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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污染
区域 类型

扬州市江都市仙女镇新民村的亿鑫表面处理有限 扬州市
公司，
冒白烟、黄烟，
排放刺激性气味气体。
江都区

扬州市江都区武坚镇黄思村河沟组的一家生产古 扬州市
筝支架的小作坊，
甲醇气味扰民。
江都区

扬州市邗江区杨庙镇杨庙村有 5 家养猪场，粪便污 扬州市
染友谊河，
友谊河水黑臭。
邗江区

调查核实情况

（一）现场检查情况 接到该信访交办件后，江都区高度重视，立即责成仙女镇牵头，会同国土、发改、经信、安监、环保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处
理。6 月 26 日，
仙女镇王晓阳会同国土局孔润泽、发改委姜勇、武高荣、经信委许斓、安监局高翔、环保局高斌、顾领等共同赴举报现场调查核实。
现场检查时企业铝氧化自动线正在生产，
按照电镀行业整治要求，
原手工生产线电极等主要设备已拆除，
镀液暂存在镀槽内。废气处理装置正在使
用，
碱喷淋液呈强碱性，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的废气未见白烟、黄烟。但前处理工序使用磷酸和硝酸，
处理槽周边有刺激性气味，
车间外未闻到刺激性
气味。
该企业生产废水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为 1.5M3/h，
本次检查时废水处理设施正在运转，
实际处理 10M3/d。生产废水处
理工艺为：
铝阳极氧化废水-除油-酸碱中和-反应器混凝沉淀-石英砂过滤—50%回用于生产线清洗用水（50%经纳米滤芯过滤后作为冷却塔补充
大气
水），
日补充水量为 2 吨。该企业大门口设置一生活污水排放口，
生活污水经三格式化粪池处理后排放，
日排放量约 1 吨。
（二）监测情况
2018 年 6 月 25 日，江都区环境监测站对扬州亿鑫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废气排气筒和该公司大门处污水排放口进行监测，废气
硫酸雾排放浓度 0.0065㎎/㎥，氮氧化物排放浓度 3.07㎎/㎥，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1996）；公司大门排放口废水污染物因
子监测值：pH8.48、COD18mg/L、氨氮 0.49mg/L、总磷 0.31mg/L、悬浮物 12mg/L，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1996）表 2 第二类污染
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一级标准。

