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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属实

处理整改情况
1、2018 年 6 月 20 日，
江宁开发区日常巡查中发现，
杨陈泵站前池水体存在问题。园区立即组织专业
队伍进场，
采用土袋围堰方案对杨陈泵站前池进行物理隔断，
并在前池架设临时泵将泵站前池水抽排
至市政污水管网。同时，
对泵站前池喷洒药剂、打捞杂物，
保持水体整洁。6 月 23 日、24 日，
开发区管
委会副主任王爱军带领市政科、
水电科、
环保局等工作人员两次到达现场督促加快工程实施。
2、江宁开发区环保局正在进行泵站前池水体净化服务采购，
目前处于招标公示阶段，
预计 7 月中旬确
定中标单位后进场施工，
在泵站前池加装水体净化设备，
改善泵站前池水质，
消除水体异味。
3、6 月 25 日，开发区管委会约谈杨陈泵站汇水范围内部分企事业单位，督促其完成雨污分流改造工
作。同时，
加快推进泵站汇水范围内住宅小区雨污分流工作。
问题解决情况
1、
杨陈泵站围堰隔断已于 6 月 25 日晚完成，
对前池喷洒净化药剂、
打捞杂物以及引水抽排至污水管网
工作目前正在常态化实施。
2、
杨陈泵站前池净化设备预计 2018 年 10 月底前完成安装并正常运行。
3、江宁区政府责成江宁开发区管委会 2018 年底前完成泵站前池上游企事业单位、院校雨污分流工
作，
力争 2019 年 7 月底前完成该片区住宅小区的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南京市建邺区长虹路沿街从事生鲜牛羊肉销售的经营店共 13 家。其中，
“和悦副食”
（南京市建邺区名羊四海食品店）、
“海城水产”
（南京市建邺区江
百慧副食品经营部）、
“蒙奇鲜牛羊肉批发”
（南京市建邺区蒙倚初级农产品销售中心）、
“清真牛羊肉”
（南京春辉副食品经营部）、
“玺涓副食品”
（南京
市建邺区玺涓副食品经营部）、
“森鑫牛羊副食品”
（南京市建邺区纪文森牛羊肉经营部）、
“鼓楼副食”
（南京市建邺区肉类交易市场古楼副食品经营
部）、
“安达新鲜牛羊副食品”
（南京市建邺区老纪牛羊肉经营部）、
“江南副食”
（南京市建邺区江南副食品经营部）、
“江源牛羊肉配送中心”
（南京市建
邺区纪兴田牛羊肉经营部）10 家位于三鸿集庆副食品市场沿街门面房，
所销售的肉品均集中储藏于三鸿集庆副食品市场大型冷库内；
“亿哲顺羊肉”
（南京市建邺区亿哲顺食品经营部）和
“老黄牛羊肉”
（南京市建邺区牛运当头牛羊肉销售中心）位于云锦美地花园绮云居 3 幢楼下门面房，
2 家经营
店各建有小型冷库一处；
“森鑫牛羊肉食品超市”
（南京市建邺区刘春梅食品经营部）位于云锦美地花园丽云居 1 幢楼下门面房，
原冷库已废弃，
用于
存放杂物。
南京市建邺区长虹路沿街的牛羊肉市场，异味扰 南京市 大气,噪 调查核实情况
X320000201806220024
属实
民；
店铺配套的制冷机器，
噪音污染。
建邺区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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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下午，
莫愁湖街道办事处主任唐兵、副主任张志刚，
会同区
环保局、
区市场监管局莫愁湖分局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检查核实，
逐一摸排情况。
经核实，
长虹路沿街 13 家生鲜牛羊肉经营店证照齐全，
“门前三包”
落实到位。由于生鲜牛羊肉经营的特殊性，
现场可以闻到牛羊肉散发出的膻味。
10 家位于三鸿集庆副食品市场沿街门面的经营店使用三鸿集庆副食品市场大型冷库，
门店内本身无冷库，
不产生噪声。6 月 23 日晚，
区环保局对
“三鸿集庆副食品市场”
的冷库制冷设备和 2 家自建冷库门面的制冷设备噪音排放情况进行了监测，
监测结果为
“三鸿集庆副食品市场”
的冷库制冷
设备噪音排放符合标准；
“老黄牛羊肉”
和
“亿哲顺羊肉”
冷库制冷设备噪音排放夜间不符合标准。
经调查，
举报人反映的问题属实。
存在问题
1、
牛羊肉销售经营店散发膻味。
2、
“老黄牛羊肉”
和
“亿哲顺羊肉”
冷库制冷设备噪声排放夜间不符合标准，
存在噪音扰民的情况。

