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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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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浦口大道路北段原名花卉大道，
位于浦口区浦珠路至沿山大道之间，
长约 2.4 公里，
是宁滁快速通道其中的一段，
2009 年 7 月该项目经南京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批准立项建设，
2010 年 3 月获取南京市环境保护局环境影响批复。作为 2013 年南京亚青会和 2014 年青奥会配套设施，
该项目于 2013
年 7 月已建成完工并通车。该路段实施过程中，
区交通集团按照环保批复要求投资 3000 多万元实施了道路两侧绿化等环保降噪措施。由于该段道
路连接纬七路过江隧道，
出行非常便捷，
道路开通后随着过境交通车辆的增多，
沿线居民开始投诉交通噪声扰民问题。
融侨观邸项目 2010 年 9 月 26 日经浦口区环保局批复《江苏融侨置业有限公司融侨花卉大道（NO.2009G55 地块房产开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浦
环发（2010）69 号。分四期进行验收，融侨观城（东区）02#-05#、07#-011#楼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通过环保验收，编号：浦环验【2015】58 号；融侨
观城（东区）A12、13、14 楼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通过环保验收，编号：
浦环验【2016】47 号；融侨观城（东区）01#、06#、A-15、16、17 楼于 2017 年 1 月
24 日通过环保验收，编号：浦环验【2017】12 号；融侨观城（东区）A-18、19、20 楼于 2017 年 5 月 23 日通过环保验收，编号：浦环验【2017】38 号。根
据常州青山绿水环境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出具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2016）环检（验）字第（350）号、
（2017）环检（验）字第（078）
号结果表明，
该项目验收期间噪声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和要求。融侨观城（东区）按照环评要求，
与沿街道路一侧设置不少于 10m 绿化带进行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白马路 88 号融侨观邸小区
南京市 噪音,大
D320000201806220039 附近的花卉大道没有安装隔声屏，噪声和扬尘扰
隔声降噪，
住宅均已安装双层隔声玻璃。
属实
浦口区
气
调查核实情况
民。
2018 年 6 月 21 日下午，
浦口区政府副区长黄振宇带队，
区环保局局长李传武、副局长王志林，
交通局副局长张磊，
交通集团副总经理王军、工程管理
部负责人刘春涛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督办投诉办理情况。6 月 23 日，浦口公安分局副局长刘明珠到现场查看，确实存在流量大、噪声扰民的问
题。
经现场查看，
小区居民楼距离浦口大道约 50 米左右，
小区与道路中间有约 15 米左右的绿化带。浦口大道目前为浦口区主要交通干道，
限速 80 公里
每小时，
路面较为干净整洁，
未见扬尘现象。
6 月 21 日下午 15 时 52 分，
浦口区环境监测站在小区旁浦口大道和小区 3 号楼旁（距道路约 50 米）处进行监测，
噪声值分别为 65 分贝和 53.7 分贝，
均
符合国家标准。6 月 21 日晚 22 时，
对夜间噪声进行检测，
噪声值分别为 72.3 分贝和 56 分贝，
均超过国家标准。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现场确实存在大量大型工程车辆、各型货物运输车辆及社会车辆通行的情况，
车流量较大，
车辆通过噪声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一定影响。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静月花园小区位于江宁开发区双龙大道 1280 号，
目前由南京隆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物业公司在小区北门处建设了 1 栋 3 间的活动板房，
面
积约为 30 平方米，
作为小区物业管理用房。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
2018 年 6 月 23 日 14 时 15 分，
江宁开发区城管局局长孙俊、副局长杨军会同秣陵街道违建管控办、湖滨社区工作人员赴现场调查。
经查，
静月花园小区于 2002 年建成时配备了门卫室及物业管理用房。2010 年因周边商场及小区深基坑开挖、打桩施工，
致使门卫室及物业管理用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静月花园小区北门有一排 南京市
D320000201806220043
大气
属实
房墙体大面积开裂，地基下沉，成为危房，存在安全隐患。物业公司将原门卫室及物业管理用房拆除，并在原地改建为活动板房。活动板房共计 3
违建，
做饭产生油烟扰民。
江宁区
间，
分别为门卫室、简易厨房间、杂物间。简易厨房间有 1 个单头煤气灶，
主要是用于一名门卫就餐，
存在一定油烟扰民现象。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1、活动板房未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证，
属于违法建设。
2、活动板房内简易厨房间有 1 个单头煤气灶，
存在一定油烟扰民现象。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名城世家小区一期 2008 年建设，
2010 年交付，
小区约一千户居民。小行路 58 号 1-9 室是小行路名城世家的商业房，
面积约 800 平米，
已出租。承
租人拟将该房屋用于开设江苏瑞诺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血液透析业务，
该公司现已办理工商营业执照，
法人李轩。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6 月 23 日 12 时 36 分，
雨花台区环保局副调研员周祖祥、赛虹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杨浩带领街道综合行政检查执法大队、小行社区、
区环境监察大队、环评科以及区卫计委相关工作人员赶赴现场核实并召开会议。6 月 23 日 17 时 40 分，
街道办事处主任伍葵阳、副主任杨浩、小行社
区党委书记笪崇军和相关工作人员再次现场核查。6 月 24 日 10 时 30 分，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杨浩、城建科和社区工作人员再次到现场进行补充调
查。
经核实，
房主将该处房屋委托中介公司对外出租，
承租人拟将该房屋用于开设江苏瑞诺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血液透析业务。该公司现已
南京市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名城世家小区一期正 南京市
其他污 办理营业执照。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血液透析中心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
（国卫医发〔2016〕67 号）的要求，
血液透析中心属
D320000201806220046 门处，擅自开工建设血液透析中心，没有环评审批 雨花台
属实
染
于单独设置的医疗机构，
由省级及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设置审批。南京瑞诺康雨花血液透析中心由江苏省卫生计生委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对外
手续。
区
进行设置审批前公示，
网上公式书显示公示期为 2018 年 6 月 12 日起 5 个工作日内。目前，
公示期已结束。
经现场调查，
小区居民反映在公示期内未见纸质公示，
直到公示期结束后，
6 月 22 日下午 4 时，
才出现纸质公示，
已过公示期 5 天，
公示贴在现场施工
围挡油布上。居民发现公示后，
于 6 月 22 日下午 4 时许拨打公示受理电话反馈意见，
接电工作人员表示公示期已过，
不再接受意见。后居民继续拨
打该公示受理电话无人接听，
街道工作人员也于 6 月 24 日 13 时拨打公示电话未接通。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1、江苏瑞诺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未在雨花台区环保局办理环评手续。
2、公示不规范。公示张贴位置不符合公示要求，
一是无相关部门公章；
二是张贴在现场施工的油布围档上，
而不是张贴在小区公告栏或其他可见醒
目处、且不是固定位置，
造成居民未能在公示期间发现。