是否
属实

属实

经调查，
举报反映的武坚镇黄思村河沟组生产古筝支架的小作坊气味扰民情况基本属实。
6 月 25 日，江都区委、区政府接到该信访交办件后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研判，责成武坚镇牵头主办，明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安监局、环保局、国土局
协办。当日下午，武坚镇环保办、黄思村主任会同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到现场实地调查核实。该企业处于作业状态，现场未发现喷漆行为，但车间内
有 40 余只前期喷漆加工过的古筝凳，有粉尘无组织扬散，存在生产车间电器线路私拉乱接、生产车间安全通道堵塞、生产车间未设置安全生产警示
标志等安全问题和隐患。
调查发现，2017 年 10 月，家兵乐器业主在自家老宅南侧新建简易钢结构生产厂房 220.24 平方米，地坪 108 平方米，计 328.24 平方米，无用地审
基本
大气 批手续。
属实
6 月 25 日下午，江都区环境监测站在家兵乐器厂南界外及北界外分 2 个时段进行大气采样监测，南界外无组织颗粒物、甲苯浓度分别为：0.1510.189mg/㎥，0-0.0148mg/㎥，苯、乙苯、对二甲苯、间二甲苯、邻二甲苯浓度均未检出；北界外无组织颗粒物、苯、甲苯、乙苯、对二甲苯、间二甲苯、
邻二甲苯浓度分别为：0.302-0.321mg/㎥，0-0.0088mg/㎥，0-0.0544mg/㎥，0-0.0322mg/㎥，0-0.0233mg/㎥，0-0.0589mg/㎥，0-0.0392mg/
㎥，监测结果表明，家兵乐器厂界周围空气中无组织颗粒物、苯、甲苯、乙苯、对二甲苯、间二甲苯、邻二甲苯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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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25 日下午接到信访件后，邗江区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杨庙镇及村工作人员，邗江区环保局、邗江区水利局农村水利科、邗江区农委、
杨庙镇畜牧兽医站工作人员到现场检查。经调查，反映“扬州市邗江区杨庙镇杨庙村有 5 家养猪场，粪便污染友谊河，友谊河水黑臭情况”部分属
实。5 家养猪场均未达到规模化养殖标准，
均建设了化粪池。戴井喜养猪场已完成污染治理，
改造化粪池并投入使用，
干粪进入干粪堆积场，
粪污进
入化粪池，现场无粪污排入陶塘河。刘欢、李桂平养猪场在污染治理改造中临时（6 月 6 日至 6 月 28 日）将粪污排向圈舍后的排涝渠，排涝渠通向友
谊河，目前粪污全部进入化粪池，无粪污排入友谊河。赵中伟养猪场在自家院内养殖，粪污全部进入化粪池，现场无粪污排入友谊河。余加和养猪
场位于自家房屋西侧，粪污全部进入化粪池，现场无粪污排入友谊河。邗江区环境监测站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 14 时 55 分在 418 省道友谊河桥断面
取水样检测，
检测结果为 V 类水；
15 时 15 分在杨庙镇东浮桥断面取水样检测，
检测结果为劣 V 类水。2018 年 1 月，
扬州市河长制工作办公室和扬州
市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了《扬州市河长制
“一河一策”
行动计划（友谊河）》，
行动计划书中分析了友谊河现状。友谊河 2017 年 1~10 月水质
为Ⅲ～劣Ⅴ类，
其中 1~4 月水质达标，
其余时段水质均未达标。根据
“一河一策”
调查走访，
友谊河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点源污染：
调查
共发现排水口门 34 个，
杨庙镇 23 处、新集镇 10 处、刘集镇 1 处，
其中部分为雨污混流口，
主要为生活污水排放、工业废水排放和养殖场污水。2、面源
污染：
农业面源对水环境的污染影响较大，
是友谊河水质不达标影响因素之一。河道沿线多为农业区，
一遇下雨，
农田中的各种农药、化肥及其他营
部分
养物质均通过地表径流进入河道，影响河道水质；河道沿岸存在少量禽类养殖，一遇下雨部分牲畜粪便也会通过雨水汇入河道，影响河道水质。3、
属实
管护问题：
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职责落实不到位，
管理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根据友谊河的现状，
行动计划书中制定了相应对策：
1、对沿线排水口开展调查，列出雨污混流口清单，制定排口整改计划，消除河道管理范围内生活、建筑垃圾违规堆放，扒翻种植，渔网渔簖。由区建
设局牵头，杨庙镇负责实施，时间为 2018-2019 年。2、加强面源污染防治，提高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由农委牵头，杨庙镇负责实施。一方面，
加快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进一步扩大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规模,积极推进污水厂尾水中水回用工作，污水厂尾水深度处理后用于工业、市政
工程、绿化等，优先解决规模较大的规划保留村庄生活污水治理问题，加强新建集中居住点的污水管网和处理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控制和削
