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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编号

D320000201806220040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污染
区域 类型

扬州经
扬州市开发区八里镇的永丰余造纸厂,排放废气有
济技术
臭味，
影响周边蔬菜生长。
开发区

扬州市宝应县曹甸镇中央北路的江苏米奇妙玩具
扬州市
D320000201806220076 集团有限公司，存在以下问题：1、长期停用除尘设
宝应县
备，
粉尘直排；
2、废油漆等危废未按要求处置。

D320000201806220022

镇江市
镇江市京口区京口化工区的高鹏药业和江南化工
镇江新
异味扰民。
区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问责
情况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
调查组认定该信访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6 月 12 日收到信访后，
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高度重视，
管委会杨斌副主任，
安环局刘定刚局长、胡浩、王枫，
扬州市环监察局陈国、杨东，
八里镇镇长
徐成运、副镇长胡宝松等同志组织联合调查组迅速进行实地勘查。
经查，该公司废气主要源于两台锅炉产生的有组织排放的烟气以及污泥库和污泥临时堆场产生的无组织废气。两台锅炉为燃煤循环流化床锅炉
（200t/h），均配套建设了电袋除尘、干法石灰石+炉外湿法石灰石—石膏法脱硫以及 SNCR 脱硝污染防治设施，烟气排口安装了两套烟气在线监控
系统（CEMS）并与环保部门联网；该公司对污泥库和污泥临时堆场均安装了次氯酸钠除臭喷淋装置。现场检查时，该企业上述废气污染防治设施
运行正常。同时发现，
企业污泥临时堆场清运不及时，
现场污泥堆放较多。
6 月 8 日、23 日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委托扬州三方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该公司锅炉有组织废气和厂界无组织废气进
开发区工委、管委会高度重视，迅速制定整改方案。一是要求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负责督促企业严
行监测，
监测报告结果表明：
部分属
大气
格按照环评中规定的污泥处置方式进行规范处置。二是要求永丰余公司对污泥库和污泥临时堆场进
6 月 8 日该公司厂界下风向 1#、2#、3#点位无组织废气臭气浓度分别为 16、17、18（无量纲），
氨气排放浓度分别为 0.07mg/㎥、0.08mg/㎥、0.10 mg/
实
行环境整治。
㎥，
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93）表 1 中二级新扩改建标准（标准分别为 20、1.5 mg/㎥）。
6 月 23 日该公司厂界下风向 1#、2#、3#点位无组织废气氨气排放浓度分别为 0.12mg/㎥、0.07mg/㎥、0.08mg/㎥，硫化氢未检出，达到《恶臭污染物
排放标准》
（GB 14554-93）表 1 中二级新扩改建标准（标准分别为 1.5mg/㎥、0.06 mg/㎥）。锅炉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折算排放浓度和
排放速率分别为 10.9mg/㎥、4.4 mg/㎥、31.4mg/㎥和 2.14kg/h、0.87kg/h、6.17kg/h，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表 3 燃
气锅炉限值标准（折算排放标准分别为 20 mg/㎥、50 mg/㎥、150 mg/㎥，
排放速率无标准）。
检查时厂区内部草地、树木、荷花等植物生长正常，周边农田农作物生长正常，未发现植物及农作物受污染影响生长情况发生。该公司废气能够做
到达标排放，
但是在不利气象条件时，
有时群众还能闻到污泥气味，
存在
“达标扰民”
情况。
经调查，
认定该信访反映的
“长期停用除尘设备，
粉尘直排”
的情况不属实；
反映
“废油漆等危废未按要求处置”
情况属实。
2018 年 6 月 23 日接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交办件后，宝应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曹甸镇政府、县环保局负责同志，第一时间研判。明
确该信访件由曹甸镇政府主办，
县环保局协办。曹甸镇政府、县环保局立即组成联合调查组，
迅速进行实地勘查。
1、关于信访反映的该公司
“长期停用除尘设备，
粉尘直排”
问题。经查，
该公司焊接烟尘通过移动式焊接烟尘处理装置收集后排放；
抛丸粉尘集中收
集后，
通过除尘器处理，
经 15 米排气筒高空排放；
木工车间粉尘集中收集后，
通过布袋除尘器处理，
经风机通过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
注塑车间废气通
过集气罩吸收集后，经风机通过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现场检查时除尘设备正在运行，未发现粉尘直排现象，现场发现除尘设备的运行台账不完整、
不规范。
针对该公司可能长期停用除尘设备情况，现场调查人员进行了进一步调查，该公司除尘设备装有独立的计电表，2017 年 7 月下旬开始使用除尘设
备，至今 11 个月用电总计 36473KW/h，功率为 40KW/h，木质车间平均每个月生产 15 天，根据以上数据计算，该公司除尘设备平均每天运行 5.5 小
