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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污染
区域 类型

南京市建邺区文体西路南湖西侧的朗诗薇五金加 南京市
D320000201806240079
工厂，
无环保手续，
噪音扰民。
建邺区

D320000201806240080

D320000201806240083

对“D320000201806080061”答 复 不 满 意 。 南 京
市鼓楼区小市街道燕亭路的刀郎烤羊腿烧烤店，
虽 南京市
然有环保处理设施，
但是平常不使用或者运行效果 鼓楼区
不明显，
油烟依然扰民。

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街道的玄武交警一大队北侧 南京市
有七八家饭店，
油烟扰民，
垃圾随地倾倒。
玄武区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五矿 G25 地块、世贸 G24 南京市
地块夜间施工，
车辆鸣笛作为施工指示，
噪音扰民。 浦口区

调查核实情况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经排查，在文体路北端，没有发现含“朗诗薇”字样的五金加工厂。从地理位置和门头店名看，只有“兰诗薇服饰工厂折扣店”最接近举报人所称的
“朗诗薇五金加工厂”
。
“兰诗薇服饰工厂折扣店”
位于莫愁新村 52 号，
营业执照名称为南京爱派服饰实业有限公司，
法人为徐兴全，
成立于 2004 年 7 月，
主要经营服装加工
销售，
兰诗薇是该公司的注册商标。该公司位于莫愁新村 7 幢和 10 幢之间的一幢二层楼房，
生产厂房在一楼，
生产加工区域面积约 100 平方米。莫
愁新村 7 幢和 10 幢分别有 49 户和 58 户居民。
调查核实情况
噪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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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下午，莫愁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志刚带队，会同区环保
他污染
局、区市场监管局等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检查。
6 月 20 日，建邺区收到第十五批交办件后，已经对其中反映的“朗诗薇五金加工厂无环保手续，噪音大”问题进行了核查，经过当时区环境监测站监
测，该公司噪声排放达标，但未见其环评手续。区环保局要求该公司立即停业，接受进一步调查处理。经核实，目前该厂处于停产状态，无噪声产
生。
经调查，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南京爱派服饰实业有限公司无环保审批手续。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刀狼烤羊腿（南京市鼓楼区林长鹰烧烤店）位于鼓楼区燕亭路 2 号 2 幢 107 室，统一信用代码：92320106MA1POYUEXP，经营范围：餐饮服务。食
品经营许可证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领取。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
鼓楼区政府第一时间交办。当天 15:30，
鼓楼区小市街道主任金学春、副主任朱照兵带领城管科、环保干事等，
会同区环保、区城管局
小市街道执法中队、区市场局小市分局等工作人员到现场调查。
经查，该店于 2018 年 6 月 9 日晚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油烟排放进行了检测，结果为“烧烤炉油烟净化器出口排放浓度小于 2mg/㎥。
大气
区环保局要求该店对油烟净化器进行清洗，并建立清洗台账；该店于 6 月 10 日安排专业公司对油烟净化装置进行了清洗，并建立了清洗台账。6 月
25 日下午，街道工作人员和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再次检查，发现该店厨房后场未封闭，油烟净化装置抽风动力不足，部分烧烤油烟外泄，墙体发黑，现
场督促店主将烧烤炉转至室内（现场已完成）并要求重新铺设油烟管道，
加装一台油烟净化设备。
举报人反映的
“刀郎烤羊腿烧烤店，
虽然有环保处理设施，
但是平常不使用或者运行效果不明显，
油烟依然扰民”
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1、该店厨房设置在楼房后侧的公共通道内，
未封闭，
油烟净化装置抽风动力不足，
部分烧烤油烟外泄。
2、后院有披棚。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交警一大队北侧有七八家饭店，油烟扰民，垃圾随地倾倒诉求，已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 15 时（第二十三批 17 号）现场进行查处，已整改。交警一大队
北侧为钟山山庄小区，一楼门面房共有 4 家涉及餐饮（百姓土菜馆、七家湾牛肉锅贴、马记面馆、农家菜馆）油烟问题，4 家餐饮店均涉嫌无证经营。
钟山卤菜店为熟食销售，
不在店内制作，
不产生油烟。同时发现部分门前垃圾杂物堆放较乱。
调查核实情况
该诉求已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 15 时（第二十三批 17 号）投诉处理已经进行整改。2018 年 7 月 2 日 15 时，玄武湖街道城管中心主任姚成军会同区环
大气
保局、城管局及市场监督管理局玄武湖分局工作人员再次到现场查看。
百姓土菜馆位于南京市玄武区钟山山庄 30 号，
面积约为 30 平方米。有营业执照，
无食品经营许可证，
无油烟净化器，
已经停业整改。
七家湾牛肉锅贴位于南京市玄武区钟山山庄 31 号，
面积约 20 平方米。有营业执照，
无食品经营许可证，
无油烟净化器，
已经停业整改。
农家菜馆位于南京市玄武区钟山山庄 34 号，
面积约为 70 平方米。有营业执照，
无食品经营许可证，
无油烟净化器，
已经停业整改。
马记面馆位于南京市玄武区钟山山庄 41 号，
面积约为 30 平方米。有营业执照，
无食品经营许可证，
无油烟净化器，
已经停业整改。
经核实交警一大队北侧餐饮店家乱倒垃圾，
油烟扰民情况属实。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1、五矿 G25 地块：
该项目名称为 NO.2017G25 地块，
位于江浦街道光明路以西，
立新路以北。开发单位为南京矿利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总
用地面积 83377.37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293443.425 平方米。分为 A、B 两个地块开发建设，
其中 A 地块用地面积为 45374.8 平方米。建设内容主要