减农业面源污染,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调整优化种植结构，推广农业清洁生产技术，全面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开展植保专业化防治，
减少化学氮肥、化学农药施用量，科学布局畜禽养殖场，从源头控制种植业污染。时间为 2018-2020 年。3、加强河道保洁工作，建立河道保洁
专业队伍，并配备打捞船只，定期轮回对河道水面漂浮物、垃圾、生物残体彻底清理，对河道沉积污泥清淤治理。保洁工操作时确保安全，保洁人
员根据河道保洁要求，
达到
“四无”
标准：
无漂浮物、无垃圾、无生物残体、无异味，
环卫站对沿河垃圾及时清运，
并负责接收河道保洁队打捞的各种垃
圾物，将垃圾运至处理所，做到日产日清，由水利局牵头，加强河道巡查，及时发现、制止水事违法案件，确保水系畅通、河道整洁。依法调解水事纠
纷，
对水事违法案件予以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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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收到信访件后，
高邮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高邮市龙虬镇党委、政府分管环保负责人、人武部长徐长山和龙虬镇相关工作人员以及高邮市
环保局执法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
迅速赴现场进行调查核实。
通过现场调查，
调查组认定反映企业无废水处理设施、酸洗废水直排小河不属实；
反映该企业废气、粉尘、噪声扰民问题基本属实。
“扬州运东机电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为：
高邮市运东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运东公司”
），
位于高邮市龙虬镇澄营路 18 号，
主要从事机械零部件生产
加工，主要生产产品为高铁、轻轨零件，主要生产工艺：石蜡熔化—注蜡—上砂—石蜡模具硬化—脱蜡—焙烧—浇注—冷却—切割破模—抛丸—机
加工—成品入库，
企业为常白班生产，
夜间不进行生产加工。
2016 年，依据《关于全面清理环保违法违规项目的通知》
（苏环委办[2015]26 号），运东公司委托环评单位编制了《
“机械配件制造项目”自查评估报
告》，
同年 12 月，
经高邮市清理整改办审核，
同意该项目整改后登记备案，
纳入日常监管。
根据该企业主要生产工艺，
石蜡模具硬化、中频炉浇注冷却等主要生产工序为亏水系统，
需定期补充清洁用水，
生产过程中不产生生产废水，
员工日
扬州高邮市龙虬镇一沟村的扬州运东机电有限公
扬州市 水,噪 常生活污水通过厂区东侧的
“三格化粪池”
处理后回用于农田灌溉；
生产时产生的废气分为锅炉废气和工艺废气，
锅炉废气主要污染物是二氧化硫、 部分
D320000201806240065 司，
无废水处理设施，
酸洗废水直排小河，
粉尘和噪
高邮市 音,大气 氮氧化物、烟尘。工艺废气主要污染物是化蜡、注蜡工端产生的有机废气、硬化工段产生的氨气、浇铸、抛丸、机加工产生的粉尘。
属实
声扰民。
调查组对企业进行了全面检查，对照自查评估报告注明的生产工艺流程、现场逐一核查企业各生产车间。现场检查未发现该企业有产生酸洗废水
的生产工序和项目。巡查企业厂界周边，也未发现企业有废水排入厂区东南侧庄台河的迹象，周边居民在庄台河内散养鸭、鹅等家禽，庄台河水质
感官较差。
现场检查时，企业除石蜡模具硬化、机加工工序正常生产外，其他工序均处于停产状态。抛丸工序自带布袋除尘设施未运行；机加工打磨工序产生
的粉尘等废气配套了集气罩，但未配套废气集中处理设施；石蜡模具硬化工序产生的氨气未采取相应的废气治理措施，车间内气味刺鼻；中频电炉
熔化浇注工序未按要求配套废气收集处理设施。生产环境较差。
6 月 25 日-27 日，高邮市监测站现场对运东公司厂界南侧噪声及无组织粉尘排放情况实施了监测，并对庄台河上、下游河水分别取样 1 份。6 月 25
日企业昼间厂界噪声监督性监测结果：厂界东侧 56.5dB,厂界南侧 52.1dB,厂界西侧 58.1dB,厂界北侧 48.5dB。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
（GB12348-2008）2 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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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
该信访反映问题基本属实。长兴、山郑两村区域夜间有人非法采石不属实，
但月塘镇管辖的其他区域有非法采石活动。
该信访件中
“长兴村和山郑村”
位于仪征市月塘镇西部，
与南京市六合区搭界，
属于丘陵地带，
无雨花石加工点，
无加工点参与非法开采。
自 2017 年“263”专项行动关停砂石矿加工企业以来，月塘镇政府对管辖区域砂石加工企业进行梳理排查，共排查 11 个企业且全部关停，特别是长
兴、山郑两村区域关停 6 个加工点。日常巡查中未发现有加工点恢复生产。6 月 25 日 20:30 至次日 1:00，月塘镇政府组织镇国土、公安、城管等部
门分组分片，对管辖区域采取地毯式突击联合执法检查，并邀请仪征电视台全程跟踪摄像。长兴、山郑两村区域未发现有偷盗非法采石现象；临近
南京市六合区的月塘镇大营村林业组有南京六合团伙非法盗采砂石现象。