时，实际该公司每日上班时间为 7 小时，除尘设备使用率约为 80%，初步判定该公司无长期停运除尘设备的可能。曹甸镇网格化监管人员在日常检
查中也未发现该公司除尘设备长期停运的现象。
2、关于信访反映的该公司
“废油漆等危废未按要求处置”
问题。经查，
该公司产生的危险废物为废漆渣和废油漆桶，
主要来源于生产中的喷漆工艺，
该公司的喷漆工艺于 2017 年 8 月份新建，
在此之前该公司无危废产生。
该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份开始每月定期在江苏省危险废物管理系统上申报产生危险废物的信息。废油漆渣和废油漆桶产废明细：2017 年，废油漆
渣未清理，
废油漆桶 62 个，
2018 年至今，
废油漆渣 0.0325 吨，
废油漆桶共 94 个，
截至目前该公司产生废油漆渣 0.0325 吨，
废油漆桶 156 个，
均规范收
大气,土
部分属
集贮存在危废库中，
建立了危险废物管理台账。经核查，
危废暂存库里危废数量与实际申报数量符合，
但危废库内的废油漆桶未按规定设置危废标
壤
实
识标签。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 日同扬州东盛固废环保处置有限公司签订了危废的处置合同（编号 YZ[2017]307），因产废量较小，目前尚未进行处
置。
3、现场监测情况。6 月 23 日下午和 6 月 24 日上午，宝应县环境监测站对该公司厂界噪声、废气、废水进行监督监测。北厂区厂界昼间噪声：东侧
57dB(A)、南侧 57dB(A)、西侧 57dB(A)、北侧 56.7dB(A)，南厂区厂界昼间噪声：东侧 58dB(A)、南侧 55.1dB(A)、西侧 55.9dB(A)、北侧 57.5dB(A)，均
符合《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 类昼间标准；
厂界废气：
在北厂区厂界西北下风向 10 米处，
布设 3 个废气监测点，
同时开始监
测，期间每 1 小时采集 1 次样品。总悬浮颗粒物 1、2、3 号监测点数据分别为：0.092/0.074/0.149mg/㎥、0.166/0.129/0.130mg/㎥、0.074/0.111/
0.093mg/㎥；在南厂区厂界西北下风向 10 米处，布设 3 个废气监测点，同时开始监测，期间每 1 小时采集 1 次样品。总悬浮颗粒物 1、2、3 号监测点
数据分别为：0.147/0.092/0.111mg/㎥、0.129/0.092/0.111mg/㎥、0.129/0.092/0.056mg/㎥，非甲烷总烃 1、2、3 号监测点数据分别为：0.16/0.25/
0.44mg/㎥、0.32/0.36/0.07mg/㎥、0.20/ND/0.16mg/㎥，监测结果均低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中新污染源大气污染
物排放限值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有组织废气：
在北厂区废气排气筒出口进行三次监测，
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分别为：
0.40/0.58/0.43mg/㎥，
粉尘排放浓度分别为：3.5/3.7/3.0mg/㎥，监测结果均低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中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厂
区废水：排放口废水 pH7.60、COD90mg/L、氨氮 0.06mg/L、SS13mg/L、总磷 0.11 mg/L、总氮 7.86 mg/L，所测项目均符合 GB8978-1996《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表 4 中三级标准。
4、其他情况。经现场检查发现，
该公司于 2017 年 8 月新增喷漆工艺，
未依法提交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现场检查时该喷漆工艺未作业，
但场地存有少
量喷漆作业的痕迹，
喷漆工艺未建设相应的污染防治设施。
1、镇江江南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化工”
）位于镇江新区新材料产业园内，主要产品有亚磷酸二甲酯、草甘膦原药草甘膦制剂、白炭黑、三氯
氢硅、硅粉、氯甲烷、甲基粗单体、二甲基二氯硅烷、甲基粗单体。该公司环保审批手续、验收手续齐全。
2、镇江高鹏药业有限公司
镇江高鹏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高鹏药业”
），位于镇江新区新材料产业园临江西路 51 号，主要生产为水杨酸系列产品。该公司环保审批、验收
手续齐全。
3、6 月 23 日、24 日，
镇江新区安环局环境监察人员对江南化工、高鹏药业进行现场检查。
（1）镇江江南化工有限公司
基本属
江南化工正常生产工段配套建设的废气治理处理设施运行。目前，
江南化工正在对草甘膦厂区开展源头排查，
分析最优 VOCs 治理方
大气 现场检查时，
实
案，
预计 2019 年底前完成全公司 VOCs 综合整治。
（2）6 月 25 日，
镇江新区安环局委托第三方资质检测单位对江南化工有组织废气排口和厂界无组织废气进行监测，
根据监测结果做进一步处理。
（2）镇江高鹏药业有限公司
现场检查时，高鹏药业正常生产工段配套建设的废气治理处理设施运行。2018 年拟对水杨酸车间废气综合整治、老污水处理站前处理工段综合废
气收集净化、新污水站生化系统废气收集净化，
并开展 LDAR 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目前，
正在按照已编制的废气整治方案实施。
6 月 25 日，
新区安环局委托第三方资质检测单位对高鹏药业有组织废气和厂界无组织废气进行监测，
根据监测结果做进一步处理。

