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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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903-221
淄博市博山区白塔镇南万山村，淄博

比特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夜间违法生产，

向地下直排污水，污染环境。

淄博市 水

1 .淄博比特汽车配件有限公司2013年6月11日办理了年产500吨汽车冲压件生产项目审批，于同年10月17

日办理项目竣工验收。后因需增加脱脂工艺，2014年8月14日取得了博山区环保分局的审批，但至今未办理

竣工验收。2 .该企业白天正常生产、夜间未生产。经调取该企业厂区监控，未发现该企业夜间生产情形。3 .该

企业电泳漆工序中的冲洗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用于厂

区绿化。但其软化水的反冲洗水（经第三方检测符合国家政策标准）未按要求集中收集，经下水道外排至池

塘，存在直排污水现象。

是
停产整治、

立案处罚

1 .责令该企业停产整改，并对其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

同时，责令该企业在通过环评验收前不得恢复生产。2 .责令该

企业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各项要求，规范使用

各项环保设备，对产生的反冲洗水集中收集至绿化用水储存池

用于绿化。3 .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强化日常监管，严

肃查处环境污染行为和问题，确保辖区内企业污水、噪声等达

标排放，最大限度减少对周围环境的污染。

174 903-222
淄博市张店区城中小区，西二路东侧

附近有一花市，占道经营，噪声扰民，垃圾

遍地，污水随意乱排。

淄博市

水、

噪声、

垃圾

1 .该地点位于西二路以东，城中小区内环路上，原为城中花鸟市场，于上半年将花市整体搬入福邸装饰

材料广场院内。2 .个别业户存在店外占道经营和噪音扰民现象。3 .经现场检查，不存在垃圾遍地，污水随意乱

排的情况。

是 责令改正

1 .责令占道经营、噪声扰民的业户于9月6日完成整改，现

已整改到位。2 .责成张店区城管局及和平街道办事处加强巡

查，确保市容市貌整洁有序，杜绝占道经营、噪音扰民。

175 903-223

淄博市南定镇山铝物业管理部南面

宿舍住宅区附近有一印刷厂，无相关手续

非法经营，噪声严重，废水乱排，并散发有

毒刺激性气体。

淄博市

大气、

噪声、水、

其他

淄博飞呈印务有限公司有两台复印机、两台切纸机，主要经营复印、纸张切割，无印刷工序，有营业执

照，无环保备案手续。现场处于停业状态，作业过程中无废气、废水排放，未发现明显噪声源。
是 停产整治

1 .责令淄博飞呈印务有限公司停业整治，办理环评备案，

经环保部门验收后方可恢复营业。.责成南定镇政府加强日常

巡查，督促该公司严格落实环保要求，规范经营。

176 903-224
淄博市博山区人民路金誉炸肉快餐

店，私自铺设污水管道，将污水直排入大

辛小区14-15号楼的化粪池里。

淄博市 水

1 .食珍蚨餐饮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正式营业，所用房屋为沿街商业房，有营业执照、环评手续、餐饮登

记证、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食品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等相关手续。2 .该公司污水通过原房屋配套的排污管

道，直排入大辛小区14-15号楼的化粪池，城西街道办事处已就此问题多次督促其改造污水管道，今年5月，

该店对污水管道进行改造，污水经过两个独立沉淀池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餐厨废弃物现由启迪桑德环境

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专门回收。

是 责令改正

1 .责令加强污水管道、沉淀池日常维护工作，严格按照餐

厨废弃物协议内容，规范处置有关废弃物。2 .责成有关部门持

续加大巡查力度，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依法查处发现的类似环

保违法行为。

177 903-226

淄博市临淄区及淄川区相关企业从

事高温融化塑料颗粒，排放有毒有害气体

及污水，没有手续，非法生产。企业包括：

山东红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淄川高新

区）、淄博市淄川鲁顺塑料编织厂（淄川区

立交桥西800米）、淄博广川工贸有限公司
(临淄区辛店街道)、淄博市临淄亿誉达塑

料厂（临淄区辛店街道）、淄博亚鲁化工有

限公司（临淄区东风站南89号）、淄博市临

淄光永实业有限公司（临淄区大武路120

号）、淄博润诺工贸有限公司（临淄区牛山

路16号）、淄博联耘塑料有限公司（临淄区

一化北路2号）、临淄区皇城镇老房家粮管

所斜对面有一家。

淄博市
大气、水、

其他

1 .山东红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院内淄博鼎鸿塑编有限公司塑料编织袋项目存在高温融化塑料颗粒工序。