基本
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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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市鸿翔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翔建材”
），位于句容市天王镇农林村，主要生产煤矸石砖、页岩砖。2014 年 12 月编制句容市鸿翔新型
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3500 万块煤矸石烧结空心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5 年 2 月通过审批（句环审〔2015〕1 号），2015 年 10 月通过环保竣工验收
（句环字〔2015〕208 号）。
镇江句容市天王镇农林村的鸿翔新型建材有限公
1、鸿翔建材窑炉废气经碱喷淋处理后排放、破碎工段粉尘通过布袋除尘处理后排放。生产过程没有废水产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处理后用于
镇江市
D320000201806240001 司，煤渣、矿渣未覆盖，扬尘污染严重，污水未经处
大气,水 农田灌溉。
句容市
理直接排放。
2、6 月 25 日，句容市环保局会同天王镇政府工作人员进行现场调查。现场检查时，鸿翔建材已停产，正在安装脱硫设施自动加药设备；原料（含煤
渣、矿渣）堆场全覆盖，
生产过程没有废水产生，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处理后用于农田灌溉。
3、鸿翔建材车辆行驶中有少量扬尘。
4、句容市环保局将在鸿翔建材恢复生产后对其废气排放情况进行监测，
根据监测结果做进一步处理。

部分
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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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人反映所称的金刚石工具厂属于机械加工行业，主要从事金刚石工具系列产品加工制造。经调查了解，扬中市八桥镇幸福村和利民村共有金
刚石工具企业 9 家，
其中，
幸福村 4 家（扬中市八桥镇新亚金刚石制品厂、扬中市先锋磨具有限公司、扬中市源海磨具有限公司、镇江丰成特种工具有
限公司），利民村 5 家（扬中市兄弟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扬中市前程金刚石制品厂、扬中市红日磨具有限公司、镇江市华博磨具有限公司、扬中市龙
之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1、6 月 26 日，扬中市八桥镇政府会同扬中市环保局赴现场调查核实。检查时，扬中市八桥镇新亚金刚石制品厂、扬中市兄弟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
扬中市红日磨具有限公司、镇江市华博磨具有限公司、扬中龙之源新能源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全部停产，现场检查未发现有废水排入附近河道及噪
声、油烟污染问题。扬中市八桥镇新亚金刚石制品厂无环保手续，
未配套建设废气处理设施。
2、扬中市兄弟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无环保手续。
3、扬中市红日磨具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7 月编制了环境影响登记表，并经扬中市环保局审批同意。该企业生产时电火花开槽过程中有油烟产生，未
配套建设废气处理设施。
镇江市扬中市八桥镇幸福村和利民村，
有 6-7 家金
镇江市 噪音,大 4、镇江市华博磨具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11 月编制了环境影响登记表，
并经扬中市环保局审批同意，
未配套建设废气处理设施。
D320000201806240003 刚石工具厂，废油排入河道，存在噪音和油烟排放
属实
扬中市 气,土壤 5、扬中市龙之源新能源有限公司无环保手续，
未配套建设废气处理设施。
的污染。
6、检查时，扬中市先锋磨具有限公司正在生产，该公司于 2008 年 11 月编制了环境影响登记表，并经扬中市环保局审批同意。该公司无生产废水产
生和排放，
未配套建设废气处理设施。
7、检查时，
扬中市源海磨具有限公司正在生产，
该公司无生产废水产生和排放。在电火花机开槽过程中有油烟废气产生，
油烟经集气罩收集后直接
外排环境。该公司无环保手续。2018 年 6 月 28 日，
扬中市环境监测人员现场在该公司北侧河塘采集水样，
监测结果显示重金属镍未检出。
8、检查时，镇江丰成特种工具有限公司正在生产，该公司无生产废水产生和排放，在电火花机开槽过程中有油烟废气产生，未配套建设废气处理设
施。目前，
该企业正在安装废气处理设施，
对生产中产生的废气进行有效收集和治理。该公司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
9、扬中市前程金刚石制品厂正在生产，
该公司无生产废水产生和排放，
在电火花机开槽过程中有油烟废气产生，
未配套建设废气处理设施。该公司
于 2008 年 1 月编制了环境影响登记表，
并经扬中市环保局审批同意。
10、扬中市八桥镇金刚石工具加工企业有一定数量，
创办时间比较长，
但大多是一些个体作坊（且多数利用自家住宅或闲置厂房），
经营比较分散，
环
境管理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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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20000201806240042