D320000201806220049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浦珠花园 12 幢四单元楼下 南京市
的徐大厨快餐店烟油扰民。
浦口区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天印大道 999 号 1 幢和 2 幢
南京市
D320000201806220050 之间的小路上有大量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2 幢的
江宁区
楼下空地有个大垃圾堆，
有恶臭，
环境脏乱差。

南京市浦口区沿江街道海润枫景家园小区北面的
金庄河边空地，
有收购废品人员在此倾倒废铁废塑 南京市
D320000201806220052 料瓶之类的废品垃圾，污染环境；小区的东南边有 江北新
一条货运铁路，火车经过存在噪声影响，希望建隔
区
音装置。

投诉人反映在南京市的绕城公路和河西区域的主
南京市
D320000201806220053 干道上，
渣土车在行驶过程中没有采取防尘覆盖措
城管局
施，
物料抛洒现象很严重。

D320000201806220057

南京市
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上怡新村南边的宁芜铁
雨花台
路噪音扰民。
区

南京市秦淮区光华路街道永丰大道世贸君望墅小
区楼下约有 10 家商铺从事餐饮，秦淮区环保局以
环境污染为由，将这些餐饮店强制关闭，但是投诉 南京市
D320000201806220062
人认为餐饮店证照齐全、安装了油烟净化器并且定 秦淮区
期清洗，对关闭不认可，希望通过整改能够继续经
营。

