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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四环保督察组向我省移交第二十批信访问题线索办理情况
第二十批
序
号

1

2

3

受理编号

D320000201806240004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污染
区域 类型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上坊社区的上坊桃园报废
汽车拆解厂，将拆解的废弃物部分在厂内焚烧，部 南京市
分在厂区周边低洼处掩埋；
非法处置废电瓶和废机 江宁区
油。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的南河水体黑臭；
友谊 南京市
D320000201806240008 桥公交站附近的小区污水直排南河；
西善桥北路沿 雨花台
街商铺的污水直排雨水管网。
区

D320000201806240009

南京市建邺区兴隆街道乐山路的莱蒙水榭春天花 南京市
园小区门面房有十几家餐饮店，
油烟、噪声扰民。 建邺区

土壤

水

大气,
噪音

4

D320000201806240013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通淮街上渣土车、公交车、 南京市
大货车等较多，
噪声扰民。
江宁区

噪音

5

南京市玄武区龟山公园内 5 月 13 日夜间搭建了一
南京市
D320000201806240020 个基站，距离湘溪月园小区和金陵家天下小区很
玄武区
近，
担心有辐射污染，
投诉人质疑该基站没有环评。

辐射

6

南京市秦淮区双塘街道土城头的华兴深蓝 4S 店，
南京市
D320000201806240024 存在以下问题：1、烤漆气味扰民；2、废机油和废电
秦淮区
瓶未采取
“三防”
措施随意堆放，
危废去向不明。

7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的殷巷菜场，
露天大排档油 南京市
D320000201806240025
烟扰民。
江宁区

8

9

10

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宁六路 523 号的俊邦物流 南京市
D320000201806240029 有限公司四号仓库，
有人收购沥青原料，
异味刺鼻， 江北新
主要是中午和晚上经营。
区

