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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20000201806060089

投诉人认为连云港市灌南县
连云港化工园区存在一刀切
情况，园区内企业都处于关
停状态。

59

D320000201806050008

弶港镇向阳村一家养猪场，
紧挨着居民居住地，臭味对
周边影响较大。

D320000201806050024

合德镇天益家园东边有个12
米宽的河流，从去年3月开
始被开发商改为箱涵，无环
保和水利手续，现已成黑臭
水体

D320000201806060088

大桥镇医院后面河道长期黑
臭。河道两边居民生活污水
直排（东园村、劳动巷）。
河边道路破损，扬尘严重，
同时有建筑垃圾堆放（约8
立方米）。

D320000201806050002

镇江市丹徒区，高资镇巫岗
村赵闰建材厂做防水材料
的，原料加热时产生废气，
下料的时候废气味道特别严
重，气味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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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20000201806050027

D320000201806050071

镇江市丹阳市江苏瑞美福实
业有限公司从事尼龙生产，
属于化工企业，在当地环保
部门关闭了所有化工企业的
时候，批准了该公司生产，
投诉人对此不认可。

镇江市丹阳市界牌镇双丰桥
红旗河的水体黑臭，臭味影
响周边居民。

D320000201806050016

泰州市兴化市戴窑镇东三村
有两三家矿粉厂，30多家米
厂，粉尘污染严重、污水排
放到车路河，污染河水。

D320000201806050026

泰州市兴化市王横工业园区
内有多家企业（主要是嘉禾
食品、顶能、绿禾）的污水
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附近
河沟里，造成了附近河沟的
污染。

行政
区域

污染
类型

连云港市
灌南县

其他

盐城市
东台市

畜禽养殖

盐城市
射阳县

扬州市
江都区

镇江市
丹徒区

镇江市
丹阳市

镇江市
丹阳市

泰州市
兴化市

泰州市
兴化市

D320000201806050066

泰州市兴化市李中镇蔡家村
西侧1里路有一个奶牛场，
臭味扰民，奶牛排泄的粪便
都流入村周围的河里。

泰州市
兴化市

D320000201806050086

泰州市泰兴市泰兴化工园区
附近(
靠近扬子医药、锦鸡化
工)
的长江干堤绿化带下面埋
有大量的危废，危废埋的具
体方位位于以下四个点位的
中间区域，四个点位分别
是：北纬32度02分26.
01
秒，东经119度55分33.
94
秒；北纬32度07分26.
70
秒，东经119度55分25.
56
秒；北纬32度07分19.
86
秒，东经119度55分38.
28
秒；北纬32度07分20.
57
秒， 东经119度55分39.
81
秒。

泰州市
泰兴市

D320000201806060091

宿迁市沭阳县贤官镇有散乱
的200家企业，没有环评，
锅炉一直在整治，已使用燃
气为燃料，各项环保设施都
安装到位，但是一直不允许
生产。隔壁的乡镇（桑墟镇
、青伊湖镇、万匹镇、扎下
镇等）的企业使用煤作为燃
料，却仍在生产。投诉人认
为不合理。

宿迁市
沭阳县

D320000201806060093

举报宿迁市沭阳县桑墟镇元
兴村的兴江木业：1.
锅炉产
生的烟尘影响村民；2.
生产
过程中产生大量灰尘粉尘影
响村民。

宿迁市
沭阳县

X320000201806050001

常州市武进区轻纺路旁河道
水环境质量太差，河道里都
是黑色河水。

常州市
武进区

调查核实情况
“4·18”央视曝光后，省政府组织联合调查组现场检查了灌河口3个化工园区，从反馈情况来看，检查的188家企业
均不同程度存在环境违法行为，问题达762个，其中我县堆沟港化工园区30家企业存在73个违法问题。按照要求，化
工园区所有企业停产整治，对未实施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企业，一律不得恢复生产。
目前园区企业均处于停产整改状态，我县正积极帮助指导企业落实整改，存在问题整改到位、通过验收后，即可履行
复产程序。对于整改后符合要求的企业，将全力支持、协调、服务企业按照程序履行审批手续，真正让守法企业、真
改企业“优胜”出来。
经核查，“企业全部处于停产状态”情况属实，“一刀切”情况不属实。