扬州仪征市月塘镇长兴村和山郑村，
夜间有人非法 扬州市
采石（雨花石）。
仪征市

镇江市京口区象山街道象山花园小区附近的一夜 镇江市
河水体黑臭。
京口区

镇江丹阳市开发区北二环路的柯诺木业有限公司， 镇江市
排放刺鼻气味扰民。
丹阳市

镇江市扬中市三茅街道太平桥向北 50 米的旭阳石
材厂和福成大理石厂，
将大理石边角料填埋在三茅 镇江市
大港（一条景观河）西侧（约几十平方）；
切割污水直 扬中市
排三毛大港，
造成河水浑浊。

镇江市京口区健康路街道古更楼巷 4 号的张献记 镇江市
咸鲜馆，
油烟、噪音扰民。
京口区

生态

水

一夜河所在的象山圩区位于禹山、象山东侧狭长区域，为圩区内的骨干河道，
河道呈东西走向，
西起友谊港，
东至圩区现状江堤东端，
全长 3.32 公里
（其中一夜河西段，
西起象山路，
东至禹象路，
河道全长 0.92 公里；
一夜河东段，
西起禹象路，
东至老江堤，
河道全长 2.4 公里。
）
1、一夜河是 2016 年以来列入国家、省黑臭水体整治项目。2016 年前，
市干道办已通过控源截污、环境整治、清淤疏浚、引水活水、生态修复等多项工
程，完成了对一夜河西段河道的环境综合整治工作；2017 年底，一夜河东段河道完成河道红线内房屋拆除工作，2018 年对 2.4 公里未整治的河道疏
浚拓浚、岸坡整治，
堤防生态化改造。
2、一夜河东段整治工程正在进行河道土方开挖和清淤，已完成清淤 1100 米，抛石 100 米，杉木桩 2200 根，刷坡 1000 米，出土 7.1 万方，计划整个工
程将于 2018 年 10 月底前完成整治任务。
3、京口区河长办针对当前连续高温天气导致一夜河水系水体富营养化严重、绿色浮萍增多、河道水质恶化的实际情况，协调市城市水利管理处、市
排水管理处与区农委（水利局）、区住建局、象山街道等多家单位启动了一夜河水系换水方案试运行机制，
引入金山湖活水、清水，
提升一夜河水质。