D320000201806240031

D320000201806240039

南京市六合区程桥街道西部干线的苏盛农资厂（生 南京市
产肥料），
废气异味重，
夜间存在噪声污染。
六合区

大气,
土壤

大气

大气

大气,
噪音

南京市栖霞路西岗街道步青路西港创业一条街里 南京市
大气,水
面的大排档，
油烟污染重，
污水直接向地面排放。 栖霞区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举报人反映的上坊桃园报废汽车拆解厂为南京市江宁区物资集团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位于东山街道上坊社区桃园村，
该公司自 2008 年搬迁至此营
业，
主要从事汽车报废处置业务，
现属南京江宁商务商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直属企业南京江宁商贸有限公司子公司。
该公司占地面积共约 17 亩，共三处场所，主拆解场所面积 14 亩，待报废车辆存放处约 1 亩，报废车辆已拆解为废钢存放处约 2 亩。2008 年营业至
今，年拆解车辆从 100 余辆增至目前约 1000 余辆。该公司危险废物主要有废机油和废铅酸蓄电池，废机油 2015 年 1 月 6 日起与南京孝武润滑油添
加剂经营部签订回收处置协议，
废铅酸蓄电池 2015 年 1 月 6 日起与南京江源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签订回收处置协议。该公司建有两个危废暂存
库，目前已在江苏省危险废物动态管理系统中按月申报，2018 年 4 月 13 日转移了废机油 1 吨、蓄电池 7 吨。该公司生产至今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
未执行环保
“三同时”
制度。
调查核实情况
属实
接到交办件后，2018 年 6 月 25 日下午 14：00，东山街道办事处主任陈炳晖、副主任丁玲带领街道环保所、上坊社区，会同区商贸集团、区环保局工作
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调查。经查，该公司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未规范设置废机油及固废处置流程，废机油储存库存在跑冒滴漏现象，现场环境脏乱
差。
公司厂区西南角低洼处堆放有大量报废车辆及零部件，
现场查看并未掩埋。厂区内也未发现焚烧废弃物现象。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1、该公司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
未执行环保
“三同时”
制度，
擅自投产使用。
2、废机油及固废处置不规范，
废机油储存库存在跑冒滴漏现象，
现场环境脏乱差。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2002 年南京市区划调整后，南河成为雨花台区、建邺区的一条界河，全长约 9.3 公里，西侧为建邺区，东侧为雨花台区。其中从莲花闸至油坊绕城高
架段的右岸属于西善桥街道，长 3.2 公里，是西善桥北路片区主要行洪通道，具有防洪、行洪和调水功能。南河目前属市管河道，河道管养工作由市
水务局秦淮河管理处具体负责。
南河综合整治工程已列入 2018-2019 年全市重点民生项目，
以实现Ⅳ类水为水质改善目标，
以将南河建设成为一条清澈的河、生态的河、美丽的河、
创新的河为总体建设目标，由市水务局立项，前期可研设计均由市水务局牵头，秦淮河管理处具体负责，工程施工阶段由建邺区、雨花台区分别负
责。主要建设内容有水环境治理、防洪排涝、滨水空间提升等，
其中包含西善桥北路片区排入南河排口整治，
主要是通过建设截污设施、铺设截污管
方式收集污水，
送入 205 国道污水主管。项目立项金额为 59800 万元，
其中雨花台区预计投资 37033.01 万元，
已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完成工程
可研批复，2018 年 2 月 13 日发布招标公告（监理两个标段和施工三个标段），3 月 7 日正式开标产生施工、监理单位。目前正在建设施工中，约已完
成总工程量的 16%，
预计 2019 年底前全部完成。
属实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6 月 25 日 14 时，
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综合行政检查执法大队负责人叶松霖、农业科相关负责人林凯生，
对南河沿线进行了调查。当
日 16 时，
雨花台区城管局分管领导王惠强与环卫科负责人陈家源前往现场调查，
未发现河道内有生活垃圾倾倒问题（周边商铺生活垃圾由润雨公司
负责收集清运至垃圾中转站，
周边小区生活垃圾直接送至垃圾中转站）。
6 月 26 日 10 时 30 分，
雨花台区协调联络组常务副组长、副区长陆一带领区环保局、水务局、城管局、西善桥街道相关负责人，
以及建设施工单位等相
关人员到现场进行实地调查，
现场办公协调落实。6 月 26 日上午，
建邺区城管（水务）局也派人到现场开展调查。
目前，
南河综合整治项目处于施工建设中，
西善桥北路沿线居民小区、商铺还未实施雨污分流，
存在污水通过管道直接下河现象，
该段南河河面有黑
苔等漂浮物，
水体感观差，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因西善桥北路沿线居民小区、商铺暂未实施雨污分流，
存在污水通过管道直接下河现象。该段南河河面有黑苔等漂浮物，
水体感观差。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莱蒙水榭春天花园小区，
位于南京市建邺区月安街 36 号，
共建有 9 栋住宅楼，
住户 1204 户，
居住人口约 2600 人。
该小区有临街门面房，
从事餐饮服务的经营店共有 18 家。分别为
“化隆牛肉面”
（南京市建邺区优素夫面馆）、
“糊世刺身”
（南京市建邺区东琛楠杨餐
饮店）、
“邓家手擀面”
（南京捷凯餐饮有限公司）、
“小胖子功夫龙虾”
（南京德味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蛙蛙叫”
（南京市建邺区蛙小胖餐饮店）、
“张
记宅菜”
（南京市建邺区张春然小吃店）、
“尊宝披萨”
（南京市建邺区张雪亮小吃店）、
“欣欣烧烤海鲜”
（南京市建邺区陈欣餐饮店）、
“南有嘉鱼”
（南京
市建邺区南有嘉渝餐饮店）、
“南贵坊”
（南京市建邺区代辰旭餐饮店）、
“美满吉”
（南京市建邺区美满吉餐饮店）、
“椒串连连”
（南京醉蓉燚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
“椒叔”
（南京时禾岁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乐山路分公司）、
“怪味龙虾私房菜”
（南京市建邺区徐四怪餐饮店）、
“德炒饭”
（南京市建邺区德丽
锐餐饮店）、
“月为灯精品烤鸭舌”
（南京市建邺区欣连心餐饮店）、
“恒信”
（南京市建邺区七代同糖餐饮店）、
“57 分贝”
（南京市建邺区伍柒分贝餐饮
店）。
调查核实情况