处理整改情况
1、
莫愁湖街道要求各生鲜牛羊肉经营户门口安装塑料软玻璃门帘，
从而降低牛羊肉膻味向外散发，
同
时督促各商户将门前三包责任落实到位。
2、
区环保局责令
“老黄牛羊肉”
和
“亿哲顺羊肉”
立即整改，
采取隔声降噪措施，
确保冷库制冷设备噪声
排放符合标准。
问题解决情况
1、
长虹路沿街从事生鲜牛羊肉销售的经营店均已安装塑料软玻璃门帘。
2、
“老黄牛羊肉”
已安装定时电源开关，
制冷设备只在昼间使用，
夜间断电停用。
3、
“亿哲顺羊肉”
已加装隔音挡板，
经 6 月 24 日晚夜间监测，
“亿哲顺羊肉”
冷库制冷设备噪音排放符合
标准。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1、
江苏经贸学院目前在校全日制学生为 12000 余人，
校园内有两个食堂，
均由后勤集团服务公司饮食服务中心管理。第一食堂位于校园西侧，
共有
两层，
于 2003 年 9 月建成投入使用，
由后勤集团饮服中心自主经营；
第二食堂位于校园东侧，
共有三层，
于 2006 年 9 月建成投入使用，
由南京巨百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经营。
2、
2015 年学校对第一食堂油污管、
隔油池及后场外围雨污管道进行改造疏通清理。后勤集团服务公司与南京项铭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下水管道
疏通合作协议，
确保管道畅通。
调查核实情况
南京市江宁区龙眠大道 180 号的江苏经贸职业技
南京市 大气, 接到交办件后，
2018 年 6 月 23 日，
江宁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宁邦率领大学城创新与管理服务局、高新区建设环保局会同区环保局赶赴现场检查
X320000201806220043 术学院食堂，
油烟污染，
污水横流，
校园垃圾经常无
江宁区 水,土壤 核实。经查：
人清理。
1、
学校两个食堂污水管道完好，
未见污水横流现象。
2、学校两个食堂现有 20 台油烟净化设备，
其中第一食堂 7 台，
第二食堂 13 台。排查中发现第一食堂有 1 台设备损坏，
第二食堂有 1 台设备油污较
重。
3、
学校食堂垃圾有专人清理、
装袋送入学校垃圾中转站；
校园垃圾由江宁区高新园清管所统一清理，
未见校园垃圾无人清理现象。
举报人反映的食堂油烟污染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排查中发现第一食堂有 1 台设备损坏，
第二食堂有 1 台设备油污较重，
油烟处理效率不高，
部分油烟外排存在扰民问题。

处理整改情况
1、
江宁区环保局责令学校督促食堂管理方对存在问题的 2 台油烟净化设备及时更换。
2、
高新区要求学校加强食堂日常检查，
确保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整改到位。
问题解决情况
1、
6 月 26 日，
学校已对存在问题的 2 台油烟净化设备更换完毕。
2、
学校立即启动自排自查工作，
全面排查食堂在日常管理和环境卫生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
同时对校
园整体环境卫生启动提档升级行动。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污染
区域 类型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佛城东路 8 号金德茂花园
南京市
X320000201806220021 小区旁的杨陈泵站有污水排入河道，
恶臭影响小区
江宁区
环境。

