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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一）杨湾海螺水泥：1、公司厂界 300 米卫生防护距离内无居民区和学校，距离南官河饮用水取水口约 3.4 公里；2、园区已委托大自然公司对企业噪
声进行检测，检测数据显示达标；前期园区已委托大自然公司对企业有组织、无组织粉尘进行检测，检测数据显示达标。
（二）中海油气：1、公司厂界
800 米卫生防护距离内无居民区和学校，距离南官河饮用水取水口约 1.2 公里；2、现场检查公司硫磺装置废气、污水在线监控，监控数据显示达标。
泰州市医药高新区内的海螺水泥厂、中石化化工
前期园区已委托大自然公司对企业有组织、无组织废气和废水进行检测，
检测数据显示达标；
3、园区已委托市辐射环境监测站对企业重整装置液位
厂、东陵化工厂、热电厂距离学校和居民区近，
距离
显示放射源进行检测，检测数据显示源辐射剂量均在允许范围内。
（三）东联化工：1、公司装置 700 米卫生防护距离内无居民区和学校，厂界距离南
泰州市
南官河饮用水取水口只有几十米；海螺水泥厂噪
噪音,大 官河饮用水取水口约 830 米 ；2、公司目前仍在停产消缺未复工；3、园区长期委托大自然公司驻园进行监测，正常工况下未发现超标现象，但在 4 月 部分
D320000201806240005
医药高
声、粉尘污染；
中石化化工厂、东陵化工厂排放废气
气,水 22 日晚因热电厂外部供应蒸汽突然断供导致东联化工硫磺装置克劳斯炉发生故障，现场监测发现厂界无组织硫化氢超标。环保分局已立案查处； 属实
新区
污染环境，污水排放污染河水；热电厂污水排放污
4、前期环保分局委托大自然公司对企业废水进行取样，
检测发现挥发酚超标，
目前已对公司立案查处。6 月 11 日，
环保分局委托大自然公司对企业
染了河水；
中石化化工厂有辐射污染。
废水再次进行检测，检测数据显示各项指标（包括挥发酚）达标。
（四）金泰环保：1、公司厂界 100 米卫生防护距离内无居民区和学校，距离南官河饮
用水取水口约 2.3 公里；
2、园区已委托大自然公司对企业废水进行检测，
检测数据显示达标。
（五）赵泰支港：
园区已委托大自然公司对赵泰支港三个
断面水质进行检测，检测数据显示三个断面 pH、溶解氧、高锰酸钾指数、氨氮、总磷、石油类等指标均达到 IV 类水标准，挥发酚未检出。
（六）南官河
饮用水取水口即高港区备用水源，
经向有关部门咨询，
该取水口常年不使用，
现已被取消，
目前泰州市政府已作出批示，
另行选址建设备用水源地。

泰州泰兴市张桥镇郭桥村北小 1 组的河塘（宁通高
泰州市
D320000201806240028 速的西侧，郭胜虎承包，长约 80 米，宽约 40 米），在
泰兴市
2017 年填埋了化工废渣。

D320000201806240036

泰州市高港区口岸街道的赵泰支港，河水水质较 泰州市
差。
高港区

土壤

水

2018 年 6 月 25 日下午，泰州市泰兴环境执法局副主任科员葛建亚、环境执法人员王新华、翁洪海会同张桥镇分工镇干陆万里对信访人反映的地块
进行现场核查。经镇、村干部确认，这个地块原为宁通高速公路建设初期取土遗留的废沟塘，列入张桥镇郭桥村 2016 年土地复垦项目并于当年实
施复垦。调查人员先后找张桥镇分工郭桥村干部陆万里、土地复垦承包人刘志荣以及复垦时拉土方的自卸王驾驶员干留华等人调查了解土地复垦
情况。据土地复垦承包人刘志荣反映，
这个河塘在土地复垦时，
他们未使用化工废渣，
而是使用房地产项目皇家水岸和新世界广场的建筑弃土。同
时，
刘志荣反映他们开始实施土地复垦时，
发现该河塘北侧至中部地段已填有黑色的、有氨水味的废渣。
6 月 25 日下午，
张桥镇、郭桥村依据土地复垦承包人刘志荣提供的线索，
组织挖机对这个地块中部偏北点位取点开挖。现场由西向东开挖了一道长
约 30 米、宽约 1 米、深度约 2 米的横切沟。现场发现该横切沟西侧仅有少量黑色废渣，中部至东部挖掘地带黑色废渣数量较多，黑色废渣带有氨水
味，
检查人员初步判定现场挖掘出的黑色废渣与单氰胺废渣特性相符。
目前，
公安机关传讯当时河塘复垦承包人刘志荣、原村支部书记戴军、河塘承包人郭胜虎，
并制作了讯问笔录。信访人反映情况基本属实。