收到交办件后，建邺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安排相关单位核查处理。6 月 25 日，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曹康等对该处餐饮店证照和经营
属实
情况进行现场调查；
区环保局屈森虎等会同兴隆街道工作人员周旭等对举报人反映的问题进行现场核实，
并开展监测工作。
经核查，以上 18 家餐饮店证照齐全，均已按照要求安装有油烟净化器以及污水预处理设施，且正常使用，但“张记宅菜”
、
“美满吉”
、
“怪味龙虾私房
菜”
3 家餐饮店未及时清洗油烟净化器，
致使油烟净化效率降低，
影响周边环境。
18 家餐饮店中，
“化隆牛肉面”
、
“糊世刺身”
、
“邓家手擀面”
、
“57 分贝”4 家餐饮店油烟净化设施以及风机设备均在室内；
“恒信”的风机设备在室内，
油烟净化设施安装在商铺平台上；
其它 13 家餐饮店的油烟净化设施及风机设备均安装在商铺平台上。前期区环保局和兴隆街道在处理群众反映该
处餐饮店风机设备噪声扰民的问题时，已督促产生噪声较大的餐饮店采取了安装隔声房等降噪设施。6 月 25 日，区环保局在商铺临近小区住宅 1
幢、3 幢、5 幢、7 幢的噪声敏感点位置分别对该处餐饮店昼间和夜间噪声排放进行监测，
结果符合规定。
经调查，
举报人反映的问题属实。
存在问题
1、
“张记宅菜”
、
“美满吉”
、
“怪味龙虾私房菜”
3 家餐饮店未及时清洗油烟净化器，
致使油烟净化效率降低，
影响周边环境。
2、餐饮店风机设备出现故障时，
会存在噪声扰民的情况。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举报人反映的通淮街南至高湖路，北至秦淮路，全长约 3 公里，非主干道。经过通淮街的公交线路有 7 条，共设置 8 个车站。该道路两侧主要为企事
业单位、小区、学校，
道路东侧设有小型泊车位，
并设有禁止货车通行及禁止鸣笛交通指示标识。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
2018 年 6 月 26 日，
江宁开发区城管局副局长杨军、江宁区城管局秦弘及江宁开发区交警中队姚善桥队长共同前往现场调查。经查，
属实
通淮街全线两个路口设有 2 块货车禁行标识(禁行时间为 7:00-22:00)，同时全线设有 4 块禁鸣标识。检查期间未发现渣土车、大型货车通行，来往
公交车正常通行。经交警部门核实，
未审批过渣土运输车辆在该道路通行。
该道路公交车、私家车通行时存在一定噪声，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通淮街虽然设有禁止货车通行及禁止鸣笛交通指示标识，
但是来往车辆的交通噪声仍对周边居民产生一定的影响。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举报所称基站为移动通信塔，
位于玄武区龟山公园内，
建设单位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塔高约 30 米，
现场发现在发射天线
主瓣 30m 范围内无敏感点。塔基离栖霞区香溪月园小区最近住宅楼（8 幢-5 号（别墅三层）
）约 72 米，
金陵家天下小区在基站北侧数百米以外（在基
站塔基处不可见）。2018 年 6 月 7 日，中国移动南京分公司已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管理办法》对该基站进行了网上备案，备案号为
201832011300000224。
调查核实情况
6 月 25 日下午 15 时，玄武区环保局钱厚宁等会同南京市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管理中心主任庄振明、玄武湖街道等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检查和辐射监
测。
不属实
1、6 月 25 日下午，南京市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管理中心对栖霞区金陵家天下、香溪月园小区进行了现场勘察，选择了基站发射塔附近香溪月园小区 8
幢-5 号住宅楼连线上 2 个点位（距离塔基 30 米处，香溪月园住宅小区 8 幢-5 号住宅楼入口处）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分别为综合电场强度 0.30V/
m、0.82V/m，
监测结果显示综合电场强度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公众曝露控制限值不超过 12V/m 的要求。举报人担心有辐射
污染情况不属实。
2、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修订版 环保部令 44 号），
从 2017 年 9 月 1 日起，
建设项目无线通信类的环评类别由环境影响报告
表改为环境影响登记表。2018 年 6 月 7 日，中国移动南京分公司已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管理办法》对该基站进行了备案，备案号为
201832011300000224。举报人质疑该基站没有环评的问题不属实。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举报人反映的南京市秦淮区双塘街道土城头华兴深蓝 4S 店实为江苏华兴深蓝汽车有限公司，
位于秦淮区明匙路 100 号，
法定代表人曹铁三，
注册资
本 2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7140868895。主要是汽车及零部件的销售和售后服务等，
该项目已通过环评审批及验收。该 4S 店有 2
套烤漆房，均安装活性炭、吸附棉废气处理设施，同时在楼顶又加装了 VOC 处理装置，2016 年和 2017 年均委托了南京迪天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进行
了废气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达标。2018 年 6 月已委托南京迪天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进行了废气检测，
目前在等待检测结果。该 4S 店产生的废机油有
专门的存放点（在室内），
设有危险废物标识，
有防渗漏措施，
并与南京润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签订了回收合同，
经区环保局固废科核查，
废机油转移
无异常。其他的危废与孝武润滑油经营部签订了回收合同。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
秦淮区政府高度重视，
立即责成红花街道牵头主办，
区环保局协办。6 月 25 日 13:30，
红花街道纪宏平副主任带队，
街道执法中队、区
部分
环保局工作人员参加，赶赴现场进行联合调查处理。当日 16:30，秦淮区常委、副区长程军带领区环保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城管局等单位领导现场
属实
督查该店整改落实情况，
并要求对整改不到位的问题尽快整改落实。
执法人员检查中发现废旧电瓶储存场所有废旧电瓶约 30 只，虽张贴了危险标识，但储存场所不规范，现场未发现有防渗漏措施，存在与其它杂物混