为 5 栋 34F 住宅楼、4 栋 6+1F 住宅楼、1 栋 5+1F 住宅楼等；
B 地块用地面积为 37992.2 平方米。建设内容主要为 3 栋 34F 住宅楼、2 栋 7+1F 住宅楼、
4 栋 6+1F 住宅楼、2 栋 5+1F 住宅楼等。项目分为三个标段，其中：A 地块 2 标段施工单位为江苏五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3 标段施工单位为中
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承建。B 地块 1 标段施工单位为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目前三个标段同时在开工建设，处于桩
基、土建、土方阶段。
2、世贸 G24 地块：
该项目名称为 NO.2017G24 地块，
位于浦口区江浦街道光明路以西，
浦虹路以南。开发单位为南京世荣置业有限公司。项目总用
地面积 1005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为 349028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为：11 栋 7 层住宅楼、8 栋 34 层住宅楼、1 栋 8 层住宅楼、1 栋 34 层保障房、1
栋 30 层物业用房，
1 栋一层独立商业用房等。项目分为 2 个标段，
其中 1 标段施工方为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2 标段施工方为南京大地建设
噪音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目前 2 个标段同时在开工建设，
处于桩基、土建、土方阶段。
调查核实情况
6 月 25 日下午，
浦口区副区长黄振宇带队，
区环保局局长李传武、副局长张飞飞、
、区建工局局长李成念、区建筑工程安监站副站长方家谱，
城管局执
法大队大队长张春晓，
江浦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丽媛、环保科科长赵良君等工作人员赶赴现场调查处理。
经调查：NO.2017G25 A 地块 2 标段和 3 标段在建工地与最近的生活小区滨江馨园住宅楼间距约为 200 米，B 地块 1 标段在建工地与滨江馨园住宅
楼间距约 100 米。NO.2017G24 地块在建工地与滨江馨园住宅楼间距约为 200 米。NO.2017G25B 地块 1 标段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
NO.2017G24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承认存在夜间鸣笛现象。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1、NO.2017G25 B 地块 1 标段施工单位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夜间施工作业时工程车辆的报警系统及施工车辆夜间鸣笛，
噪声扰民。
2、NO.2017G24 地块 1 标段施工单位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夜间施工作业时工程车辆的报警系统及施工车辆夜间鸣笛，
噪声扰民。
2018 年 6 月 25 日下午，
和桥镇人民政府副镇长、环保科长和宜兴市环境监察局工作人员赴现场进行调查，
调阅了该单位相关手续，
对厂区车间及周
边环境进行了现场查看。现场检查情况：1、该单位不在生产；2、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水主要为冷却水，现场未见有水外排；3、加热拉丝工序有废气产
大气,水
生，
未配套建设废气治理设施；
4、经查，
该单位未经环评审批擅自于 2015 年开始从事塑料编织布的加工生产，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未配套建设
治理设施即投入正式生产。
接到交办件后，
2018 年 6 月 25 日，
宜兴市和桥镇副镇长、环保科长、环保科工作人员和宜兴市环境环保局工作人员赴现场进行调处。
检查人员调阅了该单位的相关资料及台账，并对厂区车间生产设备、污染治理设施以及周边环境进行了检查，检查情况如下：1、厂区西侧为农田灌
溉塘，
塘西侧为农田，
未见有黑红色污水排放，
也未见有水排放至农田；
2、该单位正在生产，
配套废气治理设施处于运行中，
车间内有少量异味;3、建
有初期雨水收集池，
有拖运协议及台账，
初期雨水收集池内无积水；
4、有雨水排放口，
不规范，
不便于采样，
未见有水外排；
5、检查人员对农田灌溉塘
水,土壤
河水、冷却回用水、废气排放口的废气、厂界无组织排放废气进行采样监测，结果如下：农田灌溉塘河水 COD:33mg/L、氨氮：0.34mg/L、总磷：
0.16mg/L、总氮：1.38mg/L，冷却回用水 COD:42mg/L、氨氮：0.54mg/L、总磷：0.14mg/L、总氮：1.40mg/L，废气检测结果达标。 6、酯化废水与
宜兴市凌霞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处置合同有效期至 2019 年 3 月 12 日，2016 年贮存量 0.436 吨，2017 年产生量 0.963 吨，2017 年 2 月 22 日转移 0.54
吨,2017 年贮存量 0.859 吨，
2018 年至今产生 0.706 吨，
2018 年 3 月 8 日转移 1.1 吨，
目前库存 0.465 吨。
该信访投诉的三家饭店分别为，
“掂港式打边炉”
，
营业执照名称：
梁溪区捞掂小吃店，
地址：
无锡市凤凰城 12-5，
主要经营火锅；
“外婆小灶”
，
营业执
照名称：
梁溪区蕾媛餐厅，
地址：
无锡市凤凰城 12-6、12-7；
“有骨气龙虾”
，
营业执照名称：
梁溪区有骨气小吃店，
地址：
无锡市凤凰城 16-3。
2018 年 6 月 24 日下午，
北大街街道、北大街城管中队、区环境监察大队等相关人员赴现场调查。经检查，
除
“掂港式打边炉”
不产生油烟不需安装油
烟净化设施外，
其余两家饭店均已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掂港式打边炉”
“有骨气小龙虾”
两家饭店为招揽生意，
在店外摆放投影仪，
占道经营。6 月 25
噪音,
日，梁溪区环保局委托第三方监测公司对
“外婆小灶”
“有骨气龙虾”排放油烟进行监督监测，监测结果：
“外婆小灶”油烟排放浓度均值 0.96 mg/㎥、
大气
“有骨气龙虾”
油烟排放浓度均值 0.49 mg/㎥，
油烟均达标排放。
存在问题：
“掂港式打边炉”
“有骨气小龙虾”存在店外设摊、占道经营情况，违反了《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 15 款第 2 项之超出门、
窗进行店外占道经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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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20000201806240084