基本
属实

问责
情况

处理和整改情况

1、6 月 11 日，
园区企业服务中心主任、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环保分管负责人徐昊，
约谈东联化工安全总
监吴双九、HSE 部副主任刘伟。2、针对 4 月 22 日晚东联化工厂界硫化氢超标事件，高新区环保分局
已立案查处；
针对东联化工 4 月 11 日总排口废水挥发酚超标问题，
高新区环保分局已立案查处。3、针
对海螺水泥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环保分局会同园区已督促企业采取以下整改措施：
（1）加快实施廊
道封闭、磷石膏粉堆棚改造。
（2）在上述改造到位之前，公司须采取临时抑尘措施，尽可能减少粉尘污
染。

进行深度开挖，
同时启动场地污染损害评估。

6 月 27 日下午，
口岸街道党工委书记张桂林带领分管农村工作负责人吉鹏军，
分管环保负责人王国平，
综合执法局张竹山、张文彬，
会同区环保局张
磊等立即赶赴赵泰支港现场进行实地查勘，发现水质感观较差，并进行了水样采集。6 月 28 日下午，高港区政府办牵头区住建、水利、环保、信访及
口岸街道负责人再次现场调查。通过水样检测，
送水河以北的赵泰支港水质为劣 V 类。经会商分析，
造成北赵泰支港分界河水质较差的主要原因：
属实
一是送水河以北赵泰支港入河口建有节制闸一座，
平时基本处于关闭状态，
只有遇涝时才开闸泄水，
造成北赵泰支港基本断流，
形成死水；
二是北赵
泰支港高港段存在部分生活污水入河现象；
三是北赵泰支港界河段滨江工业园区拆迁现场，
部分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倾倒在河中。信访人反映情况
属实。

1.对赵泰支港西侧进行现状勘测,结合实际，
对直排污水管进行封堵。(2018 年 9 月底前,责任人:张桂
林、张竹山)
2.对赵泰支港滨江工业园区一侧部分建筑垃圾、生活垃圾进行清理。
（2018 年 7 月 10 日前，责任单位：
滨江工业园区管委会）
3.赵泰支港进行疏浚。(2018 年 10 月底前,责任人: 张桂林、张竹山)
4.赵泰支港进行长效管护。(长期坚持，
责任人: 张桂林、张竹山)

2018 年 6 月 25 日，
泰州市泰兴环保局环境执法人员孔德伟、叶宏、陈立学，
广陵镇副镇长张旭光、环保科长郭德生到现场核查。
检查时，该公司处于停产整治中。该公司生产工艺为：投料－搅拌混合－密炼－过滤挤出－基布压延－保温发泡－修边及后道处理－表面处理－
烘干－成品。企业环评显示，该公司在搅拌密炼、保温发泡、表面处理及烘干工段有粉尘、环氧大豆油、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MF、丁酮、甲苯等废气
污染物产生。
2018 年 5 月 23 日，
泰州市泰兴环保局对该公司进行检查，
发现该公司后道处理车间在原有 2 套表面处理机的基础上，
未经审批擅自新增 2 套表面处
理装置并投入使用，
同时新增了 3 个废气直排管道，
部分表面处理机烘干废气直排外环境。此外，
该公司还增加了一台开布机，
在基布开布和密炼压
延工段存在未对生产中的挥发性有机废气进行有效收集处理。泰州市泰兴环保局依法对该公司开布机进行查封，并启动了立案处罚程序。6 月 25
日现场检查时，
该公司开布机处于查封状态；
1 台老表面处理机已拆除，
1 台备用，
另外 2 台新机拟作为正常生产使用；
表面处理车间内 3 个废气直排
管道尚未拆除。
信访人反映情况属实。