放的现象。售后经理称，
由于大部分客户要求带走废旧电瓶，
库存的电瓶数量是几年累积的，
每年更换的电瓶数量很少所以一直未转移过。执法人
员查看维修记录发现大多数客户要求将废旧电瓶带走。
经查，
由于该店烤漆房废气排放位置距离附近小区居民直线距离较近，
可能存在废气达标排放但扰民现象，
举报人反映的气味扰民基本属实。废机
油未采取
“三防”
措施和未按要求处置的情况不属实。废电瓶未采取
“三防”
措施和未按照要求处置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该店烤漆房废气排放位置距离附近小区居民直线距离约 300 余米，可能存在废气达标排放但扰民现象。废旧电瓶储存场所不规范，未建立防渗漏
措施、存在与其它杂物混放的现象。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殷巷菜场（又称殷巷农贸市场）位于殷华街以东，铺岗街以西，诚信大道以北，集源街以南，主要服务于周边老百姓的生活所需。该市场的东侧为一
条宽约 10 米、长约 80 米的人行过道，西侧为一条宽约 7 米，长约 80 米的人行过道，北侧有一块宽约 20 米、长约 90 米的场地，南侧有一块宽约 25 米，
长约 90 米的场地。
2016 年 6 月，
为解决殷巷老集镇占道经营乱象，
同时解决一批因征地而失地失业的经营户的安置问题，
秣陵街道在殷巷农贸市场沿诚信大道设置临
时门面房，
用于 21 户拆迁安置户从事大排档经营。
2018 年 4 月，
为实施诚信大道快速化拓宽改造工程，
秣陵街道已计划实施殷巷农贸市场沿诚信大道临时门面房拆除工作，
经农贸市场及相关管理方
属实
与经营户沟通协调，
21 家大排档已于 6 月 19 日停止了一切经营行为。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2018 年 6 月 25 日，秣陵街道办事处鲁志全主任带领相关单位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调查。经查，该处露天大排档目前处于关停状
态。该处大排档前期经营时确实存在油烟扰民的问题，
但目前已经关闭，
且未发现恢复经营的现象。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殷巷农贸市场南侧的 21 家大排档前期经营时存在油烟扰民等问题。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举报人反映的“六合区龙池街道宁六路 523 号的俊邦物流有限公司”系南京俊邦物流有限公司，地址实际位于江北新区长芦街道 523 号。该企业经
营范围为：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道路运输代理、配送、搬运装卸；
提供劳务服务；
仓储服务；
停车场服务。
调查核实情况
6 月 25 日，
长芦街道办事处环保科科长周翠香、经济科经济发展中心负责人戴小兵会同江北新区环境监察大队相关工作人员赴现场检查。经查，
该
单位 4 号仓库内贮存 63 个物料桶，
其中 25 个装有沥青，
其余为空桶。检查时段现场无明显异味。厂区周围无居民区。
属实
6 月 25 日南京白云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南京俊邦物流有限公司 4 号仓库厂界无组织废气进行了监测，
结果显示达标。
南京俊邦物流有限公司无环评审批手续，
存在一处沥青物料桶堆场，
尽管检查时段现场无明显异味，
但不排除装运过程中异味扰民的可能性。举报
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南京俊邦物流有限公司无环评审批手续从事堆存沥青物料桶的经营活动，
可能产生异味扰民。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经查，举报人反映的苏盛农资厂营业执照注册名为南京苏盛农资有限公司，位于程桥街道金庄社区，主要从事秸秆有机－无机掺混复混肥生产、销
售。企业年产 50000 吨/年秸秆综合利用生态肥料中式生产项目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由区环保局审批，
2014 年 4 月投入试生产，
2015 年 5 月 23 日完
成项目竣工验收。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
六合区政府高度重视，
安排程桥街道办事处牵头办理。6 月 25 日，
程桥街道办事处主任顾坤、副主任王家勇，
环保局监察大队大队长
方凯等工作人员，
对举报人反映的南京苏盛农资有限公司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区领导孟凡有、王春江分别到现场督办整改工作。
属实
经查，
举报人反映的南京苏盛农资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环评批复及排污许可证齐全，
实行季节性生产，
现处于设备检修状态。经现场检查，
厂房内存
放原材料为尿素、磷铵、进口钾和秸秆，存放产品为有机－无机复混肥，厂内堆放的尿素有氨气味无组织排放。举报人反映的夜间噪声污染问题因
筛网、传送带等主要设备已移除检修，
企业处于停产状态，
噪声未能监测。
综合调查情况分析，
举报人反映的南京苏盛农资有限公司厂异味扰民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南京苏盛农资有限公司厂区内存在氨气味。夜间噪音问题待企业恢复生产后，
区环保局将对其噪声开展监测，
并依法处理。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举报人反映的栖霞区西岗街道步青路西岗创业一条街位于栖霞区西岗街道步青路商业街，2012 年，经市城管部门批准，集中建设摊点疏导点，目前
共有 82 家商户，
其中产生油烟的餐饮商户 57 户，
均证照齐全，
且已安装油烟净化装置，
该区域建设有污水沉淀池，
污水经沉淀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调查核实情况
6 月 25 日下午，栖霞区政府陆瑞峰副区长带领西岗街道主任梁超、分管领导徐玉静、徐小健和区城管局副局长薛昆黎、区城管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徐
广忠、区环保局副局长陈重森等赶赴现场核实情况。经核实，
步青路摊点疏导点所有餐饮经营户均已安装油烟净化装置，
西岗街道已对摊点疏导点
属实
下水管网进行改造，
污水已接入市政污水管网。但摊点疏导点内个别餐饮经营户随意倾倒污水，
保洁人员不能及时跟进，
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餐
饮经营户虽安装油烟净化装置，
但个别经营户未能及时清洗保养，
油烟净化效果不佳。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经现场调查，
发现摊点疏导点内个别餐饮经营户随意倾倒污水，
保洁员不能及时跟进，
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餐饮经营户虽安装油烟净化装置，
但未
能及时清洗保养，
油烟净化效果不佳。