该养猪场无环保登记备案手续，治理设施不健全。通过水泵将含粪废水输送至猪场南侧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之中，含
粪废水经沟渠进入南侧东西方向封闭的二沟河，外排的含粪废水产生的臭气对周边空气环境有一定影响。

一是“无环保和水利手续”情况。举报人反映的“合德镇天益家园东边有个１２米宽的河流”为穿过凤凰汇府小区的
河流，凤凰汇府小区在天逸家园小区（举报所述的“天益家园”）东南侧。水利部门为了便于河道维护，要求开发商
建设箱涵。2
017年7
月12日，建设单位领取了河道工程占用证（射水政〔2017〕20号），工程于8月份开始建设，
2018年4月份主体完工。对照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该工程因未改
其他
变水体功能，无需办理环评手续。凤凰汇府小区项目于2017年5月24日通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完成备案
（备案号：2
01732092400000062）。二是举报人反映的“现已成黑臭水体”情况属实。因工程施工河道南北有坝
埂，水质不流动，沿河居民生活污水排入河中，经检测水质为劣Ⅴ类。
经调查， 调查组认定该信访反映属实。本信访所反映的医院后面河道， 该河为大桥镇集镇区玉带河， 东起大桥镇农
贸市场东侧（断流）， 西至白塔河，全线呈S型，长约1100米。河道沿线有大桥镇农贸市场、镇中心卫生院、镇属中
学、住宅小区和零散自建居民住宅，沿线居民约800户。玉带河东段（东园桥至农贸市场）及玉带河西段（江平线至
白塔河段）沿线两侧未建设污水管网，附近居民生活污水直排玉带河。玉带河中段（东园桥至江平线段）两侧配套建
设管网约783
米，其中镇中心卫生院医疗废水经预处理后接入污水管网。为解决玉带河水流不畅问题，大桥镇于2018
年1月开工建设玉带河东面桥污水提升泵站和玉带河西侧白塔河边的活水泵站，因围堰施工，水流不通，淤泥堆积，
黑臭河道、
致使水质下降。
建筑垃圾
6月6日收到信访后，江都区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研判，责成大桥镇、开发区、大桥水务站、江都区环保
局组成联合调查组迅速进行实地勘查。
现场玉带河东侧东园桥污水提升泵站和玉带河西侧活水泵站（连接白塔河工程）在建，玉带河整体断流，水体呈黑
色，有臭味。周边道路部分破损，破损面积约4
00平方，卫生院北侧院墙路边有部分散倒建筑垃圾，约8立方。
6月6日晚，江都区环境监测站对玉带河进行了取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河水水质劣Ⅴ类。
6月9日，江都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带领城建局、水务局、环保局、卫生局等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赴现场督查指导。
群众反映企业实为丹徒区高资赵润建材厂（以下简称“赵润建材”）于2011年12月在丹徒区发改部门进行了项目备案
（镇徒发改经信投〔2011〕277号），2012年5月取得丹徒区环保局批复（镇徒环审〔2012〕36号），2013年12月通
过丹徒区环保局环保竣工验收.
赵润建材生产过程废气主要来源于锅炉废气、沥青加热废气、碳酸钙投料粉尘。
2014年，赵润建材对燃煤锅炉进行改造，改用生物质作为燃料，锅炉废气主要污染因子为二氧化硫和烟尘，采用花岗
岩水膜除尘器对锅炉废气进行处理；沥青加热烟气主要为沥青烟气和苯并[
a]
芘，采用水膜除尘器+活性炭吸附的二级
处理方式进行处理；浸渍工序产生的烟气主要为沥青烟气和苯并[
a]
芘，采用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碳酸钙投料产生
的粉尘，采用管式水膜除尘器处理。
2018年6月7日，丹徒区环境监察大队、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赴赵润建材进行调查。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在生产，废
大气
气治理设施正常运行。丹徒区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对锅炉废气进行了监测。鉴于丹徒区环境监测站不具备沥青烟气和
苯并[
a]
芘的监测资质，且沥青加热、浸渍工序和碳酸钙投料共用一套废气处理装置，计划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对该
企业的沥青加热、浸渍工序和碳酸钙投料的废气排放情况进行监测，目前，监测数据正在分析中，丹徒区环保局将根
据检测结果进一步处理。
2018年6月8日，丹徒区环境监察大队现场跟踪检查时，赵润建材因存在生产安全隐患，丹徒区安监部门要求其停止生
产，目前，赵润建材正在进行污染治理设施的检修、原料沥青的整理和设备、场地的清理。