该项目办理了环评手续，并通过环保部门验收。安装有油烟净化器、UC光解净化器等废气处理设施；生产过程

无废水产生，生活污水进入城市污水管网。2 .淄博市淄川鲁顺塑料编织厂生产挤出拉丝机组工序存在高温融

化塑料颗粒环节。该企业生产中，高温融化塑料颗粒环节和印刷工序会产生部分有机废气，目前正在安装废气

吸收处理装置；生产中无废水，拉丝设备降温用水循环使用，不外排。2017年8月14日，淄川区环保分局对该企业

审批，该企业正处于停产整治中。3 .淄博广川工贸有限公司因该企业未办理相关手续，已于2017年6月在“散乱

污”企业整治工作中被关停取缔。4 .淄博市临淄亿誉达塑料厂环保手续齐全，因企业产生VOC及异味的热熔工

序投入资金较大，企业已于2017年7月自行将热熔工序拆除。5 .淄博亚鲁化工有限公司，实名为淄博市临淄亚鲁

塑料编织厂，于2006年12月注销。现在该地址的企业为山东武峰科润塑胶有限公司，建有年产500吨塑料编织袋

项目，环保手续齐全，自2017年3月以来处于停产状态，因“引黄工程”规划占用公司土地，公司正计划拆除。6 .淄

博市临淄光永实业有限公司，今年4月份新建厂列入“散乱污”限期完善类，现正在完善手续，处于停产状态。7 .

淄博润诺工贸有限公司因无环保手续，被列入限期完善类企业。4月份以来，一直处于停产补办手续的状态。因

公司所在地规划建设农贸市场，企业正在拆除。预计于9月20日拆除完毕。8 .淄博联耘塑料有限公司实为淄博联

耘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环保手续齐全，因企业负责人家庭原因2017年4月以来一直处于停产状态。9 . 2017年3月2

日皇城镇安环站在巡查中，发现皇城镇老房家粮所斜对面院内有一家从事塑编生产的小企业，于2017年4月12

日按照“两断三清”标准对其进行了取缔，现该院落处于闲置状态。

是

停产整治、

关停取缔、

责令改正

1 .责令淄博鼎鸿塑编有限公司严格按环保审批要求进行

项目建设。2 .责令淄博市淄川鲁顺塑料编织厂严格按照环评审

批要求，完善废气吸收设施，经过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3 .

对列入“散乱污”企业关停取缔名单中的，责令企业严格按照

“散乱污”企业整治标准，切实做到“两断三清”。治理提升类企

业整改完成后，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责令各镇、街

道加强对闲散院落的巡查、监管力度，杜绝非法生产行为。

178 903-226

潍坊市青州市邵庄工业园有三家企

业，排放有毒有害气体及污水，没有手续，

非法生产。企业均由淄博市搬迁而来，企

业包括：淄博荣跃塑料制品厂、临淄华鑫

工贸有限公司、临淄万瑞包装制品有限公

司。

潍坊市
大气、水、

其他

经查询工商登记系统，淄博荣跃塑料制品厂，注册地是淄博市临淄区金山镇南杨村，法人闫某甲。临淄

华鑫工贸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57号，法人闫某乙。临淄万瑞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注册地

是淄博市临淄区辛店寨子村南，法人闫某乙。以上三家企业均不在青州市辖区范围内，其相关负责人从未与

青州市联系落户事项，也未注册企业。经过详细排查，未发现淄博企业私自搬迁落户青州市从事生产经营的

行为。

否

179 903-227
淄博市周村区梅家河工业园区，山东

天强建材有限公司，超出环评报告范围非

法生产，产生刺鼻气体，扬尘严重。

淄博市
大气、

扬尘

山东天强建材有限公司已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建设项目登记备案证明》《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申请表》和验收意见等手续。但替换下的1台自动斜插机（未使用）和1台新增的裁网机未在环评

手续内，生产工艺未发生变化。生产过程中有少量刺鼻气味和微量扬尘产生，未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是
责令改正、

停产整治

1 .对超出环评报告范围的1台裁网机和1台替换下的自动

斜插机进行查封，并责令限期完善环评手续。2 .责令其安装异

味吸收装置，对微量扬尘采取降尘措施，验收合格后方可生产。

180 903-228
青岛市市南区金田路68号东侧50米

处的垃圾桶，散发刺鼻气味。
青岛市 大气 经核查，桶内垃圾为周边居民和商铺投放，正值夏季垃圾易产生异味。 是 其他

2017年9月6日，市南环卫公司冲刷了该处垃圾桶桶体和路

面，进行了深度保洁。区城管局加大对此处的监督检查力度，增

加收运频次，定期冲刷垃圾桶及周边路面，保持周边环境整洁。

181 904-01
济南市历下区西蒋峪公租房住宅区

西侧800米的山坡位置有建筑渣土和生活

垃圾堆积，散发异味，污染环境。

济南市
垃圾、

大气

龙洞街道办事处及区城管局的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经现场确认，龙洞街道办事处西蒋峪村四个峪