2018 年 7 月 4 日
问责
情况

处理和整改情况

处理整改情况
1、江宁区环保局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违法排污行为，并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
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六十八条第二项，对其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
查处，
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江宁环罚告〔2018〕450 号），
处罚金额 231100 元。
2、江宁区环保局责令南京江宁商务商贸发展集团立即停止拆解厂内一切生产作业，即日起不得再接
收报废车辆，做好搬迁准备并于六个月内清理完拆解厂堆放物。同时，编制清理过程中的污染管控预
案，
并做好落实工作。
问题解决情况
南京市江宁区物资集团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已停止该拆车厂内一切生产作业。江宁区政府责成东山街
道、江宁区环保局、南京江宁商务商贸发展集团加强环境监管，督促该公司做好停产及堆放物清理过
程中环境整治工作，
确保固体废物按要求规范处置。

处理整改情况
1、雨花台区水务局牵头与西善桥街道等共同抓紧推进南河综合整治项目，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保质
保量按计划完成南河综合整治工程建设，早日解决南河水质黑臭问题，进一步改善南河水质及岸线景
观环境。
2、雨花台区水务局协调市水务局秦淮河管理处加强南河河道漂浮物清理打捞工作，实施全时段专项
保洁，
实现水清岸洁。
3、雨花台区城管局、西善桥街道加强对南河周边生活垃圾乱扔、乱堆、乱放的巡查，对卫生死角、违规
生活垃圾堆放点做到
“零容忍”
，一旦发现，
立即整改。
问题解决情况
1、根据区现场协调会议内容，结合各自职责分工，西善桥街道、雨花台区水务局、雨花台区城管局、建
邺区城管（水务）局、市水务局秦淮河管理处正在细化落实各项措施。西善桥街道、雨花台区城管局已
加强南河沿线巡查，督促沿街商铺规范存放处置生活垃圾。雨花台区水务局已协调市水务局秦淮河
管理处牵头加强南河河道管养，
清理岸坡垃圾、打捞黑苔等水面漂浮物。
2、南河综合整治工程已列入 2018-2019 年全市重点民生项目，
目前正在建设施工中，
约已完成总工程
量的 16%，
预计 2019 年底前全部完成。