大气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徐大厨快餐，
工商注册名称为南京市浦口区徐大厨中式快餐店，
注册地址为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浦珠花园 12 幢 109 室，
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注册，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为 92320111MA1Q5D175X, 餐饮服务许可证编号：
JY23201110060384。该餐饮店油烟管道低排至下水道。
调查核实情况
6 月 23 日下午，
浦口区环保局副局长张飞飞带领工作人员，
会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管执法中队、江浦街道、新河社区等工作人员到达现场调查处 属实
理，
对该餐饮店的油烟排放进行检测，
结果显示达标。6 月 24 日，
黄振宇副区长带领区现场组，
现场督办交办件办理情况。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南京市浦口区徐大厨中式快餐店虽已安装油烟净化器和隔油隔渣装置，
但排烟管道接入下水道，
未实现高空排放。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天印大道 999 号院为原丝织厂家属楼，
目前由江宁区经信局聘人进行管理。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中央环保督察信访交办件后，
2018 年 6 月 23 日下午 14：
00，
东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倪忠生、办事处副主任丁玲带领街道环保所、物管办、综合执法
土壤
大队、晓里社区相关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调查处理。
经核实，
天印大道 999 号小区内道路确实存在部分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
存在脏乱差问题，
举报人反映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天印大道 999 号小区内道路存在部分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清理不及时，
2 幢楼下有垃圾堆放。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1、举报人反映的“海润枫景家园小区”位于沿江街道浦洲路 5 号，于 2008 年 6 月建成交付，总建筑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共 1282 户。该房建项目于
2007 年 3 月 8 日经浦口区环保局批复，
2008 年 7 月 2 日经浦口区环保局验收。
2、举报人反映的
“金庄河边空地”
位于海润枫景家园小区北围墙外，
长约 250 米，
宽约 24 米，
距离金庄河约 20 米，
是原开发公司南京江浦环都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沿江分公司代征用地，
由南京广田物业公司进行管理。
3、举报人反映的
“海润枫景家园小区东南边的货运铁路”
系国铁梅桂营线（泰山道口至南钢公司），
又称永利支线，
解放前已建成运营，
目前主要为大
桥四处、南钢等企业提供货物运输服务，
其管理和运营均由中国铁路总公司上海铁路局负责。
调查核实情况
1、金庄河边空地废品垃圾污染环境问题。
6 月 23 日，
沿江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昳娜会同江北新区环境监察大队工作人员现场检查了海润枫景家园小区北围墙外的金庄河边空地。经查，
该
空地从小区建成后闲置至今，
现存有周边居民堆放的杂物以及富康南路金庄组 69 号废品收购站从业者陈某堆放的收旧物品。废品主要为砖块、废
铁及生活垃圾，
未见污水排放。
2、火车噪声扰民的问题。
（1）6 月 23 日，
江北新区环境监察大队工作人员现场对海润枫景小区落实环评文件要求情况进行了核查。经查：
海润枫景小区临近轨道旁有一排绿
噪音,土
植，靠近小区东侧楼栋有一排绿植，小区已安装双层玻璃。小区环评报告中提出的“采取双层玻璃墙，绿化隔离等措施，减少交通噪声对居民的影
壤
响”
、
“建议种植灌木、乔木等四季常青的树种，
以高低错落布置保证一定密度”
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均已落实到位。
（2）6 月 23 日，
南京白云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铁路边界噪声及海润枫景小区敏感点噪声进行了监测，
结果显示存在敏感点夜间噪声超过规
定限值、火车经过时突发噪声最大声级超过限值的幅度超过规定标准的情况。
（3）6 月 24 日，
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执法人员前往南钢公司调查，
了解到南钢公司正在配合铁路部门实施永利支线沿线封闭工程：
2018 年 6 月 15 日
上海铁路局南京办事处召集市环保局、江北新区、南钢公司、铁路相关部门、南京铁路工务工程公司（施工单位）等讨论通过《永利支线铁路封闭工程
施工组织设计书》；