南京市秦淮区龙蟠中路 453 号蓝天华门小区的应
南京市
X320000201806220054 天高架桥，虽然建了一小段隔音墙，但交通噪声仍
秦淮区
扰民。

水

噪音

调查核实情况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南京市江宁区金德茂花园位于佛城东路 8 号。小区东南角为开发区杨陈泵站，
该泵站为雨水泵站，
总流量为 10m3/s，
前池面积约 1.6 万㎡，
可调蓄
水量约 5 万㎥。主要收集康厚泄洪道以东、
机场高速以西、
牛首山河以北、
国检路以南的雨水，
总汇水面积约 2.35k㎡。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中央环保督查信访交办件后，
2018 年 6 月 23 日，
江宁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王爱军、
开发区环保局副局长吕汉江、
国土规划建设局副局长范双学
等相关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调查处理。
经核实，
杨陈雨水泵站主要用于雨天泄洪，
晴天未开机排水。经调阅气象资料及泵站排水记录表，
因 2018 年 6 月 19 日全区有明显降水，
且雨量中到
大雨，
局部暴雨。考虑到保障周边道路、小区、学校不受淹及泄洪需要，
杨陈泵站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晚 22 时至 23 时开机排水，
泵站前池有臭味，
举
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杨陈泵站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晚 22 点至 23 点开机排水，
泵站前池有臭味。

属实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举报反映的应天高架桥，
实际为城东干道龙蟠路隧道高架，
是南京内环东线的一部分，
为城市快速路，
南北走向。蓝天华门国际花园项目位于龙蟠
中路 453 号, 位于龙蟠路隧道高架入口东侧，
于 2010 年由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
2013 年 12 月竣工，
2014 年交付使用。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
秦淮区政府高度重视，
立即安排区环保局牵头办理。6 月 23 日下午 16:30，
秦淮区区委常委、
副区长程军带领区环保局、
区建设局、
秦
虹街道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现场核查。
1、龙蟠路隧道高架，
为城市快速内环东线建设工程，
项目于 2004 年获南京市建委立项批复（宁建综字[2004]25 号），
建设单位为南京市城市建设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4 年 11 月开工，
2005 年 9 月竣工，
2006 年 1 月完成设施移交，
于 2007 年 4 月通车。
2、
蓝天华门小区于 2010 年由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
共有 4 栋小高层住宅和 1 栋综合楼，
2013 年 12 月竣工，
2014 年交付使
用。临街最近的建筑为 1 栋综合楼（机场宾馆），
距城东干道龙蟠路高架直线距离约 20 米；
机场宾馆东侧为并列 2 栋小高层住宅，
距城东干道龙蟠路
高架直线距离约 60 米。
属实
3、根据该项目环评报告及批复，
竣工环保阶段性验收等相关资料，
该项目建设单位在建设过程中落实了相关污染防治措施，
主要措施有：
住宅按规
定退让，
安装了隔声门窗，
并在龙蟠中路高架道路段一侧安装隔声屏。同时履行了告知义务。
4、2018 年 3 月，
蓝天华门小区建设单位南京禄口机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报主管部门同意后，
按建设程序自行出资在城东干道龙蟠路隧道高架蓝天
华门小区段设置直壁式声屏障约 210 米。现场隔声屏障和桥面设施状况良好。
5、
龙蟠中路沿线正在进行环境综合整治（龙蟠中路道路综合整冶工程），
存在夜间施工及路面不平现象。
6、2018 年 6 月 23 日 17：
40～2018 年 6 月 23 日 22：
55，
秦淮区环境监测站对该区域进行了噪声监测，
监测报告【（2018）环监（声）字（053）号】显示：
机场宾馆西边界外环境噪声昼间达标，
蓝天华门小区 2 幢西边界外环境噪声昼间为 63dB(A)，
超标 3 dB(A)；
机场宾馆西边界外环境噪声夜间等效
声级值为 64 dB(A)，
超标 9 dB(A)，
蓝天华门小区 2 幢西边界外环境噪声夜间等效声级值为 58 dB(A)，
超标 8 dB(A)。
经调查，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建设单位已落实了污染防治措施，
并履行了告知义务，
但环境噪声超标及噪声扰民现象实际存在。