25

投诉人反映：
无锡宜兴市和桥镇南阳村的宜兴市的
无锡市
D320000201806240002 荣超塑业有限公司，拉丝废气气味刺鼻，污水未经
宜兴市
处理排放到厂外水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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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人反映：
无锡宜兴市河桥镇栋聚村村委会西侧
无锡市
D320000201806240011 约 1000 米左右的君天化工厂，排放的污水呈黑红
宜兴市
色，
有异味，
污染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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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梁溪区中山路凤凰城小区内小三里桥街的
沿街饭店（12-5 号的掂港式打边炉、外婆小灶、有 无锡市
D320000201806240023
骨气龙虾问题比较突出）占道经营，
油烟扰民，
噪声 梁溪区
扰民。

28

D320000201806240035

29

投诉人反映，
无锡市滨湖区观山路苏宁悦城的兰州 无锡市
D320000201806240063
拉面，
没有专用烟道，
违规开业，
油烟扰民。
滨湖区

大气

30

投诉人反映，
无锡市滨湖区荣巷街道青山西路荣御
无锡市
D320000201806240085 华府小区门口西侧，堆满建筑垃圾，扬尘、噪音扰
滨湖区
民。

大气, 经查，
投诉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
噪音 6 月 25 日下午，
荣巷街道城管办、城管中队及桃源社区相关人员至现场进行情况核实。经查，
小区西侧堆放建筑垃圾、存在扬尘污染的情况属实。