该工程已经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开始施工交底、准备工作；
由于该项目在既有线路上施工，
受现场条件限制，
工程周期较长，
全部
工程预计在 2018 年 12 月底前完成。
举报人反映的“收购废品人员在此倾倒废铁废塑料瓶之类的废品垃圾”的情况属实，反映的“小区的东南边有一条货运铁路，火车经过存在噪声影
响”
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1、海润枫景家园小区北围墙外存在垃圾及收旧物品堆放的现象；
2、该段铁路沿线行人穿行造成火车鸣笛的现象仍然存在，
6 月 23 日对铁路边界噪声及海润枫景小区敏感点噪声进行了监测，
结果显示存在敏感点
夜间噪声超过规定限值、火车经过时突发噪声最大声级超过限值的幅度超过规定标准的情况；
3、铁路沿线封闭工程正在推进中，
封闭工程尚未完成。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绕城公路及河西区域的主干道造成渣土抛洒滴漏成因复杂，
除少量渣土车抛洒污染外，
混凝土搅拌车、泥浆车、砂石料等工程散装物料运输车辆超
载超限抛洒污染也是造成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
市城管局固体废弃物管理处联合市交管部门、建邺区城管局、雨花台区城管局共同进行了现场检查。
1、2018 年 6 月 23 日 13 时，
建邺区渣土办执法人员对建邺区河西主干道江山大街、扬子江大道、河西大街、雨润大街、江东中路、汉中门大街、水西门
大街等道路进行巡查，
未发现渣土车运输迹象，
也未发现有路面污染的情况。
2、2018 年 6 月 23 日 20 时 30 分，市城管局固管处副处长王治国、科长刘远程、交管局夜巡中队警官强训升、潘东锞、建邺区城管局黄元祥副局长带
大气 队，
队员冯锦辉、马海宾、谢民，
对江山大街、扬子江大道、河西大街、雨润大街、江东中路、汉中门大街及绕城公路至板桥新城等路段进行了巡查，
并
检查了建邺区城南水厂、中铁九号之路等部分工地。在巡查途中发现有几辆散装物料运输车辆未进行覆盖易产生扬尘和抛撒，
渣土车运输情况良
好，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3、2018 年 6 月 24 日 23 时 00 分，
市城管局固管处科长刘远程、副科长熊晓斌、交管局夜巡中队警官王俊、杨洋、雨花台区城管局中队长左杨荣、队员
王小章，
对板桥新城绕城口、205 国道、207 县道、梅山 9 号路汽渡码头等对散装货物车辆进行了检查。在检查中发现雨花台区城管大队已经对过往
车辆进行了设点检查，
要求所有散装货物车必须实施覆盖，
检查多辆过往车辆基本上进行了有效覆盖。
存在问题
近年来，
随着南京市机动车辆数量逐年增多、内环交通拥堵加剧，
绕城公路作为连结市内外环道路的重要枢纽已从以往单纯的过境道路，
逐渐成为
市区出行的首选线路。绕城公路渣土、砂石等散装货物时有抛洒滴漏现象，
严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行为，
已受到市民、媒体及政府部门的关注。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经查，
宁芜铁路为单线非电气化普速铁路，
始建于 1933 年，
为民国时期的江南铁路，
后改称宁芜铁路，
自江苏省南京至安徽省芜湖全长 125 公里（其
中沧波门至古雄段长 26.7 公里），
是联结皖南至华东、上海的支线，
也是华东一通道(沪宁线)和华东二通道(商杭线)的联络线，
宁芜铁路作为长三角地
区承担重要客货运任务的国家既有铁路线，
其管理和运营均由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
2005 年起，
江苏省、南京市与原铁道部就宁芜铁路沧波门至古雄段外绕问题多次会谈，
达成实施外绕的共识，
并形成《关于加快南京枢纽铁路建设有
关问题的会谈纪要》
（办函〔2005〕61 号），
《关于加快推进江苏铁路建设的会议纪要》
（铁计函〔2008〕316 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快南京铁路枢纽规划
建设有关问题会议纪要》
（铁计函〔2010〕913 号）等会议纪要。2014 年，
国家铁路总公司（简称国家铁总）和省政府联合批复《关于宁芜铁路南京枢纽
货车外绕线项目建议书》
（铁计函〔2014〕515 号）。2016 年 11 月和 2017 年 3 月，
就共用高铁廊道方案，
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协调研究单位中铁第四勘
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比选施工方案。2017 年 8 月，
市交通运输局组织相关单位开展宁芜铁路外绕工程下穿中兴通讯三区地块专项环境影响评估
工作。据悉，为有效推动宁芜铁路外绕工作，路地双方高层领导多轮会商，2018 年全国两会期间，南京市提交了关于强化南京铁路枢纽功能的建
议，
其中包括加快推进宁芜铁路外绕工程的有关内容；
5 月 17 日，
铁路总公司相关领导赴南京，
与南京市主要领导协调有关铁路事项，
商谈宁芜铁路
外绕项目，
外绕后为电气化复线铁路，
沧波门至古雄段长 28.8 公里。
上怡新村社区隶属梅山街道，为上海宝钢梅山公司生活区，属于福利房改房，建于 1992—1995 年，均为 6 层老式居民楼，共有 124 栋居民楼、居民
4183 户，
其中社区东南临 205 国道，
共有 13 幢居民楼、居民 620 户，
居民楼距离铁路最近处约 120 米，
居民楼与宁芜公路间有 60 米宽的绿地公园作
噪音