沟的建筑渣土位于龙洞街道办事处西蒋峪村原址南侧、西侧，现场存在建筑渣土堆,渣土量约60万立方米，为

西江华府、西蒋峪公租房工程施工单位建筑渣土暂时存放点，此部分区域已种植树木。现场查看未发现生活

垃圾，无异味；经走访周边群众，渣土堆下存在少量施工人员产生生活垃圾，已清运完毕。

是 其他

1 .根据《龙洞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和《济南龙洞片区、雪

山、葫芦顶、野峪顶山体公园建设项目设计方案》，济南市林业

城乡绿化局已开始对该地块渣土西蒋峪及周边山体全部进行

山体公园建设和绿化提升改造。一期工程山体道路于2017年7

月开工，10月底完工；二期绿化设计，已由中标单位济南市园林

规划设计研究院设计完成整体绿化方案；三期绿化施工招标即

将开始，确定施工单位后，即刻进场施工，施工渣土就地绿化。
2 .根据2017年9月7日《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历下区龙洞片区渣土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历下政办发
[2017]39号），由济南市城市投资集团和济南市林业城乡绿化局

履行渣土清理和绿化主体责任，2018年12月31日完成绿化工作。

龙洞街道办事处和区渣土办全过程履行好监管职责。

182 904-02

济南市长清区张夏镇石店村王某某

在村内私设黑机械加工作坊，废弃油污随

意排放到下水道，机械加工时有刺耳噪

声。

济南市
固废、

噪声

济南市长清区述利机械配件厂从事机车闸调器的清洗及配件加工，有环保审批手续（济长登记表[2012]

031号），验收备案登记（济长环建验备370113201706号）。该公司主要加工设备有三台机床，一台锻压机，一台

锯床。用煤油作为闸调器的除锈剂，将闸调器放入盛有煤油的容器中用铁刷清刷铁锈，除锈完成后将煤油及

锈渣全部倒回原桶存放，沉淀后煤油重复使用，锈渣沉淀在桶内。现场检查时正在生产，无废弃油污排入下

水道的现象，现场仓库内有8个专门盛放煤油及锈渣的铁桶。该公司夜间不生产，经现场监测，厂界噪声56 . 1

分贝，符合《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是 其他

长清区环保局责令该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规定贮存、处置废弃锈渣，不得随意倾

倒。

183 904-04
济南市天桥区黄屯小区4区14号楼

“四级翡翠火锅店”油烟扰民，污水倾倒在

店门口道路上。

济南市 水、油烟

1 .四级翡翠火锅店实为四季锦萃火锅店。2 . 2017年8月13日，因该店在居民楼下，选址不符合环评要求，

无影山街道办事处向其下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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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

四季锦萃火锅店停业至今。3 .现场检查未发现污水倾倒现象，周边道路保洁良好，有保洁员日常巡回作业。

是 关停取缔

1 . 9月5日，天桥区城管执法局责令该店拆除店外牌匾。目

前，该店内经营设备已搬离。2 .无影山街道办事处将加大巡查

监管和环卫保洁力度，保持周边环境卫生良好。

184 904-05
济南市天桥区胜利庄路19号院（山东

煤监局北院家属及社区养老院）大门口北

侧有人饲养山羊，粪便散发异味扰民。

济南市 大气 现场检查发现该处居民违规饲养了一只白底黄花山羊，粪便清理不及时，造成异味扰民。 是 责令改正

9月5日，堤口路街道办事处责令该户居民将山羊进行了处

理，对该处卫生进行了清洁，对路面进行了冲刷。下一步，堤口

路街道办事处将加强巡查监管，杜绝在居民区内饲养畜禽现

象。

185 904-06
济南市家禽研究所养鸡场距离居民

区过近，异味扰民，要求搬迁。
济南市 大气

转办件反映的“济南市家禽研究所”为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山东省无特定病原鸡研究中心），
1978年建成，属省农科院下属二级单位，承担国家和省部级重点课题，主要进行家禽科研育种。该所养殖区

内建有9栋家禽养殖所（1栋尚未启用），配建1座处粪设施。随着城市发展，多个居民小区在此聚集，产生的异

味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一定影响。因该研究所是省畜牧局指定种苗保有单位，有科研指标，2017年8月，天桥

区与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协商，确定了该所养殖区搬迁事宜。8月15日，该所科研用种鸡全部转移；8月29日，8