问责
情况

处理整改情况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江苏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交
通噪声污染防治的责任主体是由交通设施建设单位承担还是住宅建设单位承担，
取决于道路和住宅
规划建设的先后顺序。考虑到先有城东干道高架后有蓝天华门小区的实际，
秦淮区已再次核实蓝天
华门小区环评批复及环保验收等相关材料，
经核实，
该小区建设单位已落实了相关环保措施。
2、督促桥梁维护单位做好声屏障问题排查及维护整改, 重点核查是否存在破损、裂纹、缝隙等问题，
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到位, 保证已建设的声屏障不因损害而降低隔声效果;定期清洗屏体并检查密封
件是否完好，
以保证声屏障的降噪效果。同时督促桥梁维护单位加强巡查维护，
重点检查维护桥面坑
洞、
伸缩缝异响等问题，
保持桥面状况良好，
避免桥面病害引起车辆行驶中噪声增加。
3、
加强沿线建设项目管理，
督促其依法文明施工。
问题解决情况
1、
督促桥梁维护单位加强巡查维护，
保持声屏障和桥面设施状况良好。
2、
进一步加大巡查力度，
发现违规施工现象坚决查处。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信访交办件后，
鼓楼区政府第一时间交办。当日 16 时 30 分，
鼓楼区江东街道环保干事夏柳舟会同区环保局、
区市场监管局、
区城管局等工作人
员到现场调查。
1、南京市鼓楼区漓江路宁工二村 199 号的朱家小
朱家小院，
已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停业整改。
院，
违反停业要求，
油烟污染，
污水横流；
2,、
漓江路
招牌小杂鱼饭店，2018 年 6 月 9 日区环境监测站对其油烟和噪声排放进行了检测，结果噪声排放达标，油烟排放超标（快速检测法检测），责令整
124 号的招牌小杂鱼饭店，
厨房废气净化器间歇性 南京市
改。该店于 2018 年 6 月 16 日清洗了油烟净化器，
有台账记录。目前正等待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油烟检测。
X320000201806220058
大气,水
属实
运行，
油烟污染；
3、漓江路 102-1 号永发汽车保险 鼓楼区
永发汽车保险杠专修店，
现场检查未发现有油漆废水直排雨水管道的情况，
但店家门前有污水痕迹。据反映，
该店业主在店门口路边有手持式喷漆
杠专修店，在无任何环保设施的情况进行喷漆作
行为。
业，
气味扰民，
油漆废水直排雨水管道。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招牌小杂鱼饭店油烟净化装置清洗后还未经第三方机构检测；
永发汽车保险杠专修店偶尔在店门口的路边有手持式喷漆行为，
存在气味扰民问题，
未办理排水许可证。

处理整改情况
1、
鼓楼区环保局将继续对朱家小院进行监督检查，
督促其整改到位。
2、鼓楼区环保局对招牌小杂鱼饭店下达现场监察意见，
要求该店尽快对油烟净化器油烟排放进行检
测，
确保达标排放。
3、鼓楼区环保局对永发汽车保险杠专修店下达现场监察意见，
要求该店不得在门店进行与喷漆相关
的操作行为。区城管局执法人员对其开具了《责令改正通知书》，
并要求店家按照规定申请办理排水
许可证。
4、
鼓楼区江东街道督促店家在营业时规范使用油烟净化装置。
问题解决情况
鼓楼区江东街道将加强巡查，
安排好人员定岗监督朱家小院停业整改状况，
确保其在整改到位前不再
营业。同时，积极配合区环保局、城管局，督促招牌小杂鱼饭店、永发汽车保险杠专修店落实整改措
施，
不得违法经营。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南京晟泰沅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成立于 2009 年 2 月，
位于永宁街道高丽社区，
经营范围为：
生猪养殖；
苗木、蔬菜种植、加工、销售；
水产品养殖、
销售；
生鲜食用农产品销售。该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委托河海大学编制《南京晟泰沅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新建万头商品猪养殖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2010 年 12 月 23 日取得区环保局《关于<南京晟泰沅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新建万头商品猪养殖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浦环发
【2010】85 号）。2017 年 1 月编制了建设项目变动环境影响分析报告，
并在区环保局备案。2017 年 1 月 24 日申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017
年 2 月 13 日取得区环保局《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行政许可决定书》
（编号：
浦环验【2017】14 号）。现该公司建有 18 幢猪舍，
存栏生猪 4500 头，
年出栏 9000 头。场内有猪粪干湿分流机组 1 套，
养殖废液用于沼气发电，
建有 2 个厌氧罐（分别为 1200㎥和 1500㎥）、2 个沼气储气罐（分别为 500
㎥和 600 ㎥），
2 台 150kw 发电机组，
沼液收集池 2 个（一个 2200 ㎥，
一个应急备用 600 ㎥）均有防雨措施。2017 年 8 月厂内实施雨污分流工程，
并于 2017 年 12 月底竣工，
新建 1847 米污水管网及 62 个窨井，
项目正在验收阶段。
调查核实情况
2018 年 6 月 23 日下午，
浦口区环保局副局长张飞飞带领环境监察大队、环境监测站，
永宁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袁婷带领环保科、农服中
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的南京晟沅农牧发展有限 南京市
X320000201806220063
大气,水 心，
会同区督考办、农业局等相关工作人员赶赴南京晟泰沅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进行现场调查核查。6 月 24 日，
黄振宇副区长带领区现场组，
现场督 属实
公司，
雨天偷排污水、
臭味扰民。
浦口区
办交办件办理情况。
1、反映偷排污水问题。经现场检查，
该公司沼渣、沼液收集存放在沼液池中，
沼液池有雨棚覆盖，
厂内已实施雨污分流。沼液委托南京凡运水产养
殖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约 1500 亩）和南京市浦口区沐兴家庭农场（种植基地约 1500 亩）拖运还田，
有处置协议、
拖运记录及照片，
废水不外排。现
场检查沼液池及排水沟未发现养殖废水外排迹象。
2、
反映臭味扰民问题。现场勘查时该企业厂外有明显臭味，
周边 300 米范围内无居民居住。该公司养殖区有 3 套废气收集处理装置，
恶臭气体通过
猪舍内排风设备收集后经生物过滤装置处理达标后排放。集水井、集粪池做加盖处理，
减少臭气扩散。储气罐和发电机组之间利用氧化铁进行脱
硫处理，
脱硫剂每月更换 1 次，
减少硫化氢的排放。浦口区环境监测站于 2018 年 6 月 24 日下午对该厂区外无组织排放的氨及硫化氢进行采样监测，
目前分析结果未出。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现场勘查时，
该企业厂外有明显臭味。