大气

1、柯诺（江苏）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柯诺木业”
）位于丹阳市开发区新港路 2 号，
该公司主要从事年产 5 万立方米木质中密度纤维板加工生产。
2、6 月 26 日，丹阳市环保局环境监察人员赴现场调查。现场检查时，柯诺木业中纤板车间在生产，废气处理设施在运行。中纤板生产工艺为：上料
→剥皮→切片→筛分→蒸煮→热磨→调胶→干燥→分选→铺装→热压→横切→冷却→仓储→砂光→锯切→成品。
3、柯诺木业热能炉(树皮、木屑为燃料)废气经过多管除尘器除尘后引入干燥系统（余热烘干）干燥，再经过二套旋风除尘器除尘后通过二根 40 米高
的排气筒排放（主旋风废气处理系统）；锯切工段产生的粉尘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收集的粉尘输送至热能炉焚烧；热磨工
段产生的蒸汽和纤维一般情况下进入主旋风废气处理系统处理，
在蒸汽压力波动或故障状态下由启动旋风器处理，
处理后蒸汽排放外环境，
纤维进
入沉降室（采取了密闭、围挡等措施）。
4、柯诺木业污水处理站无组织废气收集处理装置已于 2018 年 3 月底建成并投入使用。
5、2018 年 5 月 10 日，
丹阳市环保局委托第三方资质检测单位对柯诺木业废气进行了监测，
监测结果显示符合标准。
6、由于木材自身含有的特殊气味，
在气压低、阴雨天气等不利扩散气候条件下，
柯诺木业蒸煮、干燥过程中产生的异味对周边环境仍有影响。

水

属实

基本
属实

1、经核实，
被举报的对象位于扬中市三茅大港西侧，
太平桥北侧，
三沙路边，
新扬社区 1 组。福成大理石加工点全称镇江市福成石材有限公司，
2013
年租赁新扬社区 1 组土地和房屋并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旭阳大理石加工点 2015 年租赁江苏旭阳建设投资集团场地及房屋，无工商营业执照。两
家加工点均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
2、6 月 26 日上午，扬中市三茅街道会同市环保局、市水农局水政执法大队及三茅街道水农站、城管中队、环保办及新扬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到现场进 部分
行了调查。现场情况：
两家大理石加工点沿三茅大港西侧堆放石材边角料；
福成大理石加工点正在生产，
主要生产设备有两台切割机、两台磨边机、 属实
一台拉槽机，
切割废水未经处理，
由厂区排水沟直接排入三茅大港；
旭阳大理石加工点停产（已两年未生产）。
3、经查，
两家石材厂沿三茅大港西侧倾倒石材边角料；
旭阳大理石加工点无营业执照且违法占用三茅大港港坡搭建彩钢棚；
福成大理石加工点切割
废水直排入港。

1、经查，
投诉人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投诉人反映的为
“京口区张献记咸鲜馆”
（店招名：
张献记，
位于位于镇江市南门大街 28 号），
从事餐饮服务。
2、油烟问题
6 月 26 日，
京口区环保局会同健康路街道办、区城管局至现场调处。
“张献记”已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后厨经营时产生的油烟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通过管道排出。调处人员经实地检查发现，该店的油烟管道与风机
大气,
连接处存在漏点，
同时由于该店的厨房是由车库改造而成，
厨房上方与车库间存在缝隙，
导致油烟从缝隙处溢出。现场要求该店立即对缝隙处和漏
噪音
点进行封堵，
并对油烟净化装置及时进行清洗和维护，
以保证装置的正常使用。
3、噪声问题
该处经营时产生的噪声为风机等设备产生。调处人员现场要求该店立即对风机进行维护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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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绿缘膨润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绿缘膨润土”
），
位于句容市天王镇赵巷村，
依据《关于做好句容市环境保护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治工作的
通知》
（句环委办〔2016〕16 号）的要求，
2017 年 8 月，
句容市将绿缘膨润土纳入登记管理。
1、绿缘膨润土有 3 台 5R 雷蒙机设备（型号 4119），
生产厂家为上海冶金设备有限公司，
3 台 5R 雷蒙机均配备了脉冲除尘设备；
有一套烘干设备，
使用
镇江句容市天王镇赵巷村的江苏绿源膨润土有限
大气,
镇江市
生物质颗粒为燃料，
配备脉冲除尘设备，
生产厂家为江苏格律环保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D320000201806240066 公司，
无证生产，
无废水处理设施，
含碱废水未经处
水,噪
句容市
2、6 月 26 日，
句容市环保局会同天王镇政府工作人员进行现场调查。现场检查时，
绿缘膨润土 2018 年 5 月 8 日至今一直处于停产状态，
原料堆场进
理直排水塘，
粉尘污染严重，
噪声扰民。
音,生态
行了覆盖。该公司生产过程无废水产生，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处理。
3、绿缘膨润土厂区地面和道路积尘较多，
物料输送机密闭不全面。
4、句容市环境监测站于 6 月 26 日对绿缘膨润土附近的长北水塘进行了采样监测，
监测数据正在分析中。