1、6 月 23 日，县环保局对江苏米奇妙教玩具有限公司废油漆桶未规范设置标签、喷漆工艺未提交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及喷漆房未配套相应的污染防治设施三个违法行为立案查处，并现场送达了宝应县环
境保护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宝环责改[2018]第 156、157、158 号）。
2、6 月 24 日县环保局对该公司喷漆工艺进行查封，
下达宝应县环境保护局《查封决定书》
（宝环查决字
[2018]15 号）。

1、镇江江南化工有限公司
根据镇江新区废气整治工作要求，镇江新区安环局于 2018 年 2 月 12 日印发了《镇江新区 2018 年度大
气污染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镇新安环〔2018〕3 号），对江南化工“有机硅厂区合成车间废气、草甘膦母
液浓缩装置无组织废气”进行 VOCs 综合整治，要求其在 2018 年 10 月底前完成整治工作。对稀释甲
醇储罐 V2301、浓甲醇储罐 V2305、V2103 内呼吸废气进行收集处理；
危废仓库新增废气处理设施，
要
求其在 2018 年 10 月底前完成整治工作。
2、镇江高鹏药业有限公司
根据镇江新区废气整治工作要求，镇江新区安环局于 2018 年 2 月 12 日印发了《镇江新区 2018 年度大
气污染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镇新安环〔2018〕3 号），对高鹏药业“水杨酸车间废气、老污水站前处理工
段废气、新污水站生化系统废气”3 个废气点位进行综合整治，要求其在 2018 年 10 月底前完成整治工
作。