处理整改情况
1、区环保局立即对该公司进行现场勘验并制作记录（浦环监检[2018]6-23），
责令该公司对存在的问
题立即整改，
一是要求立即对脱硫剂进行更换，
并增加脱硫剂更换频次，
由每月 1 次增加为每月 2 次；
二是进一步加强管理，
对所有设备进行检修，
确保处理设施正常运行；
三是加强巡查确保集水井、集粪
池保持封闭；
四是进一步规范、
完善沼液处置台账。
问题解决情况
1、
区环保局将加强执法检查，
督促企业按要求完成整改，
待废气监测结果出来后做进一步处理。
2、区农业局加强业务指导，
监督企业加强圈舍内环境卫生管理，
使用配发的发酵菌冲洗，
以减少气味
的产生，
同时加强外环境的消毒，
保持清洁。
3、永宁街道将安排专人进行巡查，严禁该公司污水、沼液外排，后期将不定期安排人员进行检查、巡
查，
并做好相关记录。对该企业负责人进行约谈，
督促企业按照相关部门要求将问题整改、完善到位，
确保企业依法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举报人反映的德盈大厦位于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118 号。该大厦的 1~5 层被德盈集团出租开发为南京嘉勒彼广场项目，
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
该项目招商及运营单位为：
南京德融合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6~18 层为住宅性质，
共 312 户，
约 530 人；
19~20 层为地产办公用房。
南京嘉勒彼广场项目已营业单位有：
“纽斯汤泉”
（江苏省纽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胡桃里餐吧”
（胡桃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建邺分公司）、
“华韩奇
致整形美容医院”
（南京华韩奇致整形美容医院有限公司）等，
剩余商铺仍在对外进行招商，
尚未完全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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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日，
区环保局生态科科长屈森虎等工作人员会同兴隆街道对
举报人反映的问题进行现场核实。
经核实，
大厦西侧外墙现安装有空调主机 20 台，
“胡桃里餐吧”
自行安装使用的 4 台空调外机工作时间持续到 22 时以后，
项目管理方安装的 16 台只
在昼间使用。
德盈大厦平台上安装有空调主机 16 台，
西北角处的 2 组（一用一备）共 8 台空调机组为
“纽斯汤泉”
安装，
昼夜使用，
主机设有排风管，
管口朝东北方
属实
向，
位于星雨华府小区 1 栋住宅东侧，
北侧为集庆门大街主干道。南侧的 8 台空调外机为
“华韩奇致整形美容医院”
安装，
仅在昼间使用。该单位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自行进行噪声监测，
结果显示噪声排放符合要求。
南京嘉勒彼广场项目使用的空调外机等设备，
均已按照要求进行过噪声治理，
加装有吸声挡板等噪声污染防护设施。前期区环保局和兴隆街道接
到南京嘉勒彼广场项目噪声扰民投诉时，
已委托江苏省百斯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该处噪声进行了监测，
结果显示昼间噪声符合要求，
夜间噪声不
符合要求。区环保局督促
“纽斯汤泉”
等单位对设备进行了噪声治理，
对平台上的中央空调排风口加装了消声器，
并建设了隔声房；
督促
“胡桃里餐
吧”
对空调外机进行了噪声治理。6 月 5 日江苏省百斯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再次对嘉勒彼广场进行了噪声监测，
结果显示昼间夜间噪声排放符合要
求。6 月 19 日，
收到对监测结果存在质疑的交办件后，
区环保局委托南京大博环境监测科技有限公司对嘉勒彼广场夜间噪声排放情况再次进行了
监测，
结果符合要求。
经调查，
举报人反映的问题属实。
存在问题
噪声治理完成之前存在噪声扰民的情况。