其他

水

水、大气

水

水、大气

土壤

大气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1.
全力支持符合条件企业加快整改。加强对停产企业的指导，督促企业依据环保法律法规要求制定整改方案，按照《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要求，将整改方案和整改完成情况报环保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开。对已经整
改到位的企业，积极加强环境执法监管，对企业实施后督察和跟踪检查。对停产决定解除后发现又实施同一违法行为的，
依法责令停业、关闭。
加大企业关闭重组力度。坚决打击“表面整改”“假装整改”“敷衍整改”等行为，让守法企业、真改企业“优胜”出
不属实 2.
来；重拳出击，对污染重、规模小、生产工艺落后、管理水平低的企业决不姑息，坚决关闭重组。
3.
尽快完成基础设施扫尾工程。持续加大投入，加快完成基础设施扫尾工程，不断提升化工园区的环保功能配套能力和治
理水平。
4.
帮助企业严格按照环保法律法规要求整改，通过验收后，按程序履行复产报批程序，通过验收后即可恢复生产。

属实

被污染的条排沟及河道已全部清理到位。环保部门予以行政处罚、责令整改并移送公安机关。目前养殖场正在实施整改，
减少臭气影响，2018年6月底前整改到位。

属实

射阳县环保督察“回头看”协调联络组分别向射阳县合德镇、住建局、水利局下达了《督查整改通知书》，要求各家根据
自身职责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射阳县政府落实住建局牵头迅速制定了《天逸家园小区东侧排水沟水体整治方案》，
落实责任、明确措施、细化节点、保障长效，及时组织推进整改工作：1、责成相关单位清理畅通坝埂，开通幸福大道南
侧在建小区内的河道，开启节制闸，整个排水沟的水南北已贯通。2、对箱涵内垃圾漂浮物已经清理到位。3、污水正在抽
入污水管网处置，水体已有明显改善。4、根据整治方案，持续推进整改措施落实落地，在6月底前全面完成整治任务。

属实

1、江都区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迅速制定整改方案，督促各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大桥镇负责玉带河整治具体工作，区
城建局负责黑臭水体治理的指导督促工作，区水务局负责河道疏浚的指导督促工作，区卫生局负责督促大桥镇医院污防设
施规范运行工作，区环保局负责玉带河的水质监测工作。
2、截污导流方面。一是建污水收集池，通过提升泵站解决玉带河东段污水直排问题，2018年12月底完成。二是结合河底
清淤工作，对沿线污水管网建成区域污水直排口进行封堵，201
8年12月底完成。三是结合人民路老镇区道路及地下管线改
造工程，完善该区域污水管网和“雨污分流”改造，2020年12月底完成改造工程。
3、河底清淤、活水引流方面。清淤后在河道上建设生态浮床，同时加快建设玉带河西侧活水泵站，2018年12月底完成。
4、2018年6月底完成道路破损维修。
5、6月20日前完成建筑垃圾清理。

属实

1、要求赵润建材对生产设备和场地进行清理。
2、要求赵润建材对大棚内的原料沥青进行整理。
3、要求赵润建材对废气治理设施进行进一步的检修，确保收集效率，污染物能够稳定达标排放。
4、丹徒区环保局将根据监测结果作进一步的处理。
5、丹徒区政府要求赵润建材立即整改，整改完成经安监部门同意后方可恢复生产。
6、丹徒区环保局加大跟踪督查力度，督促赵润建材规范运行污染处理设施，不定期对该企业废气排放情况进行监测，如
发现其违法行为及时依法处理。