投诉人反映 2018 年 6 月 20 日曾投诉镇江市大港开
镇江市立新电力设备制造厂（以下简称
“立新电力”
）位于镇江新区丁岗镇北振岗路 50 号。
1、针对现场检查情况，新区安环局 6 月 22 日当天下达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镇新安环〔2018〕89 号），
发区丁岗镇的立新电力设备厂相关环境问题。6 镇江市
1、镇江新区安环局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 10:59 第一次接到该信访交办，第十六批交办单第 72 号和 75 号反映立新电力设备厂废水和粉尘问题。6 月
要求立新电力停产整治，并针对立新电力的粉尘无组织排放、固废贮存不规范等问题立案查处（拟处
其他污
基本属
D320000201806220023 月 21 日，该厂将工人全部放假，躲避监管。6 月 22 镇江新
22 日上午，
监察大队人员到立新电力进行现场调查，
发现立新电力粉尘无组织排放未收集处理、固废贮存不规范等问题，
并立即立案查处，
同时要求
罚款 15 万元，
其中废气问题 10 万元、固废问题 5 万元）。
染
实
区
日，
镇江当地执法人员赴厂区进行现场检查。投诉
立新电力停产整治。
2018 年 6 月 22 日下午，
立新电力已按照安环局要求全部停产。
人质疑当地政府相关人员泄露举报信息。
2、针对群众反映的泄露问题，
新区纪工委将继续调查核实，
根据调查情况进行处理。
2、针对群众反映的泄露问题，
新区纪工委将继续调查核实，
根据调查情况进行处理。
1、句容市环保局要求句容经济开发区鑫丰老鹅馆加强对油烟净化装置的维护和保养，油烟经处理后
1、句容经济开发区鑫丰老鹅馆（私房老鹅馆）位于句容市经济开发区崇明西路与世贸路交叉路口，
主要从事餐饮服务业。2018 年 4 月租用一楼商业
达标排放。
用房开始营业，
二楼以上为居住用房，
无专用烟道。
镇江句容市华阳街道德苑商城的私房老鹅馆，
将烟 镇江市
基本属 2、句容市环保局已委托第三方资质检测单位对鑫丰老鹅馆油烟排放进行监测，
初定 2018 年 6 月 29 日
D320000201806220033
大气 2、句容经济开发区会同句容市环保局进行现场调查，
句容经济开发区鑫丰老鹅馆经营面积约 200㎡左右，
厨房内有 3 个灶头，
已安装油烟净化装置，
道穿墙通进小区，
油烟扰民。
句容市
实
开展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做进一步处理。
排油烟管排放口放置于小区 16 栋楼东面一小过道内。
3、句容市开发区管委会将会同各执法部门加强对句容经济开发区鑫丰老鹅馆的日常监管、巡查，确保
3、油烟排放对小区居民有一定的影响。
整改长效。
根据举报投诉内容及现场调查情况，
被举报的无名工厂实为丹阳市开发区的周文伟秸秆颗粒生产加工点。
1、周文伟秸秆颗粒生产加工点位于丹阳市开发区颜春村委会东侧，
主要从事秸秆颗粒的生产加工项目，
未办理相关环保手续，
未建设配套的污染防
治设施，
且位于丹阳市生态红线范围内。
镇江丹阳市开发区颜巷村委会东隔壁有家无名工 镇江市
针对现场情况，丹阳市环保局及开发区管委会要求周文伟秸秆颗粒生产加工点：立即停止环境违法行
D320000201806220035
噪音 2、6 月 25 日，丹阳市环保局环境监察人员会同开发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赴现场调查。现场检查时，周文伟秸秆颗粒生产加工点未生产。该加工点主 属实
厂，
噪音扰民。
丹阳市
为，
原址不得再从事生产；
限期 2018 年 7 月 5 日前自行关闭。
要生产工艺为：
木屑、秸秆原料→粉粹→挤压→成品，
产生粉尘的工段未建设配套的废气处理设施，
粉尘直排外环境，
生产时产生的噪声会对周边环
境造成一定影响。
1、群众反映的“京口区王学亮烤鸭店”
（店招名：果碳烤鸭，位于京口区香江不夜街 5 幢楼下下门面房）、
“京口区柒玖捌壹烧烤店”
（店招名：798 烧
1、
“798 烧烤”
存在炭烧烤情况。
烤，
位于京口区香江世纪名城 B6 幢楼下门面房）等 11 家餐饮店，
部分餐饮店现场正在从事餐饮服务。
2、由于该处餐饮店比较集中，
存在播放音乐、外卖车辆以及人员产生的社会噪声，
影响环境。
2、油烟问题
3、京口区政府将按照市、区两级政府对于大气管控的统一要求，由京口区政府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
经查，
“果碳烤鸭”现场使用燃气（煤）一体密闭烤炉，基本无油烟外逸；
“桐湘阁”
、
“798 烧烤”已安装油烟净化装置，油烟经处理后排放；
“牛排杯”从
镇江市京口区象山街道香江世纪名城 B6 幢楼下的
镇江市 大气,噪 2018 年 2 月停业至今，
部分属 露天烧烤、废品回收、路边洗车综合整治告知书》，要求“798 烧烤”尽快停止炭烧烤、改用清洁能源，同
其他店面使用蒸、焖、煮等不涉及油烟工艺。
D320000201806220048 十几家餐饮店存在油烟和噪声污染，其中 798 音乐
京口区
音
实
时相关餐饮店对油烟净化装置定期进行维护、保养，
确保净化装置的有效运行。
6 月 24 日，京口区环保局会同区城管、区市场监管局、象山街道办至现场检查，发现“798 烧烤”和“桐湘阁”油烟净化装置均运行，
“798 烧烤”存在炭
烧烤吧最严重，
油烟净化装置长期停用。
4、6 月 25 日晚间 8 点，京口区环保局会同区城管局、区市场监管局、象山街道办再次至现场检查，发现
烧烤情况。检查人员要求上述餐饮店主加强日常管理，
确保油烟净化装置正常运行，
以减少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798 烧烤”
现场未经营，
未使用炭烧烤炉。同时，
对餐饮店、外卖人员及食客提出控制噪音的要求。
3、噪声问题
由于该处餐饮店比较集中，
存在播放音乐、外卖车辆以及人员产生的社会噪声，
影响环境。