属实

责令该公司继续停产整改。

责令泰兴市旭日织造有限公司、何世美织布加工点、高其章织布加工点立即停止生产，环保部门对上
述企业（加工点）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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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20000201806240052

泰州市泰兴市广陵镇联匡村的江苏宏成塑业有限 泰州市
公司，
存在废气污染。
泰兴市

大气

81

D320000201806240060

泰州泰兴市黄桥镇城黄西路的旭日制造厂和附近 泰州市
的织布厂，
粉尘、噪声扰民。
泰兴市

2018 年 6 月 25 日下午，
泰州市泰兴环保局环境执法人员杨国强、周游，
会同黄桥镇环保科负责人对交办件中反映问题进行调查核实。
噪音, 经查，泰兴市旭日织造有限公司及附近何世美织布加工点、高其章织布加工点均从事牛仔布织造项目加工。主要生产工艺为棉纱－外协染色－织
大气 布－整理－成品，主要生产设备为剑杆织布机，无工艺废水产生，生产过程中产生一定粉尘及噪声。检查发现泰兴市旭日织造有限公司、何世美织
布加工点、高其章织布加工点均无环保审批手续，
且未配套建设粉尘防治设施。信访人反映情况属实。

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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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26 日，
泰州市靖江环保局顾爱东、陆明、程志勇、李敏、盛显平，
西来镇朱文忠至现场进行调查和监测。经查，
该单位从 2014 年 2 月开始在
现址生产，
“喷塑、电泳加工项目”
2015 年 10 月编制评估报告，
主要设备为电泳线 1 条、喷塑线 1 条。电泳线生产过程中产生废水，
经隔油沉淀后部分
回用、部分排至厂东侧小河，
现场检查时电泳生产线停产，
未发现废水外排，
但该单位未按评估报告要求在隔油池内安装破乳装置；
喷塑线生产时产
泰州靖江市西来镇的亿顺汽车配件厂，
废水废气治
其他污 生废气，喷塑线建有 3 套滤芯除尘设施。现场检查时污染防治设施正在运转，经监测，监测报告（靖环监（纠）字（2018）第 237 号）显示喷塑车间总排
泰州市
D320000201806240073 理设施不正常运行，
废水废气直排。位于阜宁路的
染,大 口排放的颗粒物浓度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标准。
靖江市
新厂区内表面处理生产线未批先建。
气,水 关于群众举报的位于阜宁路的新厂区内表面处理生产线未批先建问题，
经调查，
该单位实名为江苏祥福顺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人和靖江市亿顺
汽车配件厂投资人为同一人张留根，该单位地址位于靖江经济开发区新兴路 5 号，该单位“从事年产 400 万只家用电器零配件项目”2018 年 5 月 28
日经泰州市行政审批局审批，
审批文号为（泰行审批（靖江）
〔2018〕20052 号），
该单位正处于厂房建设阶段，
不存在未批先建。
举报部分属实。

部分
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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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25 日，泰州市泰兴环保局执法人员陈坚勇、明海涛会同虹桥镇环保科黄志峰、刘伟对泰兴市打字机厂信访问题进行调查核实。现场检
查时，
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
正在进行污水处理设施改造。
1、信访件反映“生产线从 15 条扩建至 17 条，投诉人质疑新增生产线未批先建”问题。经查，泰兴市打字机厂编制了违法违规建设项目自查评估报
告，
并经环保部门公示备案，
报告中明确企业有 18 条电镀线和 65 只电镀槽，
信访反映问题不实。但企业擅自增加了 2 套手工电镀前处理设备，
未重
新报批。
泰州泰兴市虹桥镇镇西路 29 号的打字机厂（电镀
2、信访件反映
“废气扰民”
问题。经查，
该企业建有 15 个酸雾废气排气筒、6 个生物质热水炉排气筒、1 个污泥烘干装置排气筒，
所有废气排气筒均存
泰州市 大气,其
D320000201806240082 厂），生产线从 15 条扩建至 17 条，投诉人质疑新增
在未设置采样平台、采样孔设置不合理和未设置标识牌问题。2 条镀金线使用氰化金钾、2 条镀镍线使用氰化钠，均未对含氰废气进行单独处理，未
泰兴市 他污染
生产线未批先建；
废气扰民，
废水直排南侧河道。
设置超过 25 米高排气筒。生产车间酸雾仅采取侧吸方式，镀槽上部无集风罩，废气收集不完全，镀镍的铬酸槽未配备单独铬酸雾吸收处理装置，废
气直接经碱喷淋装置处理排空。信访反映问题属实。
3、信访件反映
“废水直排南侧河道”
问题。经查，
该企业大门北侧设置了尾水排放口、采样井、应急池、初级雨水收集池。在设施出水安装了铬、镍在
线监控装置，总排口安装了 PH 在线监控装置，所有在线监控装置均未与环保部门联网。未完全执行日测月报制度。现场检查时因停产，无废水排
放。企业南侧河边未发现排污口，
对该企业南侧河道水体采样监测，
监测数据显示未检出重金属。信访反映问题不属实。
综上，
信访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部分
属实