处理整改情况
1、建邺区环保局、兴隆街道要求
“张记宅菜”
、
“美满吉”
、
“怪味龙虾私房菜”
3 家餐饮店立即对油烟净化
设施（包括油烟排口及周围污渍）进行清洗。
2、建邺区环保局、兴隆街道将定期对该处餐饮店进行巡查，督促店家正确使用油烟净化器，及时对油
烟净化器清洗维护，建立健全清洗台账，并要求各家餐饮店定期对风机等设施进行维护和保养，确保
运转正常。
问题解决情况
目前，
“ 张记宅菜”
“ 美满吉”
“ 怪味龙虾私房菜”3 家餐饮店已按照要求完成了油烟净化器的清洗工
作。 6 月 26 日，经环保局监测，油烟排放符合规定。为确保其余各家餐饮店油烟净化器的净化效果，
区环保局逐一进行了油烟排放监测，
结果均符合规定。

处理整改情况
江宁开发区交警中队将在通淮街与高湖路、天元路、秦淮路、胜太路路口增设 4 块禁鸣标识，进一步优
化交通安全设施。
问题解决情况
1、通淮街增设 4 块禁鸣标识牌，
预计在 7 月 6 日前完成安装。
2、江宁开发区交警中队将加强通淮街沿线巡逻管控力度，安排警力严查货车闯禁区、车辆鸣笛等交通
违法行为，
同时开展针对性的集中整治行动，
杜绝渣土车及大货车通行对周围居民产生影响。

无

处理整改情况
秦淮区环保局责令该 4S 店现场将废旧电瓶移入废机油存放点的铁皮托盘中；在 6 月 26 日联系有资质
的单位签订废电瓶回收合同；为最大限度减少烤漆气味扰民，在四楼通道口安装塑料门帘；限 6 月 28
日前联系厂家更换活性碳；对废旧电瓶储存场所不规范，未建立防渗漏措施、存在与其它杂物混放的
现象进行立案处罚，
并要求在 27 日前将整改方案报区环保局。
问题解决情况
6 月 25 日下午，
该公司当场将约 30 只废旧电瓶移入废机油存放点的铁皮托盘中；
截至 6 月 30 日，
该 4S
店已完成废电瓶回收合同签订、更换活性炭等整改工作；秦淮区环保局对其危废贮存不规范的行为，
正在履行行政处罚相关程序。

处理整改情况
目前，殷巷农贸市场 21 家大排档已全部关停，截至 6 月 20 日，大排档周边垃圾已全部清理完成，周边
地面清扫干净。
问题解决情况
江宁区政府责成秣陵街道加强长效管理，
安排专人值守，
确保问题不反弹。

处理整改情况
1、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环境保护与水务局对南京俊邦物流有限公司无环评审批手续堆存沥青物料桶
的违法行为立案查处，
告知罚款 5 万元。
2、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长芦街道办事处督促企业将沥青物料桶清运，督促企业后续不得堆存沥青，加
大巡查力度，
确保问题不反弹。
问题解决情况
目前南京俊邦物流有限公司宁六路 523 号厂区内堆存的沥青物料桶已全部送往安徽合肥天宇沥青储
存库。后续长芦街道办事处加大巡查力度，
确保问题不反弹。对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已立案查处。

处理整改情况
六合区环保局已责令该企业停产，
对现存散发较重氨味的原材料及产品进行集中堆放、覆盖到位。
程桥街道办事处安排专人巡查，
跟踪督促该企业进行整改，
将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问题解决情况
目前，南京市苏盛农资有限公司已停产整改。下一步，程桥街道将对该企业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督促，
确保整改工作落实到位。

处理整改情况
1、针对临时摊点疏导点油烟扰民问题，栖霞区西岗街道要求管理方（步青路创业一条街管理办公室），
立即对临时摊点疏导点内所有餐饮经营户油烟净化装置进行检查，保证油烟净化装置正常运行。同
时，
加强对经营户的管理和教育，
督促经营户定期对油烟净化装置进行清洗维护。
2、西岗街道要求所有餐饮经营户做好
“门前三包”，污水不得随意倾倒，同时要求步青路创业一条街管
理办公室加强对所有经营户的日常管理，
督促餐饮经营户文明、卫生、守法经营。
问题解决情况
栖霞区西岗街道组织街道城管、市场监管、环保等相关部门，加强对摊点疏导点日常巡查和监管，督促
所有餐饮经营户做好“门前三包”，污水不得随意倾倒，定期对油烟净化装置进行清洗维护，保证油烟
净化装置正常运行。

▶下转 18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