镇江市句容市华阳镇杜家山行政村工业园区 18 号
镇江市
D320000201806220061 的句容市荣盛泡沫包装厂，废气污染严重，污水未
句容市
经处理直接排放。

D320000201806220084

镇江丹阳市访仙镇超力生态园西南侧的宏利喷涂 镇江市
有限公司，
废气扰民，
下雨天废水直排。
丹阳市

D320000201806220051

泰州市泰兴市张桥镇客仁村任营一组的芮玉和养 泰州市
猪场，
臭味扰民。
泰兴市

1、被投诉企业名称实为句容市荣胜泡沫厂（以下简称
“荣胜泡沫”
），
位于句容市开发区杜家山工业园 18 号，
经营范围为：
泡沫包装、纸制包装、木质包
装、模具生产、加工、销售等。目前主要生产产品为：聚苯乙烯泡沫，生产工艺为：聚苯乙烯经发泡、驻模、压模得到成品。该企业泡沫包装生产项目
无环保审批手续。
1、句容市环保局已于 2018 年 6 月 24 日针对荣胜泡沫在禁燃区内使用燃煤为燃料的环境违法行为进
行立案查处（句环监〔2018〕102 号，拟处罚 6.4 万元）、并对该企业泡沫包装生产项目无环保审批手续
2、6 月 24 日，句容市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开发区环保所、开发区管委会安环科赴现场检查时，荣胜泡沫未生产，有一台燃煤锅炉用于给车间提供蒸
基本属
水,大气 汽，
擅自生产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句环责改字〔2018〕105 号）。
废气处理工艺为水幕除尘。
实
3、现场检查时，荣胜泡沫燃煤锅炉已停止使用一个星期，并于 2018 年 4 月 29 日与句容市大众锅炉制造有限公司签订了燃气锅炉购买合同，计划
2、句容市环保局要求荣胜泡沫立即补办环保手续、停止使用燃煤锅炉，未经环保部门批准不得擅自恢
复生产。
2018 年 6 月底安装到位。荣胜泡沫生产过程中主要是驻模过程中冷却水降温，
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无生产废水产生；
生活污水接入市政污水管
网处理。
4、该公司在禁燃区内使用煤作为燃料用于生产。
根据举报投诉内容及现场调查情况，
被举报企业实为丹阳市访仙镇的丹阳市访仙镇宏利烤漆厂。
1、丹阳市访仙镇宏利烤漆厂位于丹阳市访仙镇独山村红光路，
该厂于 2016 年 10 月开始从事铁件、塑件的烤漆、喷漆加工项目，
未办理相关环保手续
（项目环评报告书正在编制中）。2017 年 3 月 24 日，
该厂因未批先建，
被丹阳市环保局处罚款 4 万元。
1、针对现场情况，丹阳市环保局要求丹阳市访仙镇宏利烤漆厂停止环境违法行为；待手续齐全，各污
2、6 月 25 日，
丹阳市环保局环境监察人员赴现场调查。现场检查时，
丹阳市访仙镇宏利烤漆厂未生产。
染防治设施建设到位，
经现场核查通过后，
方可从事生产。
（1）该厂于 2018 年 1 月份新建了一条电泳生产线。
2、丹阳市环保局已对丹阳市访仙镇宏利烤漆厂未批先建（电泳生产线，拟处罚款 2 万元）、喷漆工段烘
电泳清洗废水使用塑料桶收集堆放在一空车间内，
约 4 吨左右。
大气,水 （2）该厂酸洗工段产生的废水经中和沉淀过滤后回用，
属实
干废气无废气处理设施（拟处罚款 15 万元）、未建设规范的危废堆放场所（拟处罚款 3 万元）的环境违
（3）该厂喷漆废气经水帘吸附后再经水喷淋、过滤棉处理后高空排放，
喷漆工段烘干废气直排外环境。
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
（4）该厂无规范的危废堆放场所，
漆渣、少量污泥堆放在一闲置车间内。
（5）现场未发现该公司有废水直排的现象。