1、泰州市泰兴环保局今年 5 月份已对企业排气筒不符环保要求、监控装置未联网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
了立案查处。
2、对企业擅自增加电镀前处理设备、未设置铬酸废气、含氰废气收集处理装置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
处。
3、督促企业针对存在问题迅速制定整改方案，
报环保部门备案后实施。

84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南京市玄武区花园路 15 号 5 栋楼下共 3 家饭店，
分别为：
老宅子私房菜、小酒馆的当家菜、华香楼花园路川菜馆。
1、店名为老宅子私房菜，
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花园路 15 号 5 栋 105 室，
面积约为 100 平方米。2011 年 8 月 16 日取得营业执照，
工商注册名称为南京
市玄武区馨文小吃店，
经营范围为餐饮服务，
无餐饮经营许可证。有油烟净化器，
无隔油隔渣池。
2、店名为小酒馆的当家菜，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花园路 15 号 5 栋 106 室，面积约为 120 平方米。2011 年 8 月 16 日取得营业执照，工商注册名称为南
京市琴飞家常菜馆，
经营范围为餐饮服务。有油烟净化器，
无隔油隔渣池。
3、店名为华香楼花园路川菜馆，
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花园路 15 号 5 栋 102 室，
面积约为 200 平方米。2011 年 4 月 26 日取得营业执照，
工商注册名称
为华香楼花园路川菜馆，
经营范围为小型餐饮服务，
有油烟净化器、隔油隔渣池。
调查核实情况
南京市玄武区花园路 15 号 5 栋楼下的饭店（老宅
2018 年 6 月 25 日下午 15：30，玄武湖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吴恒、副主任张浩带领街道相关人员会同区环保局、城管局、水务局及市场监督管理局
南京市
X320000201806240001 子私房菜、小酒馆的当家菜等）油烟、异味扰民、污
大气,水 玄武湖分局等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
玄武区
水横流。
经核实，南京市玄武区花园路 15 号 5 栋楼下的 3 家餐饮店中 2 家（老宅子私房菜、小酒馆的当家菜）油烟净化不彻底，烟道排口紧贴已破损状态的污
水窨井盖口，油烟经过管道排出时大部分进入污水管内，另外少部分会散发到地面，导致油烟扰民。同时，2 家店未安装隔油隔渣池，餐饮污水未作
预处理，
直接排入污水管道，
造成污水管道堵塞，
少量污水漫溢到地面，
导致异味扰民。现场还发现，
小酒馆的当家菜将未预处理的餐饮污水直接排
入雨水管道，
造成雨水管道堵塞。华香楼花园路川菜馆有油烟净化设施及隔油隔渣，
但无设备清洗记录。
举报人反映的南京市玄武区花园路 15 号 5 栋楼下饭店油烟、异味扰民、污水横流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1、老宅子私房菜油烟净化不彻底，
无油烟净化设施清洗记录，
油烟直接排入下水道，
无隔油隔渣池，
餐饮污水直接排入污水管道，
并且无食品经营许
可证。
2、小酒馆的当家菜油烟净化不彻底，
无油烟净化设施清洗记录，
油烟直接排入下水道，
无隔油隔渣池，
餐饮污水直接排入雨水管道。
3、华香楼花园路川菜馆无油烟净化设施清洗及隔油隔渣池清理记录。