举报人反映：
无锡市江阴市华士镇华西商贸城的江 无锡市
南好灶头饭店，
油烟扰民。
江阴市

大气

经查，
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6 月 25 日中午接到交办件后，
江阴市华士镇、镇综合执法局、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调处。
经检查发现，
江阴市华士华西香茂快捷酒店厨房无油烟净化设施，
还存在着油烟往下水道排放的情况。

常州市新北区小河镇东陆村村委门口的龙门港（长
常州市
D320000201806240017 约 3 公里），两侧约 800 户居民和餐饮店生活污水
新北区
直排河道，
造成河道污染，
希望进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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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20000201806240059

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上田村 118 号的其鑫卤菜加 常州市
工厂，
废气扰民。
武进区

大气

35

D320000201806240021

苏州市张家港市杨舍镇闸上村谢坝巷南侧一条
苏州市
东 西 向 河 流（与 东 横 河 相 连），几 天 前 突 然 变 黑
张家港
臭，投诉人认为是一家豆腐工厂的周边工厂排放
市
废水所致。

水

36

D320000201806240022

苏州市太仓市城厢镇雅鹿臻园西面的一家生产豆 苏州市
腐的工厂，
噪声扰民。
太仓市

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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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区环保局以环境违法为由，于 2018 年 6 月 24
南通市
D320000201806240007 日对南通滨友纺织品有限公司采取停电措施，
但是
通州区
没有给公司提供执法文书。

其他
污染

38

经查，举报反映的实为南通恒旺木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刨花盘加工项目 2008 年通过环评审批，年产 35000 吨电缆木托盘（刨花盘）加工项目 2017 年
南通市海安县雅周镇的南通恒旺贸易有限公司生
其他污
南通市
5 月通过环评审批。现场检查发现，存在以下问题：1、该公司电缆木托盘（刨花盘）加工项目未通过环保验收；2、热压产生的甲醛废气未落实废气处
D320000201806240010 产十多年，
至今未验收，
排放甲醛废气污染环境，
废
染,大
海安市
理设施，无组织排放，2018 年 6 月 27 日对厂界废气进行监测，甲醛未检出；3、部分生产原料桶及生物质颗粒导热油炉燃料露天堆放于厂区内；4、设
胶随意倾倒。
气,土壤
置多个雨水排口。该公司生产过程中使用脲醛树脂胶作原料，
无废脲醛树脂胶产生，
经对厂区及周边检查，
未发现废脲醛树脂胶随意倾倒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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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20000201806240027

40

41

经查，举报反映的河道两侧为居民住宅，无工业企业，河道水体感官正常，沿河排查也未发现有排污入河的情况。现场对星湖花园小区内河进行了
取样检测，根据住建部《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中城市黑臭水体分级与判定标准，以上水体仅透明度略低于标准，其余指标均完全达标，透明
度略低于标准可能与近期降雨等情况有关。根据现场检查及监测情况，
星湖花园小区内河应不属黑臭。经走访，
周边群众反映河道水质总体较好，
偶有浑浊及轻微异味情况，
现场分析可能与河道不够畅通等情况有关。
南通市海安县古贲镇的天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位
水,大 经查，
海安天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位于通榆河一级保护区内，
根据《江苏省通榆河水污染防治条例》相关规定，
该公司城市建筑垃圾处置及资源化利
于通榆河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没有环保审批手续， 南通市 气,土 用项目不属于禁止类项目，
该项目 2016 年 4 月通过环评审批，
2017 年 9 月通过环保验收。现场检查，
该公司作为原料的废混凝土块大部分堆放于原
D320000201806240032
原料露天堆放，
粉尘污染严重，
噪声扰民，
污水排放 海安市 壤,其他 料库，但仍有部分露天堆放，未采取遮盖措施。2018 年 6 月 26 日下午对该公司噪声、扬尘进行监测，均达标排放。该公司无生产废水产生，建有初
到通榆河。
污染 期雨水收集池，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送大公镇污水处理厂处置。

D320000201806240033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平东村的一个小作坊，
把建筑 南通市
垃圾加工成小石子，
粉尘污染、噪声污染严重。
通州区