大气

2018 年 6 月 23 日，
张桥镇党委书记燕荣华带领镇（村）干部到现场核查。6 月 24 日，
泰州市泰兴环保局执法人员王新华、陈坚勇到现场核查。
检查发现，该养殖点东北侧紧邻 1 个住家户，西侧为自然河沟，河沟西侧有住家户，生猪养殖粪便排入蓄粪池，给周边农户做农肥使用。蓄粪池虽采
取彩钢瓦覆盖，
但蓄粪池周边能闻到一点臭味。
信访人反映情况属实。

该信访件与第九批 D320000201806130086 信访件反映为同一问题（2018 年 6 月 14 日交办），
2018 年 6 月 14 日，
姜堰区张甸镇政府张承镇长带领张
甸镇政府、姜堰环保局相关人员现场开展调查。6 月 15 日，
姜堰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戴兆平，
姜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钱拥军带领张甸镇政府、姜
泰州市姜堰区张甸镇工业园区的华丽塑料厂，废 泰州市 大气, 堰环保局、姜堰区经信委、姜堰区安监局、姜堰区市场监管局相关人员现场督促企业整改。6 月 16 日，
姜堰区副区长顾鹏程带领张甸镇政府、姜堰环
D320000201806220066
气、噪音扰民，
废水直排张甸支河。
姜堰区 水,噪音 保局相关人员上门督促企业整改。6 月 23 日，
张甸镇党委书记李伯群带领张甸镇政府、姜堰环保局相关人员再次开展现场调查。6 月 26 日，
姜堰区
委书记、区长李文飚，副区长顾鹏程带领张甸镇政府、姜堰环保局相关人员继续上门督促企业整改。综合前期督查及现场排查的情况，被举报问题
属实。

泰州市姜堰区华港镇李家庄村 5 组的泰州市奥佳
新型建材发展有限公司气味扰民，排放黑色颗粒 泰州市
D320000201806220081
物。投诉人不认可该厂建设在居民区，
认为该厂环 姜堰区
评审批有问题。

大气

属实

对芮玉和生猪养殖点关停。

属实

1、立案查处。针对上述问题，姜堰区已责令华丽公司抓紧落实整改。对华丽公司部分项目未批先建
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泰环罚告字[2018]6-115 号），拟处罚款 15.2 万元，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对华丽公
司废水排放行为立案查处（泰环罚告字[2018]6-101 号），拟处罚款 15 万元，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对华
丽公司部分废气处理设施未执行
“三同时”
制度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泰环罚告字[2018]6-113 号），
拟处
罚款 60 万元，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对华丽公司锅炉废气超标行为，
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泰环
责改字[2018]6-3 号），
并进行立案查处；
对华丽公司噪声超标行为，
姜堰区政府下达限期治理决定（泰
姜政发[2018]128 号）。
2、跟踪督查。由张甸镇政府牵头成立驻企工作组，
负责督查企业整改工作进展。