属实

处理整改情况
1、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 3 家餐饮店停业整改，
并建议老宅子私房菜餐饮店转向经营。
2、区环保局责令小酒馆的当家菜，更换油烟净化设施，优化排烟管道，安装隔油隔渣池；责令华香楼花
园路川菜馆餐饮店，
立即清洗油烟净化设施，
保证油烟净化设施正常运行，
并及时打捞隔油隔渣池。
3、区水务局责令老宅子私房菜、小酒馆的当家菜、华香楼花园路川菜馆，聘请专业资质人员对餐饮店
后场雨水、污水管道进行疏通和养护。
4、区城管局责令老宅子私房菜、小酒馆的当家菜、华香楼花园路川菜馆，对门前及后场卫生进行打扫
冲洗，
安排玄环公司对脏污破损的店家自备垃圾桶进行更换。
问题解决情况
目前 3 家餐饮店已停业整改，
在不符合整改要求前不得擅自恢复营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环保局、水
务局、城管局及玄武湖街道加强对 3 家餐饮店监督检查，
确保污染防治措施落实到位。
玄武湖街道督促老宅子私房菜转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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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顺达家园菜场（第二农贸市场）位于南京市江宁区芙阁路 288 号，由江宁区商贸集团管理，菜场北面芙阁路由江宁区城管局东山清管所负责日常保
洁。
调查核实情况
南京市江宁区顺达家园小区后面的菜场每天凌晨 南京市 其他污 接到交办件后，
6 月 25 日 13：
00，
江宁区东山街道办事处主任陈炳晖、副主任丁玲带领街道环保所、综合执法大队、东山交警中队、东山社区相关人员
X320000201806240003
运输噪声扰民，
周边环境脏乱差。
江宁区 染,噪音 会同江宁区城管局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进行调查。
经核实，
第二农贸市场确实存在凌晨运输车辆行驶卸货噪声扰民，
以及周边环境卫生保洁不到位等问题。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1、凌晨运输车辆行驶卸货造成噪声扰民；
2、周边环境卫生保洁不到位。

属实

处理整改情况
1、东山交警中队在道路入口处设置禁鸣标志，
加强道路管理力度；
2、东山社区组织 10 名工人、2 辆垃圾清运车会同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及区城管局东山清管所对周边环
境开展综合整治；
3、东山街道加强巡查监管，
落实长效管理，
确保市场秩序井然、环境整洁有序。
问题解决情况
截至 6 月 26 日上午 11：00，第二农贸市场周边环境脏乱差问题已清理到位。江宁区政府责成东山街
道、区城管局加强芙阁路日常保洁，确保周边环境整洁有序；督促周边小区物业加强日常保洁，确保垃
圾日产日清；加强第二农贸市场场内保洁，并对商户开展宣传教育，避免运输车辆行驶卸货噪声扰民；
加强区域巡查监管，
明确专人定岗定责，
杜绝堆放垃圾、禁止司机鸣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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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
投诉反映的情况属实。
6 月 25 日，区环境监察大队会同河埒街道就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现场核查。检查时，滨湖区童话歌厅未在营业，共有 13 个卡拉 OK 包厢，部分包厢
投诉人反映，
无锡市滨湖区惠河路的童话歌厅无环 无锡市 其他污
X320000201806240013
距东面居民小区不足 30 米。该歌厅
“歌舞娱乐、卡拉 OK 演唱、茶水服务项目”
，
于 2011 年通过滨湖区环境保护局审批（锡滨环管﹝2011﹞第 057 号）， 属实
保审批手续，
夜间噪音扰民。
滨湖区 染,噪音
该歌厅因法人变更于 2014 年向滨湖区环境保护局报批了《滨湖区童话歌厅歌舞娱乐、卡拉 OK 演唱、茶水服务环境影响登记表》，并获得审批（锡滨
环评许准字﹝2014﹞第 280 号）。6 月 26 日，
滨湖区监测站对童话歌厅边围噪声进行监测，
东面居民一侧噪声值为 51.6 分贝，
超过夜间噪声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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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人反映，
无锡市滨湖区佳庆铸造厂距离华庄贡
湖苑小区只有 20 米，排放难闻废气、噪声（特别是 无锡市
X320000201806240018
夜间）扰民；信访人认为企业 50 米卫生防护距离不 滨湖区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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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
投诉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
6 月 25 日，华庄街道会同区环境监察大队对无锡市佳庆焊接弯管铸造有限公司开展现场检查。检查时，该企业车间不在生产，电炉无温度，其余设
大气,
备都不在使用。电炉熔炼粉尘已配套布袋除尘设施，脱蜡废气已配套碱喷淋设施，抛丸粉尘已配套布袋除尘设施。华庄街道双茂社区的环境监管
噪音
网格员现场反映，
该企业在 2018 年 6 月 20 日解封设备后未投入过生产。从地理位置看，
该企业位于贡湖苑东侧，
厂区与小区之间相隔有信成道，
相
距约为 100 米。