为隔离。距离上怡新村约 200 米处有 1 个 203 平交道口、鸣笛标多处，
火车通过该道口的过程中长时间鸣笛，
噪声较大。小区北侧是宁芜铁路古雄
货运站。
根据《
〈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
（GB12525-90）修改方案》
（环境保护部公告 2008 年第 38 号），
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已建成运营的铁路属
既有铁路，既有铁路噪声排放标准执行边界噪声昼间 70dB（A）、夜间 70dB（A）的限值。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铁路技术管理规程》
（铁总科技
〔2014〕172 号）第 461 条规定，
列车接近鸣笛标、道口、桥梁、进出站、行人、危及行车安全不良处所等需鸣笛。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
2018 年 6 月 23 日 14 时 50 分，
梅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钱扬才、副书记副主任俞巍蔚带领工作人员会同上怡新村党工委
书记傅和平等到现场核实情况。
上怡新村社区居民楼距离铁路最近处约 120 米，
居民楼与宁芜公路间有 60 米宽的绿地公园作为隔离。距离上怡新村约 200 米处有 1 个 203 平交道
口，
火车通过该道口的过程中需要鸣笛，
存在一定的噪声影响。
综上情况，
举报人反映的火车鸣笛噪声扰民情况属实，
但符合铁路安全管理制度要求。
存在问题
上怡新村与宁芜铁路之间相隔一个绿地公园、一条宁芜公路、以及公路和铁路两侧的绿化隔离带，
部分位置有商业建筑物遮挡，
但无法完全挡住火
车过境鸣笛等产生的噪声。火车通过该道口的过程中需要鸣笛，
存在一定的噪声影响。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君望墅小区位于秦淮区永丰大道，
2018 年 2 月 1 日，
秦淮区管理职责调整，
该小区管理权由原白下科技园管委会转为光华路街道。2013 年 5 月，
南
京市环保局审批的
“双麒路以东地块建设住宅项目环评批复”
中明确：
该项目商业用房不设餐饮、大型超市、KTV 等娱乐类项目。2016 下半年，
秦淮
区环保局对 NO.2012G40 地块项目（君望花园）项目验收意见中要求：商业用房交付时明确告知不得设置餐饮、大型超市、KTV 等娱乐类项目。
2016 年 8 月 31 日，
项目开发商在秦淮区环保局进行项目验收前，
迁出并封存原有的全部餐饮店。在项目验收后，
又有 11 家餐饮店陆续进驻，
分别为
黄焖鸡米饭、沙县小吃、兰州拉面、当涂大肉面馆、味忆铭、六合农家菜、真味轩大碗皮肚面馆、大碗皮肚面、化隆牛肉拉面、私房食堂、金如意饭店
等。2018 年 4 月 12 日，光华路街道负责人召集街道经济服务部、城市管理部、社区，以及秦淮消防大队、光华路派出所、光华路市场监管分局、白下
高新园区等单位有关人员，成立了君望墅小餐饮综合整治联合工作组，专题讨论取缔君望墅小餐饮店有关问题。2018 年 4 月 27 日，联合工作组给
君望墅 11 家小餐饮店发放了《致秦淮小餐饮经营户的一封信》、
《致秦淮区小餐饮房主的一封信》；
5 月 3 日，
给上述餐饮店主发放了《告知书》；
5 月 30
日，
再次发放《通知书》，
明确告知餐饮业主：
“因不符合环评要求，
该小区门面不能从事餐饮业经营”
。相关工作人员也多次口头告知 11 家小餐饮店，
不能开办餐饮的要求和大量居民投诉的事实，要求 11 家小餐饮店必须全部依法关停，实施转向经营。在长期宣传教育、书面通知无果的情况下，
光华路街道联合工作组对无证照的化隆牛肉面、私房食堂、金如意饭店等 3 家小餐饮店，
进行查封并拆除门头店招。6 月 8 日，
联合
其他污 2018 年 6 月 5 日，
工作组对剩余 8 家小餐饮店违规设置的门头店招进行拆除。但 8 家餐饮店对告知的相关要求置之不理，
继续经营。2018 年 6 月 12 日，
根据环保法
染
律法规相关要求，
区环保局牵头，
对这 8 家小餐饮店现场送达《南京市秦淮区环境保护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要求餐饮业主按《江苏省大气污
染防治条例》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内容，
改正该场所不能从事餐饮经营的环境违法行为。鉴于该处餐饮业主一直无视书面和口头通知要求，
为
防止整改期间餐饮店继续违法经营，
排放油烟扰民，
区环保局根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
送达并当场宣布《南京市秦淮区环境保
护局查封（扣押）决定书》，
对餐饮店用于经营的灶具炉头、水龙头实施查封。
调查核实情况
6 月 23 日接到交办件后，
秦淮区政府高度重视，
由区环保局易龙局长牵头，
会同光华路街道相关人员，
按要求进行了现场调查。现场检查发现区环
保局查封餐饮店的封条仍保留在经营灶具的灶头和水龙头上。交办件中反映的秦淮区环保局以环境污染为由将这些餐饮店强制关闭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1、根据市、区环保局审批环评批复以及项目验收意见，
该项目商业用房应不设餐饮、大型超市、KTV 等娱乐类项目。
2、光华路街道接管该小区后不断有居民拨打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
投诉君望墅小区居民楼一楼的商业用房有 10 多家小餐饮店，
存在油烟扰民和
使用燃气钢瓶的安全隐患，
要求政府取缔。