2018 年 6 月 23 日接报后，
姜堰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
立即明确由姜堰区华港镇主办，
姜堰环保局协办，
迅速展开调查。23 日下午，
华港镇副镇长左
玉龙带队，会同姜堰环保局华港中队王长虹、田晓军、朱芳芳等人到现场进行了调查核实。现场调查中，该公司正常生产，废气、废水污染防治设施
责令该公司制定整改方案，
提高投料工序废气收集率。
均正常运行，
但有少量废气逸散，
生产现场确有异味，
厂区周边未发现举报人反映的黑色颗粒物。
部分属
目前，该公司已初步制定了整改方案，拟通过增加集气罩面积等措施进一步提高废气收集率。姜堰区
6 月 24 日，姜堰环保局委托泰科检测科技泰州有限公司对该公司沥青烟、苯并[a]芘有组织及无组织排放情况、锅炉燃烧废气排放情况进行了监测， 实
将责成华港镇督促该企业尽快按方案组织实施，
确保在 2018 年 8 月 31 日前整改到位。
监测结果表明：
沥青烟、苯并[a]芘、颗粒物、SO2、NOX 等指标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2018 年 6 月 23 日接报后，
姜堰区委、区政府对此高度重视，
明确由顾高镇政府主办，
姜堰环保局协办。6 月 23 日下午，
顾高镇党委书记孔晓霞、镇长
责成该企业及时清理车间地面粉尘，
进一步减少粉尘影响。
成猛会同姜堰环保局相关工作人员对该企业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中，该企业正常生产，粉尘收集装置及除尘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姜堰区环境监 部分属
6 月 30 日后，
根据泰科检测科技泰州有限公司对喷砂、喷漆废气出具的监测报告，
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测站现场对木制品加工车间排气筒内废气，
及该公司上、下风向的无组织废气进行了采样监测，
结果显示颗粒物指标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对
实
喷砂、喷漆废气委托泰科检测科技泰州有限公司进行了监测，
预计 6 月 30 日取得监测报告。
2018 年 6 月 23 日下午，
黄桥镇副镇长、公安分局局长唐传星、镇长助理顾晓斌、胜利村支部书记周春安、镇综合执法局和环保工作人员到现场核查。
6 月 16 日，黄桥镇对小二房区域不符合环保条件、存在废水废气污染的猪副产品加工户实施断电并关停到位。胜利村有小型污水预处理设施的作
泰州市泰兴市黄桥镇政府于 2018 年 6 月 10 日凌晨
坊分别为何兵加工点、徐忠建加工点、徐宏星加工点、狄文中加工点，均无项目环评审批手续，存在加工区和居民区混杂，废气扰民严重，1 家污水接
1 点左右，
通知胜利村的 48 家肉产品加工作坊不符
管生活污水管网，
3 家污水排放如泰运河。
泰州市 其他污
部分属
D320000201806220094 合环保要求，要断电。2018 年 6 月 11 日中午被强
黄桥镇胜利村聘请专家论证规划建设猪副产品加工集聚区的可行性。
目前，黄桥镇决定预留国土规模边界，拟在火车站北侧、益民肉制品公司东侧选址建设猪副产品加工集聚区，由胜利村聘请专家论证规划建设猪副
泰兴市
染
实
行断电。投诉人认为自己的作坊有污水处理装置，
产品加工集聚区的可行性，建设标准化厂房、污水集中处理中心和废气收集设施，采用集中供热，配套建设集中冷藏冷库，成立行业协会，统一注册
不能一刀切。
商标和规范管理，
既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和安全生产问题，
又使猪副产品加工传统产业步入良性化发展轨道。
综上，
黄桥镇对不符合环保条件、存在废水废气污染的猪副产品加工户实施断电关闭情况属实，
对猪副产品加工行业采取一刀切的情况不属实。信
访人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融侨中央花园附近的河道为红旗北河。河道北起奥体南门，南到河西大街，与韩二河相连，全长 2.2 公里。2016 年，河西管委会市政处、新城公司对