经查，
群众反映的环境信访问题基本属实。
举报人反映：
无锡市江阴市新桥镇苏圩村附近的幕
2018 年 6 月 25 日中午接到交办件后，
江阴市新桥镇、镇综合执法局、江阴市环保局、新桥镇环保所等相关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了调处。
无锡市
X320000201806240022 墙玻璃厂，
排放有害废气和玻璃粉尘，
严重扰民，
工
大气,水 现场检查时，
重点对企业环评资料与台账，
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工厂旁边河水黑臭情况作了认真细致的调查，
具体情况如下：
江阴市
厂旁边河水黑臭。
该公司由于没有订单，
全厂于 6 月 23 日起停产。磨边、清洗废水暂存于三格式沉淀池，
尚未排入污水处理厂，
无废气产生和排放。
位于该公司北侧的白子港河目测比较清澈，
河面无漂浮物，
无黑臭现象。经对白子港禾新杨桥段河水采样分析，
河水水质达到了Ⅲ类水质要求。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铜山新区黄河路，
嘉惠园小区
徐州市
X320000201806240005 南门向西 50 米有一家曼度休闲会所夜总会，楼顶
铜山区
机器噪声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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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反映的常州市利来再生物资有限公司，位于常州市新北区奔牛镇陈巷村叶汤公路西侧，主要从事废旧物资收购、废塑
料收购加工等业务。收到信访后，新北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新北区环保部门、公安部门、奔牛镇及陈巷村委迅速成立调查组进行实地勘查。经
查，
该信访与第十三批 X320000201806170005 号信访件重复。现场检查时发现，
该公司于 2018 年 5 月省级督察时因造粒车间沉淀池积存水 COD
等指标超标排放被新北区环保部门立案查处并处以罚款 25 万，
公司停产整改中。
1.调查组调阅该公司环评文件、批复和验收意见，该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为塑料造粒车间清洗池沉淀物、污水处理污泥，为一般固废。
2018 年之前上述一般固废年产生量共约 5 吨，与生活垃圾一并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2018 年以来因生产不正常而分散暂存于车间清洗沉淀池和污
泥池，
未进行清理。
常州市新北区奔牛镇陈苍村的利来公司（生产塑料
常州市
2.6 月 18 日我区接到信访反映该公司将污泥填埋至村内井内，经奔牛镇对周边村庄进行排查，共发现 2 口直径为 40 公分的水井，分别位于该公司东 部分
X320000201806240009 造粒），
将产生的有毒污泥填埋在村里的牛车汫、松
土壤,水
新北区
侧的王家塘、谈家塘自然村，
都在正常使用，
未发现倾倒污泥于井内污染周边环境的现象。
属实
坟汫，
渗漏污水污染周边环境。
3.根据 6 月 25 日信访内容，
反映实际地点不在井内，
而是周边村庄涉及的牛车沟、松坟沟，
调查组迅速组织人员对牛车沟、松坟沟筑坝抽水开挖，
开挖
长度近 50 米，
清理底泥量 200 余立方。现场发现 2 条河道淤泥堆积严重，
淤泥中含有废塑料碎屑片，
调查组委托有资质公司对利来再生物资有限公
司厂区西南侧、厂区污泥堆积池、牛东沟、松坟沟等多处土壤（淤泥）进行采样分析，
以鉴定其性质。
4.经调查组对周边河道淤泥来源走访排查分析，该河道淤泥中含有废塑料碎片主要原因为：一方面 2 条河道周边原存在 17 家无证无照塑料粒子，虽
然近期奔牛镇已进行逐步清理，但由于该区域历史产业原因，塑料粒子作坊雨污水均未接管，生产废水中夹杂污泥通过村庄雨污管道直接流入河
道，造成淤泥堆积且掺杂废塑料碎屑片；此外常州市利来再生物资有限公司整改前,将厂区雨水收集至初期雨水收集池再泵入污水处理回用池，不
排除外排雨水中含有污泥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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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人对信访编号为 X320000201806150027 公
开的处理结果不满意，
认为常州市天宁区天宁街道
常州市
X320000201806240011 迎春花园的世纪心缘餐饮有限公司在居民楼提供
天宁区
产生油烟的餐饮服务，违反了《常州市餐饮业污染
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大气