问责
情况

处理和整改情况

1、区安监局当场下发《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
责令该企业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7 月 10 日前完成整改。
2、区环保局责令该企业 8 月 31 日前拆除手工线生产所有装置，
并规范处置镀液。
3、区环保局责令该企业改进前处理工序吸风罩，扩大吸风面积、加大吸风量，进一步减少酸雾无组织
挥发量，
此项工作于 8 月 31 日前完成。
4、仙女镇根据《新民工业园环境问题专项整改实施方案》，2019 年 3 月下发亿鑫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关
闭通知；
4－10 月组织实施；
11－12 月确保关闭工作按期完成。

1、江都区环保局责令家兵乐器立即停止生产并拆除８米高的排气筒。
2、武坚镇
“263”
办立即查封家兵乐器生产电源和喷漆房。
3、江都区政府责令武坚镇依照扬州市江都区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制定的《关于全面提
速整治
“小散乱污”
企业的通知》的要求，
对家兵乐器关闭取缔到位，2018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

1、责令刘欢、李桂平立即将临时排放口封闭，将已经排放至沟渠的粪污全部清除。此项整改工作已于
6 月 28 日完成。2、进一步落实“专项整治月”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治理措施，整改限期 6 月底完成，由区
农委牵头，
杨庙镇负责实施。3、根据
“一河一策”
落实整改措施。

1、2018 年 6 月 27 日，高邮市环保局对运东公司“ 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贮存固体废物”
、
“未采取措施
防止排放恶臭气体”两项环境违法行为分别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邮环责改字[2018]
170 号、邮环责改字[2018]171 号），
并依法立案查处。
2、高邮市环保局要求运东公司对存在的环境问题立即实施整改，石蜡模具硬化、中频电炉熔化浇注工
序实施停产整治（《关于高邮市运东机电有限公司环境问题的整改意见》），经环保核查、整改到位后，
停产的工序方可恢复生产。
3、依据无组织排放废气的监督性监测结果、厂区南侧庄台河水质监测结果，高邮市环保局将进一步调
查处理。

1、仪征市政府责成市国土局、公安局立即从严处置。同时要求市国土局对此次破坏点开展评估，落实
生态修复方案，
2018 年 7 月 10 日前组织月塘镇政府完成生态环境修复工作。
目前，月塘镇政府联合执法组发现大营村林业组有南京六合团伙盗采砂石的违法行为，立即扣押施工
的机械车辆（一台挖土机和两辆渣土车）。镇派出所当即传讯 3 名驾驶员进行问询调查。市国土局对
盗采当事人黄金鑫（南京市六合区人）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安排勘测单位，对盗采现场实地勘测，将依
据勘测结果，
计算耕地破坏情况及盗采数量。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2、仪征市政府责成月塘镇政府举一反三，梳理排查管辖区域
“散乱污”企业，特别是砂石矿加工企业及
加工点，要加强日常监管巡查，发现苗头问题及时处理。同时镇政府配合市国土做好修复生态环境工
作。
3、仪征市月塘镇政府将配合市国土、公安等部门加大执法巡查，杜绝砂石矿偷盗采现象；同时按照网
格化环境监管的要求，
加强日常监管巡查，
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