问责
情况

处理和整改情况
处理整改情况
1、浦口花卉大道货车、工程车辆流量大、车速快、夜间噪声超标问题，且花卉大道为城市主干道，两侧
居民小区、学校较为密集。针对此问题，
交通集团、区城管局作为该城市道路的建设和管养部门，
根据
季节特色，
在 12 月中旬前完成对沿小区一侧绿化带的补植加密，
进一步发挥道路绿色屏障的作用，
缓
解车辆噪声造成的影响；道路养护部门加强日常道路的清扫保洁工作；江浦街道作为属地街道，及时
收集小区居民反馈的意见建议，
做好群众沟通解释工作，
争取得到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2、区公安交警部门已安排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一是提请区交通集团在该路段设置禁鸣标志。二是
加强浦口大道段车速监控，
严查超速行为。三是加大违法行为查处力度，
安排警力在浦口大道查处违
法车辆，
特别是强化大中型车辆检查教育，
对交通违法行为严肃查处。四是落实专门警力强化巡查管
控，分局交警部门长期以来高度重视浦口大道沿线交通管控工作，针对浦口大道噪声扰民的问题，进
一步增加见警率，安排民警常态化对浦口大道进行巡查，确保交通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维护道路
交通畅通有序。
3、区城管局严格按照宁城管字[2018]94 号《关于做好 2018 年道路机械化清扫保洁工作的通知》及《规
范环卫洒水作业通知》文件规定，对花卉大道进行上下午常规洒水、洗扫降尘作业，控制道路扬尘污
染。
问题解决情况
目前，针对交通噪声问题各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正在积极开展准备工作。公安交警部门加强道路执
法，
严防超速等违法、违章行为。
针对道路扬尘问题，城管局加强道路巡查，每日安排车辆、人员对该路段进行巡查，对发现路面有污
染、垃圾等突发情况做到及时跟踪，
在最短时间内安排突击人员、车辆对污染路面进行恢复作业，
确保
路面时时整洁。