处理整改情况
2018 年 6 月 5 日、19 日两次对南京嘉勒彼广场项目进行噪声监测，
监测结果显示噪声排放符合要求。
建邺区环保局要求该项目管理方以及相关单位进一步完善整改，
并定期做好空调设施的维护和保养。
问题解决情况
建邺区环保局加大对该片区巡查力度，
发现相关单位对空调外机、中央空调排风口及隔声房等设备维
护和保养不到位的，
将即刻要求相关单位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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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建邺区德盈大厦平台上的中央空调排风口 南京市
噪声、
西侧空调主机噪声扰民。
建邺区

投诉人反映，
无锡市滨湖区的无锡市委党校的生活
无锡市
X320000201806220002 污水仅经过简单沉淀后排放到太湖，
影响无锡市饮
滨湖区
用水取水口水质。

噪音

水

经查，
投诉反映的情况不属实。
6 月 23 日下午 1:30，
区住建局排水管理处、
区环保局相关人员就投诉人所反映的事项，
对中国共产党无锡市委党校开展现场检查。检查人员一是沿
无锡市委党校湖岸线进行了巡查，
未发现生活污水排放口及违法排污现象，
亦未发现有疑似排污迹象。二是对党校内沿太湖的三个雨水排涝泵站
进行了检查，
据无锡市委党校行政事务处同志介绍，
这三个排涝泵站由无锡市水利局承建，
目前暂未移交给无锡市委党校；
各泵站均设置有闸门，
检
查时为多云天气，
三个雨水排放口闸门均处于关闭状态，
雨水排放口内被闸门拦截的积水感官清澈，
未见异常。三是对党校内部雨水井进行了抽
检查时未发现问题，
但在现场对该党校相关负责人仍提出了要求：
定期对区域内的雨污水管网进行维
不属实
查，
也未发现异常。四是现场核查了无锡市委党校生活污水接管情况，
2017 年 5 月 31 日，
已经无锡市市政和园林局验收并核发了《城镇污水排入排
护和清理，
落实长效管理，
确保雨、
污水管网正常运行。
水管网许可证》，
编号：
第 1732 号（有效期：
2017 年 5 月 31 日—2022 年 5 月 31 日）；
党校内生活污水包括办公、
住宿、
餐饮产生的污水，
均通过化粪池、
隔油池预处理后汇集到东南侧污水提升泵站，
经提升接入鼋头渚公园内污水管网；
检查人员查看了污水提升泵站，
内有水流动的声音，
设有两台提
升泵，
设置了自动液位控制系统，
检查时水位较低，
提升泵未开启，
未发现有异常情况。