栋养殖设施全部拆除完毕。目前，正在对原养殖区进行打扫清理。

是 责令改正

9月5日，天桥区农发局、环保局、堤口路街道办事处责成该

研究所加强养殖区管理，定时洒水降尘、消毒降味，避免异味扰

民。该研究所闲置设施正在按照国有资产处置程序处置。

186 904-08
济南市历城区董家镇曹家庄村书记

李某友、副书记李某强、村主任李某明违

建2层楼车间钢结构，占用了50余亩耕地。

济南市 土壤

1 . 1998年曹家庄村支部书记李某某非法占用董家街道曹家庄村耕地2 . 92亩建厂房，历城区政府责成济

南市国土资源局历城分局对非法占地行为下达了济国土罚字[2004]第108号，罚款1 . 7429万元。2 . 2008年副书

记非法占用董家街道曹家庄村耕地1 . 57亩建房屋，历城区政府责成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历城分局对非法占地

行为下达了济国土罚字（2009)第284号，罚款3 . 1350万元。3 . 2006年村主任非法占用董家街道曹家庄村耕地
13 . 6亩，建厂房，历城区政府责成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历城分局对非法占地行为下达了济国土罚字（2008）第
2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22 . 7475万元。

是
责令改正、

约谈、问责

1 .历城区政府责成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历城分局、董家街道

办事处已将3人违章建筑物列入第四期拆违拆临台账，按时间

节点10月31日前予以拆除。2 .对1名相关责任人进行了约谈。

党内警告1人

187 904-09
济南市长清区张夏镇东野老村村北

农田中有一家生猪养殖场占用农田，无任

何手续，外排刺鼻气味，污水乱排。

济南市
土壤、

大气、水

经现场核查，该养殖户为东野老村村民刘某某，2013年4月租用本村村民刘某某的林地约0 . 5亩用于生猪

养殖。其养殖行为属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属于设施农用地。据调查，2013年4月刘某某租用约半亩林地用来养

猪，现存栏生猪70余头，位于限养区内，无任何手续，属一般养殖户，有简单的粪污贮存场所。现场调查时，因

正在修建污水处理池，故有少量污水排到养殖区南侧杨树林内用于浇树。

是 责令改正

1 .张夏街道办事处及区畜牧局责令养殖户刘某某于9月7

日前按“三防”标准要求改造提升粪污处理设施，9月7日该养殖

户已按要求整改完成。2 .张夏街道办事处及区畜牧局责令其限

制饲养规模，购买除臭剂，减少气味散发。3 .区政府责成张夏街

道办事处、区畜牧局、区国土分局按照各自职责加强监管，确保

整改措施到位。

188 904-10

前期反映“济南市历下区山师东路4-

2号隔壁，品阁服饰店高音喇叭扰民”的问

题（受理编号830-38），举报人对公示的处

理结果不满意，当地居委会与城管部门仅

通知该服饰店暂时停业规避检查。

济南市 噪声

8月31日，相关责任部门到现场核查情况后，责令该服饰店将店内音响设备全部拆除，以后不再使用该

类设备进行宣传招揽生意及播放音乐，并未责令其停业。9月1日再次到现场落实情况时，该店已将所有音响

设备拆除。9月5日，经再次现场察看，该服饰店目前正在正常营业，不存在暂时停业规避检查的情况；且店内

音响设备拆除后未再安装，也未播放音乐及宣传口号，现场无明显噪音。

否

189 904-100
威海市乳山市冯家镇南汉村姜某某

勾结村支书非法在河道里挖砂洗砂，破坏

生态环境。

威海市 生态

1 .举报反映的自然人姜某某以村内平塘施工名义在黄垒河冯家镇南汉村段实施采砂行为。合同期满

后，姜某某继续采砂行为。2015年6月3日，乳山市砂资源管理办公室对当时在冯家镇南汉村存砂进行了测

量。当时存砂量为14148 . 8立方米，砂资源办公室按照11元/立方米的标准，收取了155637元砂资源管理费。其

后，因非法盗采，乳山市砂资源管理办公室分别于2016年5月1日、7月14日，按照5万元的标准，对该砂场进行

了2次行政处罚，累计罚款10万元。目前，该砂场仅留有洗砂设备和看护房，因全市河砂资源禁运，其盗采经

营行为已停止。2 .通过现场问询，姜某某表示该砂场由其独立经营，未与他人合资合作。且镇政府反映，姜某

某与南汉村村支书姜某某存在矛盾，不可能勾结一起挖沙。3 .该砂场在黄垒河冯家镇南汉村村南河道内有

弃料行为，其行为对河道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害。

是
责令改正、

关停取缔

1 .立即落实“两断三清”措施，杜绝该砂场再从事任何盗采

经营行为。2 .责成砂场业主负责，自9月6日开始，拆除洗砂设

备、平复河道内弃料平复、恢复河道原状，已于9月7日完成设备

拆除，9月10日完成弃料平复。3 .继续加大全市砂资源管理工作

力度，对全市现有砂堆方量进行测定，对不按规定开采运输的

依法处理，同时强化日常巡查和网格监管，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杜绝因采砂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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