由区环保分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青岛诚
善如意工贸有限公司依法进行查处，责令该公司
停止生产，补办环保手续，并下达《行政处罚告知
书》，罚款15万元。在此期间，由铁山街道办事处
负责，对该公司实施拉闸断电处理。

通报批评2人

127 903-148
青岛市城阳区河套街道办事处

小涧村附近多家红砖厂违法生产毁
坏农田、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

青岛市 土壤、生态

此件反映内容与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第九批受理编号819-61，第十批受理编号1101，第二十一批受理编
号2638，第二十三批受理编号902-135交办件类似。1 .投诉人反映“红砖厂”涉及城阳区的有两家：青岛市城阳
区俊功新型建材厂（建有地沟窑）、青岛桃源建材有限公司（建有42门轮窑）均已办理环评审批验收手续。
2017年8月20日现场调查核实，两家砖厂已自行停产。截至目前，城阳环保分局会同上马街道办事处已开展
多次现场检查，均未发现恢复生产迹象。经区国土部门通过卫片监测和动态巡查，未发现在城阳区上马街道
区域内有破坏农用地行为。两家砖厂在以往的生产过程中，偶有排放废气、噪声现象。根据《国家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材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指导意见》，地沟
窑属于淘汰类项目，42门轮窑不属于淘汰项目。2 .涉及高新区的有三家：青岛红岛经济区陶粒新型建材厂、
青岛红岛经济区宏福建材厂、青岛市红岛经济区成河大新型建材厂。3家砖厂所在区域用地类属性为采矿用
地。陶粒建材、宏福建材环保、工商手续齐全，正常经营生产，成河大建材目前处于停产状态。经查，陶粒建材
和宏福建材产生含水蒸气的废气，经排气筒集中排放。2017年高新区环保部门对上述企业正常生产时排放
的废气进行了4次监督监测，监测结果显示烟气中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污染物排放浓度均符合《砖瓦
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9月6日对两家企业的生产废气、边界颗粒物和厂界噪声进行监测，监测结
果表明，生产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和边界颗粒物排放浓度符合《砖瓦工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厂界噪声监测值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标准。

是
责令改正、
关停取缔

1 . 9月5日下午对青岛市城阳区俊功新型建材
厂实施断电。上马街道办事处会同区直有关部门
加强日常巡查监管，确保该厂不再恢复生产。将
成河大建材作为“散乱污”企业予以整治，按照

《青岛市2017年环境保护突出问题综合整治攻坚
方案》相关要求，限期进行整改，经整改仍达不到
要求的，2017年9月30日前完成清理取缔。2 .青岛红
岛经济区陶粒新型建材厂、青岛红岛经济区宏福
建材厂页岩砖生产工艺目前不属于国家淘汰类
项目，按照河套街道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调整政
策要求，今后3-5年内将逐步完成河套地区页岩
砖生产企业的转产搬迁工作。3 .责令青岛桃源建
材有限公司、青岛红岛经济区陶粒新型建材厂、
青岛红岛经济区宏福建材厂加强日常环境管理，
严格落实环保审批、验收文件确定的环境管理措
施，建立每日洒水抑尘工作制度并严格落实，最
大限度减少扬尘污染，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128 903-149
青岛市城阳区卓越蔚蓝群岛三

期南侧的垃圾转运站排放刺鼻异味
气体，污染环境。

青岛市 大气、垃圾

卓越蔚蓝群岛小区垃圾转运站位于项目三期工程区域内，日常维护管理由卓越蔚蓝群岛物业公司负
责。垃圾转运站总占地面积260平方米，初建立于2010年，后随入住居民的增多，于2014年扩建，该垃圾转运站
承担整个卓越蔚蓝群岛小区居民生活垃圾的中转。经现场勘查核实，垃圾转运站地面有垃圾清运洒漏污水，
带有刺鼻气味。

是 责令改正

1 .立即安排专人进行清理，截至2017年9月5日
晚18:00垃圾转运站地面污水清理完毕。2 .责令物
业公司缩短垃圾转运时间，做到及运及清，保证
垃圾不积存。3 .规范垃圾清运过程，有效覆盖，保
证无撒漏，保证垃圾站现场及周边卫生干净整
洁。4 .对垃圾站进行合理改造，保证地面及周边没
有污水。5 .对垃圾站底部污水进行定时清理并消
毒，对地面进行定期冲洗。6 .每天早中晚三次，对
垃圾站内部及周边进行喷洒84消毒液，同时配合
其他可行的消杀除味措施，有效缓解垃圾站异味
问题。

129 903-150
青岛市李沧区天水路与世园大

道和汉川路交会处东约200米处的
砂石厂排放粉尘，污染环境。

青岛市 大气
该砂石厂自2016年8月被区政府关停取缔后，一直处于关停状态，原设备被拆卸后存放在原地，现场有

部分砂石堆放，覆盖不严且进出道路及场地未硬化，在风大的天气情况下，存在扬尘污染隐患。
是 责令改正

1 .由世园街道办事处督促上臧社区对该区域
进行平整覆盖，对已覆盖但不完整的区域进行再
覆盖，确保该区域内覆盖完整，已于9月10日完成。
2 .由上臧社区对进出道路进行硬化，已于9月10日
完成。3 .对该区域进行封闭，并安排人员加强巡
查，杜绝污染环境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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