处理整改情况
1、为妥善处理小区门卫室及物业管理用房，
经区规划分局、区住建局、开发区综合执法支队现场勘察，
由区规划分局、区住建局调取原始档案，核定该小区原门卫室及物业管理用房具体地址及面积，待规
划手续办理完毕，形成新的建设方案后，拆除该处活动板房后重建。在此之前为保障物业管理需求，
对该处板房予以保留。
2、开发区城管局责令该小区物业公司清理活动板房内灶头及煤气罐。
问题解决情况
1、6 月 23 日下午，
物业公司对活动板房内灶头及煤气罐清理完毕。
2、待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
根据建设方案，
开发区城管局将对该处活动板房予以拆除。

处理整改情况
1、因江苏瑞诺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未在雨花台区环保局办理环评手续，雨花台区环保局对江苏瑞诺
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做出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并张贴在小行路 58 号 1-9 室（现场无负责人，
电话联系
不上）。要求江苏瑞诺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立即停止项目建设，3 日内到雨花台区环保局接受进一步
调查处理。因当事人不在现场且无法联系，
现该检查勘察笔录留置送达，
见证人为赛虹桥街道办事处
工作人员。
2、街道、社区将继续与省卫计委加强联系，
反映上述相关公示不规范问题及居民反对在该处开办血液
透析中心的相关诉求。
3、赛虹桥街道加强现场管控，
该公司未取得相关手续前不得开工建设。
问题解决情况
1、目前该项目已停工，
赛虹桥街道将根据环保部门意见，
加强现场管控，
在其未办理相关手续前，
不允
许擅自开工建设。
2、街道、社区将继续与省卫计委加强联系，
反映上述相关公示不规范问题及居民诉求。商请卫计委根
据实际情况依法依规处理南京瑞诺康雨花血液透析中心审批问题。

处理整改情况
浦口区环保局下达《现场监察意见书》
（宁环监意字【2018】262 号）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浦
环违改字【2018】262 号），
责令徐大厨快餐店停止违法行为，
在 2018 年 7 月 3 日前，
对烟油排放管道重
新布设，
实现高空排放。
问题解决情况
1、浦口区环保局加强执法检查，督促该饭店按期完成管道高排问题整改，逾期将依法实施查处，并要
求其定期清理净化器，
做好台账记录；
2、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强执法检查，
督促经营者规范经营；
3、江浦街道配合区环保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店家整改，并加强网格化巡查，发现未履行整改或
整改不到位的情况及时通报相关执法部门。

属实

处理整改情况
东山街道立即组织 10 名工人，
3 辆垃圾清运车，
对小区环境卫生开展综合整治。
问题解决情况
6 月 23 日下午 17：00，天印大道 999 号小区内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及 2 幢楼下垃圾已全部清理完毕。
江宁区已责成东山街道加强对天印大道 999 号小区日常保洁，
确保垃圾日产日清。同时，
加强区域巡
查监管，
杜绝垃圾乱堆乱放。

属实

处理整改情况
1、江北新区管理委员沿江街道办事处清理海润枫景家园小区北围墙外金庄河边空地上的废品垃圾，
并对裸露地面进行覆盖，完成后对该处空地进行封闭管理，禁止周围居民进出，严禁倾倒杂物或垃
圾。清理期间加大巡查力度，
确保堆放废品垃圾的问题不反弹。
2、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江北新区枢纽经济发展管理办公室督促永利支线封闭工程尽快施工完成。
3、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沿江街道办事处加强对永利支线铁路沿线野道口的巡查，劝阻行人横穿铁路
或在铁轨上行走；配合封闭工程的施工；进一步加强与海润枫景家园居民的沟通和交流，及时通报封
闭工程进度，消除群众不良情绪；加强对沿线居民的宣传工作，禁止非法阻挠施工、非法破坏封闭设
施。
4、南京市环保局将配合江北新区，
协助联系上海铁路局南京办事处、东机务段，
南钢公司等单位，
配合
推进永利支线封闭工程。
问题解决情况
2018 年 8 月底之前清理海润枫景家园小区北围墙外堆放的垃圾及收旧物品，
并对裸露地面进行覆盖，
上述工作完成后封闭该处空地，
期间加强巡查，
确保问题不反弹。
永利支线封闭施工工程预计于 2018 年 12 月底前完成。