属实

处理整改情况
浦口区环保局于 6 月 25 日下午约谈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工地
项目负责人，并当场下达环境监察意见书（宁环监意字[2018]4-116 号）、
（宁环监意字[2018]4-117
号），要求施工单位严格遵守夜间施工许可规定，未经审批核准不得夜间违法施工；在夜间施工过程中
禁止施工车辆鸣笛、夜间关闭工程车辆报警系统改为人工指挥，
以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问题解决情况
1、浦口区建工局对上述 5 个项目部，
共计 9 家责任单位分别进行了行政约谈。要求工地：
（1）严格履行
门卫及现场保洁制度，进出车辆严格实行冲洗制度，并建立台账；
（2）严格按照“五达标、一公示”要求
落实好工地现场文明施工及扬尘管控工作，
确保文明施工，
落实长效化管理。
2、浦口区环保局加强夜间施工审批工作，依法审批并强化对未经批准夜间违法施工的查处力度。考
虑到夜间施工过程中机械使用噪声确实对周边群众造成一定影响，区环保局已要求建设和施工单位
优化夜间施工中的调度，禁止夜间工程车辆鸣笛及夜间关闭工程车辆报警系统改为人工指挥，以减少
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3、江浦街道配合相关部门、联合社区大联勤网格对 G25 和 G24 项目进行不定期检查，
发现夜间施工扰
民现象，
立即报相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基本
属实

1、该单位未批先建的违法行为已过追溯期限，针对违反建设项目
“三同时”制度的违法行为，宜兴市环
境保护局已下发《宜兴市环境保护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宜环责改决［2018］第 0244 号，
立案查
处（立案号：
2018-198），
拟对该单位处以 20 万元罚款、对法定代表人处以 5 万元罚款。
2、责令和桥镇人民政府将该单位作为
“散乱污”
企业关停。