1、鸿翔建材用自备的雾炮车、洒水车、扫地车不间断保洁和洒水控制扬尘。
2、句容市环保局将在鸿翔建材恢复生产后对其废气排放情况进行监测，
根据监测结果做进一步处理。
3、天王镇政府根据网格化监管要求，
加强巡查，
发现问题及时会同相关部门进行处置。

1、目前，
扬中市八桥镇 9 家金刚石工具加工企业处于自行停产或限产状态。
2、扬中市八桥镇与环保局正在督促金刚石工具加工企业按环保要求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
3、扬中市环保局正在对上述 9 家企业下达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
对相关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
案查处。
4、目前，扬中市环保局将根据企业整改恢复生产情况，及时组织开展噪声监测，根据结果做进一步处
理。
5、扬中市八桥镇政府和环保局将对八桥镇金刚石工具加工企业（点）落实整改的情况进行跟踪和后督
查，确保相关问题整改到位。同时，举一反三，对其他金刚石企业进行专项检查，发现环境违法问题，
将依法严肃查处。

1、继续落实换水方案试运行机制，
增强一夜河西段水体流动性，
换水频率原则上一月 2 次，
高温季节每
周 2 次，
其他时间视气温和水质情况确定。
2、组织对一夜河西段相互通联的河道（胜利港、友谊港）进行清淤，
改善局部水系，
2018 年底前完成。
3、加强对一夜河西段的长效管理，督促市排水管理处对一夜河西段水面漂浮物清理，督促象山街道对
沿河两岸垃圾及时进行整治。
4、加快推进一夜河东段整治工程，实现区域性水系互通互联，彻底解决一夜河水系的黑臭现象，2018
年底前完成。

针对现场情况，
丹阳市环保局要求柯诺木业：
1、进一步优化生产工艺，
正常生产时必须保持废气处理设施正常运行，
确保做到废气达标排放。
2、定期维护废气收集处理设施，
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
减少无组织粉尘排放。
丹阳市环保局已安排对柯诺木业有组织废气、厂界无组织废气再次进行监测（计划 2018 年 7 月 15 日
前完成），
根据监测结果做进一步处理。
柯诺木业已聘请了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编制了《柯诺（江苏）木业有限公司环保治理现状调查及
整改方案》，
目前，
正在按照方案实施整改。

1、扬中市水农局水政执法大队要求业主立即清除堆放边角料。
2、扬中市环保局要求福成大理石立即停产，并针对其切割废水直排三茅大港等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
查处。
3、扬中市三茅街道要求新扬社区 1 组、江苏旭阳集团提前解除与旭阳大理石加工点的租赁协议并协助
做好整改工作。
4、扬中市三茅街道新扬社区已要求业主停业整顿，并安排专人加强日常巡查，督促业主落实相关
要求。
5、目前，两家石材加工点已停产。扬中市三茅街道将会同环保、水农等部门对照
“散乱污”整治工作要
求，
积极落实整治措施。

属实

1、6 月 27 日，京口区环保局对“张献记”整改情况现场检查，
“张献记”已完成缝隙和漏点的封堵，更换
了风机。现场经检测厂界噪声达到排放标准。
2、京口区环保局要求
“张献记”加强对油烟净化装置的维护，及时清洗油烟净化装置，发现问题及时处
理。

部分
属实

1、句容市环保局要求绿缘膨润土于 2018 年 7 月 15 日前制定措施，
进一步控制厂区地面和道路扬尘现
象，
对原料堆场完全覆盖，
对输送机进行全密闭改造。整治任务计划 2018 年 8 月 15 日完成。
2、句容市环保局根据监测结果做进一步处理。
3、2018 年 6 月 26 日，句容市环保局对绿缘膨润土下达整改通知书，要求该公司立即进行整改，整改工
作未完成前，
不得恢复生产。
4、天王镇政府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加强巡查，发现问题及时会同相关部门进行处置，并督促绿缘膨润
土按时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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