属实

处理整改情况
在 6 月 23 日、24 日两次的巡查检查中，
发现部分散装货物车未进行有效覆盖和车厢栏板超高以及污损
号牌等现象，已由交管部门分别对苏 AE6208、苏 AP9399、皖 E36652 进行了处罚。建邺区城管局渣
土中队分别在江山大街绕城口、扬子江大道涵碧楼路口，
雨花台区城管局渣土中队分别在凤台南路绕
城口、铁心桥绕城口、梅山矿区 9 号路码头设置了检查卡点，
重点查处渣土车违规运输行为。
为确保渣土车在运输途中不发生抛洒滴漏现象，
市城管局将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落实源头管控。依托
市级远程视频监控管理平台 24 小时检查监督施工现场渣土装载、冲洗台设置以及落实保洁责任情况；
二是区属巡查管控。各区安排专门的执法队伍，
按照属地管理的要求加强巡查，
重点巡查渣土运输中
涉及环保、扬尘等方面的问题；三是落实卡点值守。各区在渣土车通行主要道路设立卡点，安排人员
落实 24 小时全天候值班制度，
负责查处违规运输行为；
四是联合整治执法。全市将联合城管、环保、建
委、交管及各区联管开展不间断的渣土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查处渣土车辆未按规定时间路线运输，车
辆密闭冲洗不规范、抛洒滴漏、偷倒乱倒等突出问题，
全面规范渣土运输市场秩序。
问题解决情况
目前在多次的巡查检查当中，
渣土车密闭情况良好，
尚未发现不覆盖和抛洒滴漏现象。今后市城管局
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巡查管控，
一旦发现违规行为将依法、依规严厉处罚。

属实

处理整改情况
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于 2018 年 5 月 28 日已函请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东机务段进一步加
强对列车司机的教育与管理，
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减少鸣笛。6 月 4 日，
该单位组织列车司
机月度学习时进行了强调，并下发通知要求减少非安全需要的鸣笛。6 月 8 日，交通运输局又会同该
单位召开专题现场会，研究减少列车鸣笛相关措施。经协商，南京东机务段同意结合每月例会制度，
加强对列车司机的教育与管理，
最大限度减少鸣笛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6 月 22 日，
南京东机务段
正式回函确认减少列车鸣笛相关措施。
在现场调查的基础上，梅山街道和上怡新村社区对居民进行了南京东机务段落实最大限度减少鸣笛
措施、宁芜铁路外绕政策介绍。社区一方面在宣传栏、电子屏上正面宣传介绍外绕方案，另一方面组
织业主委员会负责人做好相关问题的解释和安抚工作。
问题解决情况
梅山街道在协调、社区宣传的基础上，
上怡新村社区还通过在宣传栏、电子屏上对减少鸣笛、外绕方案
宣传介绍，
小区业委会在业主 QQ 群中专门对减少鸣笛、宁芜铁路外绕等相关进行介绍和解释。社区
召开了楼栋长会议，对宁芜铁路外绕方案及相关情况向楼栋长进行说明，组织楼栋长向居民普及，深
入宣传采取减少鸣笛措施、宁芜铁路外绕方案，
争取居民最大程度的理解。

属实

处理整改情况
因该小区环评要求商业用房内不得开设餐饮、娱乐类项目，2018 年 6 月 27 日对餐饮经营户责令改正
到期后，区环保局将对拒不改正、继续经营的餐饮店，按《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八十八条第一
款的规定，
予以责令关闭，
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问题解决情况
截至 6 月 29 日，
该处餐饮店均处于停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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