部分
属实

属实

基本
属实

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
丰县恒阳桂柳食品有限公司原名为徐州鑫宏伟食品有限公司，
原公司由于涉及买卖合同、民间借贷纠纷被迫停产，
2016 年 8
月 22 日徐州鑫宏伟食品有限公司申请丰县梁寨镇供电所为两台变压器办理了暂停手续。由于借贷纠纷丰县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对徐州
鑫宏伟食品有限公司下达了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苏 0321 执恢 442 号），查封登记在被执行人徐州鑫宏伟食品有限公司名下的
位于梁寨镇工业园区房地产。
2017 年 11 月份徐州鑫宏伟食品有限公司通过丰县人民法院在淘宝网司法拍买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
被徐州瑞阳饲料有限公司 1170 万元人民币购
买。2018 年 3 月 28 日，丰县梁寨镇供电所为徐州鑫宏伟食品有限公司恢复了厂区照明、生活及办公用电。2018 年 4 月 26 日更名为丰县恒阳桂柳 部分
食品有限公司。综上所述，
该公司自 2016 年 8 月 22 日以来一直处于停产状态。
属实
一是关于环保手续的问题。丰县恒阳桂柳食品有限公司（原名为徐州鑫宏伟食品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编制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2011 年 12
月 16 日通过丰县环境保护局审批（丰环项[2011]030 号），2012 年 11 月 15 日通过丰县环保局“三同时”验收。二是关于锅炉冒烟异味扰民的问题。
该公司燃煤锅炉长期未使用，不存在冒黑烟现象。三是关于污水排入黄河故道的问题。该厂后面不是黄河故道而是农灌沟（即使生产时所排废水
也不能排入故黄河），沟内无废水，呈干枯状态。2018 年 6 月 21 日现场核查时，该公司未生产，燃煤锅炉已经拆除。群众反映的该公司污水直排到
厂后面的黄河故道内，
锅炉冒烟异味扰民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反映的常州黑珍珠建材有限公司，位于遥观镇前杨工业集中区，主要从事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蒸压灰砂生产。接到
信访后，经开区环保分局会同遥观镇政府进行实地勘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不在生产，未发现刺鼻的气味。物料储罐进料排空时有粉尘产生，配 部分
套建有 12 套脉冲式振动滤芯除尘设施和 1 套布袋除尘设施；
粉煤灰、脱硫石膏等原料均易起尘，
在装卸及上料过程中，
因洒水力度不够，
输送带未完 属实
全密闭等因素，
会造成粉尘污染。对厂界无组织排放粉尘进行监测，
结果显示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经查，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反映的为孟河镇东陆村委的立新南沟，起于东陆大沟，终于浦河，全长约 1.7 公里。东陆村于 1994 年至 1998 年期间在
立新南沟建造沿线商品房 300 间。接到信访后，新北区政府高度重视，孟河镇相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迅速进行实地勘查。对立新南沟两侧现有 部分
住户重新排查，最新统计约 150 户居民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道。由于地理位置和房屋建设结构架设于河道上，未有空间进行清淤，导致河道水质变 属实
差。按照孟河镇河道治理整体规划，
立新南沟已列入 2019 年黑臭水体整治计划。
经查，反映的问题不属实。反映的武进区牛塘其鑫御卤坊食品厂，位于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青云村。该厂
“年加工肉制品 400 吨/年项目”环境影响
登记表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备案。接到信访后，
武进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
武进区环保局会同牛塘镇政府组成联合调查组，
迅速对该厂进行实地勘
不属实
察。现场检查时，该厂不在生产，现场无任何生产原辅材料，不具备生产条件；配套建有 1 套油烟净化设施，1 套污水预处理设施。经询问企业负责
人，
该厂于 6 月中旬装修结束，
尚未投入生产，
拟于 8 月 8 日投入运营。
6 月 25 日，张家港经开区（杨舍镇）、张家港市环保局等第一时间进行调查核实。经走访了解，6 月 20 日左右新丰河开始逐渐出现黑臭现象，经开区
（杨舍镇）已于 6 月 23 日会同水利部门对河道进行清理疏浚，
河道水质明显改善。经现场踏勘排查，
河道黑臭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居民生活污水直排河道。新丰河沿线有泗港街道闸上村 5 个村民小组，
常住人口约 1700 人，
根据张家港市生活污水管网改造计划，
区域农村生活
污水支管网已于 2017 年 10 月完成改造，
因对接的主管网 2018 年 8 月底才能建成投运，
导致目前收集的生活污水溢流排放至雨水管网入河。
2.个别企业非法排污。经查，新丰河沿河企业共 6 家，涉及豆制品、机械加工、塑料制品类。检查发现，张家港市杨舍镇西城豆品缘食品厂存在生产 属实
废水渗漏排放，
间接进入河道的问题。豆品缘食品厂于 2017 年建办，
主要从事豆腐、豆腐干等加工生产。企业生产废水目前经收集池收集后，
用槽
罐车拖运至污水厂处理。6 月 25 日检查发现，该厂污水管与废水收集池接口处存在破损，导致部分废水渗漏至新闸北路雨水窨井最终进入新丰
河。经采样监测，
该渗漏外排水化学需氧量为 2440mg/L、氨氮为 76.3mg/L、总磷为 12.2mg/L，
分别超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表 4 标准 24.4 倍、5.1
倍及 24.4 倍。
6 月 25 日，
太仓市娄东街道组织太仓市环境监察大队二中队、太仓市环境监测站、太仓市高新区规环局工作人员至举报现场进行核查和昼夜噪声监
测。现场检查时，
该企业正在生产，
经查，
企业主要噪声源为冷库外机和东侧车间排风扇，
监测结果显示东侧围墙边界昼间噪声为 64.3 分贝，
超过了 基本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2 类标准，
夜间企业停产，
噪声达标。该项目未通过环保部门验收。存在问题：
企业未通过环保验收； 属实
昼间厂界噪声超标。
经查，
南通滨友纺织有限公司家用纺织制成品项目无环保审批和验收手续，
2018 年 4 月 24 日，
通州区环保局对该公司环境违法行为立案处罚，
责令
该公司 3 个月内完成生产项目验收，对该公司未履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未通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行为处以罚款（通环罚字〔2018〕82
号）；对该公司直接负责人处以罚款（通环罚字〔2018〕83 号）。通州区环保局对该公司无环保审批和验收手续即从事家用纺织制成品项目生产的环
境违法行为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通环违改字〔2018〕124 号），
于 2018 年 6 月 23 日送至该公司办公室，
由该公司现场负责人签收。在下
不属实
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和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周边群众仍对该公司反映强烈，出现集体上访。根据南通市通州区环境保护局和南通市通州区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规范对环境违法失信企业提出停限电意见的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通环〔2018〕8 号），对下达过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决定和行政处罚决定后，群众反映强烈，出现集体信访的企业，可以对企业采取停限电措施制止环境违法行为。6 月 24 日，通州区环保局和发改委
联合发文通知电力部门对该公司采取断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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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湖大道 1088 号的星湖花 南通市
园小区，
小区内部河道黑臭。
开发区