经查，
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与第九批 X320000201806130004、第十一批 X320000201806150027 信访件重复。反映的常州市世纪心缘餐饮有限
公司，位于天宁区迎春花园 5-02。接到信访后，天宁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由天宁街道办事处和天宁环保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多次进行实地勘
查。该公司成立于 2001 年，由常州市卫生局合法核发餐饮服务许可证，核准类别为中型餐馆，2017 年因机构改革，职能调整，该公司申请换发新版
食品经营许可证，
目前的营业执照颁发日期为 2018 年 3 月 28 日，
经营范围为餐饮服务。因其餐饮服务不存在新建、改建、扩建情况，
不违反 2018 年
2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常州市餐饮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三条之规定。该公司安装了静电式油烟净化装置，
在店外设置了独立的油烟排放管道，
于
6 月 15 日对其排放油烟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达标。

1、责令停止距离居民小区不足 30 米包厢的使用。
2、6 月 27 日，环境保护局就噪声超标问题向歌厅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锡滨环责改决﹝
2018﹞2002 号），责令其立即改正噪声超标的环境违法行为；并立案查处，已下发《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
（锡滨环罚事告[2018]第 17 号），
拟处罚款人民币贰仟元整，
并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1、继续推进“散乱污”企业整治；2018 年 7 月 4 日前，拆除浇铸供电设备；2018 年 7 月 27 日前，拆除浇
铸设备。
2、待恢复生产后对其噪声、废气排放情况进行监督性监测。
3、按太湖新城产业规划布局加快推进企业拆迁。

1、对未批先建新增设备直线磨边机 2 台、异形磨边机 2 台、玻璃钻孔机 3 台、玻璃镀膜线 1 条，
下达责令
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澄环责改字（2018）长 06497 号] ，立即停止生产，并立案处罚(澄环罚告字
【2018】督 52 号)，
拟对该公司罚款 30 万元、对法人罚款 10 万元。
2、要求该公司对屋面雨水与磨边、清洗废水进行雨、污分类收集；
基本
3、要求该公司安排专人对磨边机区域及时清理，
确保环境整洁；
属实
4、要求该公司健全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明确环保岗位人员，
制定设施维护保养计划，
建立奖惩制度，
完
善各类治理设施运行台账；
5、江阴市新桥镇加强对该公司的跟踪管理，
做好周边群众稳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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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

2018 年 6 月 25 日，铜山街道办事处联合铜山区环保局进行现场核查，曼度休闲会所夜总会全称为铜山区曼度娱乐会所，位于铜山新区黄河路西路
126-1 门面房，该会所 2015 年 11 月 13 日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生产经营范围为保健按摩服务、日用百货批发兼零售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
案号为 201832031200000556。现场检查时，
该会所未营业，
会所正常经营时楼顶空调压缩机产生的噪音扰民，
举报情况属实。

基本
属实

针对该单位未按要求配套水污染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立案查处，责令停止电泳漆生产线生产。目前
该单位已停止电泳漆生产线生产，6 月 28 日检查时该单位已开始拆除生产线，7 月 10 日前完成。该单
位将加快新厂区建设，
在 8 月 15 日前现址将全面停产。

属实

部分
属实

2018 年 6 月 25 日铜山区环保局对该娱乐会所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铜环开改〔2018〕339 号），要求
该会所立即停止营业，
并对楼顶产生噪音的机器进行隔音降噪。现场检查时，
该会所已经停止营业。
2018 年 6 月 27 日铜山办事处联合铜山区环保局再次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已经采用隔音板对楼顶产生
噪音的机器进行封闭。因检查时该会所停业，无法进行噪声监测，铜山区环保局将在会所营业时安排
监测人员对现场噪音进行监测，若噪声超标，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进行处
罚。