经查，
群众反映的环境信访问题基本属实。
检查情况如下：
（1）无锡市金盛标牌彩印厂
（1）无锡市金盛标牌彩印厂
2018 年 6 月 23 日检查时，
公司正在生产中，
手工印刷正在作业，
印刷台废气经集气罩收集至废气处理设施处理，
现场废气处理设施运行正常。生产
针对含有溶剂的废擦拭抹布（HW49）与印板边角料、生活垃圾等混入垃圾袋内贮存；
废显影液于车间
原料主要有油墨、
稀释剂、
光敏胶，
存放于原料柜内，
未发现有随意丢弃现象。经对车间进行调查，
该单位将含有溶剂的废擦拭抹布（HW49）与印板
外地下收集池收集，
未规范张贴危废标识的问题，
区安监环保局下达了锡新环责改通〔2018〕3-46 号
边角料、
生活垃圾等混入垃圾袋内贮存；
废显影液于车间外地下收集池收集，
未规范张贴危废标识。
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机光电工业园区的无锡市
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责令立即将危废分类堆放在具有三防措施的堆场内，
并规范张贴标
2017 年 9 月 27 日，
江苏省环保督察曾交办关于该公司
“废水乱排”
情况，
当时区安监环保局针对员工清洗池废水随意接入雨水井及建设项目未审批
金盛标牌彩印厂和无锡市三翔钣金精密制品有限
识，
处罚 8 万元。同时要求企业停产整改，
待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无锡市
及验收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并责令停产整改。目前经再次复查，
该单位厂区管网已全部改造，
原有洗手池已要求拆除。
基本属
X320000201806220009 公司，
化工原料随意堆放，
污染土壤；
污水通过雨水
土壤,水
（2）无锡三翔钣金精密制品有限公司
新吴区
经对公司负责人调查询问，
目前公司正在进行废水废气三同时自主验收，
因此进行生产，
并达到验收产能，
验收监测结束后就停产。
实
管网直排；
2017 年省级督查期间通报要求停产，
实
“年产 5000 只电气箱、
2000 只电器柜、
5000 个钣金件制造项目”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未经环保部门
目前，
该公司已停产，
待验收结果通过后再复产。
际还在生产。
审批，
擅自开工建设，
并已正式投入生产。区安监环保局下达了锡新环责改通〔2018〕3-47 号责令停
（2）无锡三翔钣金精密制品有限公司
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立即停止建设与生产，
并下达锡新环查（扣）决[2018]46 号查封决定书，
将
2018 年 6 月 23 日检查时，
公司部分生产中，
激光切割机、折弯机正在作业，
冲床未在生产。激光切割过程中有少量烟尘产生，
通过管道收集后通向
折弯机、
激光切割机、
冲床进行查封，
处罚 36 万元，
对直接负责人处罚 8 万元。
车间外水池内过滤排放；
产品喷粉工序外协加工；
整个生产过程无废水产生。
经调查核实，
“年产 5000 只电气箱、
2000 只电器柜、
5000 个钣金件制造项目”
已由无锡新吴区经济发展局备案，
目前环评正在办理中，
尚未审批。由
于环评未审批，
生产过程中的污防治措施未明确，
按现状生产经营可能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举报人反映：
无锡市江阴市利港街道西利路 197 号
无锡市
X320000201806220019 的一家企业，夜间偷偷外运不明货物（投诉人怀疑
江阴市
是尾料），
气味扰民。

大气

经查，
群众反映的环境信访问题基本属实。
6 月 23 日中午接到交办件后，
江阴市利港街道、
机械装备产业园、
江阴市环保局等相关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调处。
现场检查时，
该公司不在生产，
厂界无异味。经询问该公司负责人，
该公司已停产 20 天，
目前仓库内储存原料约 300 吨；
该公司一般是白天加工，
晚 基本属
该企业已列入江阴市利港街道
“散乱污”
整治范围。
上出货，
而不是群众所描述的偷偷外运不明货物的情况；
原料为植物粗甘油，
属于油脂副产物，
主要成分为油脂、
甘油、
水，
上游原料为大豆油和棕榈
实
油，
属不易挥发物质。

经查，
信访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
6 月 23 日中午接到交办件后，
江阴市月城镇、
环保所等相关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调查，
经查，
该合作社已于 2017 年 8 月 2 日经江阴市环保局
“建设
举报人反映：
无锡江阴市月城镇双泾村的云水禽类 无锡市 其他污 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系统”
备案登记，
项目名称为
“江阴市云水禽类养殖建设基地”
，
备案号 201732028100000278，
并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取 基本属
X320000201806220034
要求企业加强日常管理，
保持环境清洁。
养殖场，
无环评手续，
违建鸽房 13 栋。
江阴市
染
得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2017 年 12 月 28 日取得江阴市国土局设施农用地备表（澄设农地备【2017】031 号），
关于反映违建鸽房 13 栋的问题，
因
实
该建筑是临时用房，
不需要经过建设等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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