属实

处理整改情况
1、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百姓土菜馆、七家湾牛肉锅贴、农家菜馆、马记面馆停业，
建议转向经营。
2、区城管局已要求店家对后场垃圾杂物进行清拖并打扫冲洗，并对交警一大队北侧院内的脏污垃圾
桶进行更换。
问题解决情况
目前百姓土菜馆、七家湾牛肉锅贴、农家菜馆、马记面馆 4 家餐饮店已停业整改。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环保局、城管局及玄武湖街道加强对该餐饮店家的监督检查，
不得擅自恢复营业。
玄武湖街道督促 4 家餐饮店进行转向经营。

要求企业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前完成以下整改工作，
整改完成前不得生产。
1、生活污水拖运至污水厂处理。
2、进一步规范雨水排放口。

6 月 25 日下午，北大街街道召开专项会议，制定整治方案，抽调精干力量开展华仁凤凰城 798 街区餐
饮店集中整治，安排城管队员开展定点守岗工作，24 小时值守，确保无店外经营现象，消除油烟、噪音
扰民影响，
防止问题回潮。
1、要求店家定期清理油烟净化设施并拍照记录，
由北大街街道环保员定期检查。
2、落实长效机制，
加强对周边饭店店外设摊、占道经营行为的监管。

1、6 月 26 日下午，
华庄环保科同滨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华庄分局监督拆除排风扇。
2、6 月 28 日上午，滨湖区纪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环保局、区“263”办负责同志现场踏勘推进整
治。下午，太湖城规划建设局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华庄分局，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华庄分局二楼会议
室约谈兰州拉面经营业主,要求其重新选址。

D320000201806240012

水

属实

处理整改情况
1、鼓楼区环保局开具现场检查记录单（鼓环监检 2018ＮＯ0001052 号），责令该店停业整改：将烧烤
炉移至室内；
重新铺设油烟管道，
加装一台油烟净化设备。
2、鼓楼区城管局执法人员于 2018 年 6 月 26 日 9 时对该店后场搭建的披棚进行了助拆。目前披棚已
拆除完毕。
八、问题解决情况
该店已停业整改，烧烤炉已移至室内。店主已联系专业公司，近期将重新安装油烟管道，加装一台油
烟净化设备；鼓楼区环保局要求该店定期清洗油烟净化装置，建立清洗台账，确保设施正常运行。整
改完成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经营。
2、该店后院披棚已拆除完毕。
3、鼓楼区城管局将积极配合小市街道加强对该区域的巡查管理，重点加强对该店自行整改及门前三
包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经查，
投诉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
2018 年 6 月 22 日，华庄街道环保科会同区环境监察大队以及苏宁悦城莲花物业公司管理人员到商铺进行现场检查。检查时，该商铺正在经营，厨
基本
房及经营面积约 50 平方米；
使用天然气两眼燃气灶一台，
配套有苏州卓力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ZLK 型静电式餐饮油烟净化设备（12000㎥/h）一套，
属实
正在使用；
商铺后窗安装排风扇一台，
未在使用。该门面店无公共烟道，
产生的油烟通过自行安装的管道排向苏宁悦园 D 区 11 号楼。厨房距离苏宁
悦园 D 区 11 号楼约 2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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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

处理整改情况
6 月 25 日，建邺区环保局对“兰诗薇服饰工厂折扣店”生产设备实施查封，要求其整改完成后方可营
属实 业。
问题解决情况
“兰诗薇服饰工厂折扣店”
已停止生产，
建邺区环保局依法对其生产设备实施了查封。

立即停止营业整改；并针对厨房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立案处罚(华综（城）罚字【2018】2911 号)，拟处罚
伍仟元, 限期安装油烟排放设施。

徐州市丰县距离梁寨镇 2 公里(梁寨镇到沙河镇方
徐州市
D320000201806240016 向）的恒阳桂柳食品有限公司，
无相关环保装置，
未
丰县
经处理的水直排黄河古道。

常州市经开区遥观镇的黑珍珠公司，粉尘污染，排 常州经
放的废气有刺鼻的气味。
开区

问责
情况

处理和整改情况

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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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是否
属实