红旗北河进行综合治理。截止到 2016 年底，
累计完成清淤 17300 立方米，
河道水质得到改善。
对于群众反映的河西南部河道有管道错接情况，
大部分南部河道均为新建河道，
汇水范围内小区、企事业单位均为雨污分流制。但在后期大量商业
处理整改情况
体、小区投入使用后，
可能存在私拉乱接雨污水管道等情况。河西管委会在 2016 年已完成友谊河、莲花河等问题河段的截污纳管工作，
针对部分有
1、建邺区城管（水务）局牵头，在 2017 年全区河道基本消除黑臭的基础上，着力推进河西中南部河道
错接的片区，在下游设置了截流井，晴天无污水下河情况。2017 年，建邺区政府利用地下雨污管网测绘大数据，完成河西中南部地区河道汇水范围
汇水范围内错接混接点整改，
彻底解决河道岸上剩余根源问题，
进一步巩固提升河道水质。
南京市建邺区富春江西街 29 号融侨中央花园附近
内 58 个小区、企事业单位错接混接点整改工作（含督促责任主体自行整改），
完成比率近 80%。
2、建邺区兴隆街道综合行政检查执法大队重点加强小区门前商家、企事业单位等排水户的水务执法
的红旗河，水体黑臭，主要原因是河西南部河道有
调查核实情况
监管，确保不出现私拉乱接雨污水管道、向门前雨水篦子乱倒生活污水等违规排水行为。区综管所市
管 道 错 接 情 况 ，有 污 水 流 入 红 旗 河 。 对 信 访 件 南京市 水,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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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上午、下午，区城管（水务）局工作人员顾然、禹贡市政公司
政执法中队、区水务执法中队同步做好在建工地的执法监管，
确保工地排水规范达标。
X320000201806220020
不属实
D320000201806060096 公开回复中“未见水流， 建邺区 污染 工作人员张瑞等会同兴隆街道工作人员雷俊进行了查看核实，现场确无黑臭情况，水质观感良好。此前,区环保局 6 月 14 日、19 日曾两次对红旗北
3、河道养护单位重点加强河道的巡查管护，如发现污水下河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联系相关单位进行
目前河道水质观感较好无黑臭情况”不满意，认为
河水质进行监测，
结果均为非黑臭。
上游追溯排查，
并实施整改。
公开回复不属实。
红旗北河旁边的融侨中央花园小区等内部错接混接点整改工作，2017 年下半年启动，现已完成近 90%，正在进行扫尾。施工期间，已采取临时措
问题解决情况
施，
将污水管道错接入雨水管道的少量生活污水调排入市政污水管道，
确保污水不进入雨水管道入河。同时扩大排查范围，
将河道旁边华新城等新
1、区城管（水务）局牵头，目前正在加快推进河西中南部河道汇水范围内错接混接点整改，尽快彻底解
建小区一并列入排查，
目前正在摸排中。对于举报提及的红旗河，
也已启动附近小区是否存在错接点的排查工作。
决河道岸上剩余根源问题，
进一步巩固提升河道水质。
针对举报人反映南部河道有错接情况，
建邺区今年利用地下雨污管网测绘大数据，
对河道汇水范围内已交付使用的排水户进行复核检查，
并对排查
2、河道养护单位落实河道长效管护，
及时打捞河道漂浮物。
出的错接混接以及部分阳台洗衣机水排入雨水管情况逐步实施整改，尤其针对河道整治过程中，为确保晴天污水不下河而设置的截流装置所对应
的上游排水户错接点进行整改，
今年底将完成整改并陆续拆除大部分截流装置，
从源头上彻底解决问题。
举报人反映的河西南部河道有管道错接情况属实，
河道黑臭情况不属实。
D320000201806220087

泰州市姜堰区顾高镇的贝科利尔门窗厂，
粉尘污染 泰州市
严重。
姜堰区

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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