1.奔牛镇继续对牛车沟、松坟沟河道沿线，重点对该公司厂区南侧、西侧河段进行全面开挖排查，通过
工程措施进一步确认，
并根据专业单位污泥监测结果依法处置。
2.对该公司未进行固废申报登记、未采取无害化措施处置等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3.责令该公司建设污泥专门堆放场所，
并进行规范化管理，
与有资质单位签订污泥处置协议，
并纳入申
报登记管理。
4.奔牛镇对该公司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
要求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5.奔牛镇对牛车沟、松坟沟再次启动清淤疏浚工程，妥善处置河床底泥，防止二次污染；待梅雨季节结
束后再对两条河道两岸进行全面综合整治。
6.奔牛镇对该区域前期已经取缔的废塑料加工作坊“两断三清”执行情况再次组织排查，防止死灰复
燃。
7.奔牛镇政府落实网格化监管要求，
加大对该区域散乱污集中取缔力度，
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1.天宁街道要求餐饮业经营者定期维护清洗油烟净化设施，确保油烟达标排放，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
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
2.天宁街道严格落实网格化监管责任，
加强日常管理，
落实长效管理。

92

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的江苏乾翔新材料科技有限 常州
X320000201806240012 公司和常州市戚墅堰区鑫泰工业园的常州乾翔休 经开区
闲饰品有限公司，
无环保手续。
武进区

其他
污染

经查，
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1.接到信访后，武进区环保局会同牛塘镇政府组成联合调查组，对江苏乾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现场勘察。该公司“新建年产 5 万立方高分子
防火环保保温材料生产流水线项目”
于 2017 年 3 月经武进环保局审批。因入驻手续不完整，
武进区绿色产业集聚示范区未提供动力用电，
该公司一
直未进行正常生产，
尚未通过环保三同时验收。该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与绿建区签订了退租协议，
加之市场因素决定不再生产。
不属实 武进区人民政府责成武进区绿色产业集聚示范区督促江苏乾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加快搬离。
2.接到信访后，
经开区环保分局会同丁堰街道办事处组成联合调查组，
对常州市乾翔休闲饰品有限公司进行现场勘察。经核实，
该公司已于 2016 年
搬出鑫泰工业园 20 号，并于 2018 年 2 月将厂房整体出售给曹某个人。对鑫泰工业园 20 号进行检查发现，目前曹某在鑫泰工业园 20 号开办了一家
名为常州新吉洗涤有限公司的企业，
并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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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20000201806240017

常州市武进区的宝麟纺织有限公司，常年废气扰 常州市
民。
武进区

大气

经查，反映的问题不属实。反映的常州市宝麟纺织有限公司，位于湖塘镇城西工业园西园路 1 号。接到信访后，武进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武进区
环保局会同湖塘镇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进行现场勘察。该公司定型工段、烧毛工段、污水处理设施均建设废气处理设施。根据“263”专项行
不属实 武进区人民政府责成湖塘镇政府督促该公司加快落实生产设备处置工作。
动方案，该公司已列入 2018 年湖塘镇关停企业名单，5 月 24 日签订关停协议，5 月 25 日正式停产。目前该公司负责人正与设备收购单位商谈设备
处置费用，
生产车间设备蒸汽管道已经切断，
已不具备生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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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江区的吴赣药业，
有一根暗管直排废水到 苏州市
X320000201806240006
苏申港。
吴江区

水

吴赣药业（苏州）有限公司位于吴江区同里镇屯村，
主要从事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项目的生产。该公司生产废水经自建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至
苏申外港。现场采集雨水排放口收集池内水样，监测结果达标。针对废气，该公司分别配套建设了污染防治设施。2018 年 5 月 30 日，组织对该公
司锅炉废气、工艺尾气、总排放口排放废水、厂界昼夜噪声进行检测，结果均达标。6 月 26 日下午，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因冷冻机组故障，自 6 月
11 日停产至今。经查阅公司台账，
其产品与生产规模符合自查报告内容要求。经核对该公司用水量，
废水产生与排放量基本相符。经现场开挖，
未
发现有偷排暗管。但该公司存在如下问题：
1、台账记录不规范；
2、雨水收集池阀门漏水，
生产区域部分地面防腐层老化破损。

部分
属实

责令该公司对上述问题进行整改，
并将继续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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