黑臭
河道

经查，举报反映的是通州区平潮镇和谐建筑用石加工厂，其建筑用石加工项目未经环评审批和验收；生产过程中有粉尘和噪声产生，未建设配套的
大气,
环境保护设施；
厂区内建筑废料露天堆放，
未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建筑用石加工过程中未采取密闭、围挡、遮
噪音
盖等措施。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属实

在 6 月 27 日下午五点前，
荣巷街道已把青山西路荣御华府小区门口西侧建筑垃圾清理干净，
后续计划
在 7 月份与滨湖区城投公司协调规划该空地的使用，将现有的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面积缩小至 8㎡左
右，
设置砖砌围墙，
顶部用黑膜覆盖防止扬尘。

处理情况：2018 年 6 月 15 日，丰县环保局对丰县恒阳桂柳食品有限公司下达了丰县环境保护局责令
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丰环责改字〔2018〕219 号），
限期该公司 10 日内拆除燃煤锅炉。
整改情况：一是建议该企业取缔宰杀生产线，转产为冷库仓储业，待完善相关部门手续，通过验收后方
可投入运营。二是目前该公司已经完成对燃煤锅炉的拆除工作。

1.经开区环保分局对该公司未采取密闭、洒水等措施，
控制、减少粉尘污染排放的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2.该公司已主动停产，
正在编制整改方案，
计划在原料装卸区域设置喷淋设施，
并对输送带进行密闭改
造。
1.孟河镇委托常州市京杭土木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了立新南沟整治初步方案，
具体实施可行度和
操作性根据论证情况同步推进。
2.根据水利条件情况，
定期进行换水和检测。
3.联合村委做好沿线村民工作，
逐户改造实施接管；
同时加强网格化监管责任，
落实长效管理。
武进区人民政府责成湖塘镇政府与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巡查，待投入生产时确保设施正常运行，达标排
放。

一是张家港市住建局加快推进该区域市政总管网建设工程，
力争 2018 年 8 月底建成投运；
二是在市政
总管网建成前，由经开区（杨舍镇）采取临时措施，安排抽粪车辆将生活污水拖运至市政生活污水主管
网内；三是张家港市环保局责令豆品缘食品厂立即封堵废水渗漏点，并对企业的违法行为立案查处，
责令停止生产；
四是由张家港市水利部门加强对新水的机械引排，
增加河水流动性和自净能力。

该项目未通过环保部门验收，以行政命令形式责令企业立即停止生产。该企业承诺即日起立即停产，
并着手拆除相关设备。
企业目前已停产，
太仓市高新区娄东街道办督促该企业不得恢复生产，
限期一个月拆除生产设备。

通州区环保局对该公司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处罚到位，
督促企业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1.海安市环保局对该公司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责令限期改正环境违法行
为并处罚款。同时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责令该公司在 2018 年 9 月 30 日前改正检查发现
的环境违法行为。
2.海安市环保局加强对该企业的环境监管，
增加监督性检查频次。
3.雅周镇按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
落实环境保护的领导责任，
加强对该公司巡查督查，
确保整改到位。
1.开发区管委会已要求中兴街道及星湖社区加强对河道的巡查及保洁工作，做到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及时处置。
2.开发区管委会已要求水利部门加大引江调水力度，有效拉动区内水体流动，特别是确保小区内河的
水流通畅，
促进河道水质有效改善。
1.海安市环保局已对该公司部分原料未采取遮盖措施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
2.大公镇按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
落实环境保护的领导责任，
加强对该公司巡查督查，
确保整改到位。
3.该公司已经采用遮阳网对部分露天堆放的废弃混凝土块进行遮盖，并加强现场环境管理，确保各项
环保措施落实到位。
1.通州区环保局对该厂建筑用石加工项目未经环评审批，
擅自建设投产以及未经环保竣工验收的违法
行为立案查处。
2.平潮镇人民政府督促该厂清理生产设备、清理原料、清理场地，7 月 10 日前拆除生产设备，7 月 31 日
前完成三清工作。目前，
已经停产。
3.通州区城管局对该厂清理建筑废料运输过程及处置情况强化监管。
4.经供电部门核实，
该厂无用电户头，
使用一台柴油发电机自发自用，
平潮镇政府要求企业自行拆除发
电设施，
目前已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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