1、江苏瑞美福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美福”）主要从事尼龙6切片及锦纶丝生产项目，该公司《2万吨/
年尼龙
6聚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06年9月27日经镇江市环保局审批（镇环管〔2006〕55号），2009年8月3日通过镇
江市环保局环保竣工验收（镇环验〔2009〕33号）。
2、因瑞美福增加锦纶丝生产项目，2016年根据《关于全面清理整治环境保护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的通知》（苏环委办
〔2015〕26号）以及《丹阳市清理整治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工作方案》（丹政办发〔2016〕82号）精神，该公司
完成了《尼龙6切片及锦纶丝生产项目环保自查评估报告书》，并于2017年9月26日通过丹阳市环保局备案，纳入日常
环境管理。
3、依据《尼龙6切片及锦纶丝生产项目环保自查评估报告书》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
T4754-2017），瑞美福尼
1、针对现场情况，丹阳市环保局要求瑞美福进一步提高环保意识，生产时必须保持废水、废气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确保
龙6切片及锦纶丝生产项目属于“化学纤维制造业-锦纶纤维制造”，行业类别代码为C2821。
达标排放。
4、2015年5月，根据丹阳市化工行业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意见，瑞美福不在丹阳市第三轮化工行业专项整治名
2、下一步，丹阳市环保局将会同界牌镇政府进一步加强对瑞美福的日常监管，如发现该公司存在环境违法行为，及时、
录内。
依据丹阳市发展改革和信息经济化委员会的《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丹发改经信行[
2015]
302号）和丹阳市环
不属实 依法处理。
3、瑞美福尼龙6切片及锦纶丝生产项目属于“化学纤维制造业-锦纶纤维制造”，行业类别代码为C2821，不在丹阳市第
境保护局备案的《尼龙6切片及锦纶丝生产项目环保自查评估报告书》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
T4754-2017），瑞
三轮化工行业专项整治名录内。与群众反映情况有出入。
美福尼龙6切片及锦纶丝生产项目属于“化学纤维制造业-锦纶纤维制造”，行业类别代码为C2821，不属于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中的化工行业。经丹阳市政府认定，瑞美福尼龙6切片及锦纶丝生产项目不属于化工项目。
5、 接到交办事项后， 2018年6月8日， 丹阳市环保局环境监察人员会同界牌镇政府工作人员赴现场调查。 现场检查
时， 瑞美福尼龙6切片生产线和锦纶丝生产线均在生产。 该公司生产车间废气经水喷淋吸收后， 通过屋顶35米高排
气筒排放； 生物质锅炉废气经碱液喷淋吸收后， 通过45米高排气筒排放； 现场废气处理设施均在运行，厂区内外
无明显异味。该公司生产废水经收集后进入废水处理站，通过微电解、芬顿氧化、UASB、厌氧、水解酸化、接触氧
化、沉淀、过滤等工序处理后纳管排放至丹阳市鹏鹞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新桥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现场废水处理设施
在运行。
6、2018年5月23日，丹阳市环保局曾对瑞美福外排纳管废水进行采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废水达标排放。
1、接到交办事项后，2018年6月7日，丹阳市环保局环境监察人员会同界牌镇政府工作人员赴现场调查。现场检查
时，界牌镇政府正组织人员对红旗河进行换水作业，双丰桥附近红旗河河水黑臭感官已经不明显。随即，丹阳市环保
局组织环境监测人员对红旗河上述7座桥梁断面进行了采样，监测结果显示：界牌镇红旗河水质达不到《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 (
GB3838-2002)Ⅴ类水体标准，其中化学需氧量最高为18mg/
L，氨氮最高为1
.
56mg/
L，总磷最高为0.
3
mg/
L，总氮最高为4.
65mg/
L，苯、甲苯、乙苯、二甲苯等因子均未检出，挥发酚因子不明显；污染因子指标最突出
的位置位于双丰桥断面（氨氮1.
31mg/
L，总磷0.
30mg/
L，总氮4.
65mg/
L，挥发酚0.
0019mg/
L）。
2、红旗河位于界牌镇集镇中心位置，河道沿岸无涉水污染企业（总共19家），也无污水收集管网，附近企业和居民
的日常生活污水均以雨污混流的方式排入红旗河；红旗河南端老虎桥附近的河闸常年关闭，河水不流通，再加上近期
气温渐入高温，造成了红旗河发黑发臭。

经调查，调查组认定该信访反映部分属实。
2018年6月6日接到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协调联络组交办单后，兴化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责成兴化环保局、
戴窑镇党委、政府进行调查核实。6月7日上午9时戴窑镇迅速组织粮食市场办公室、镇环保办及兴化环保局戴窑中队
对戴窑镇东三村粮食加工企业及1家矿粉加工企业进行现场检查。经查，1家矿粉加工企业为江苏和盛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该公司自2016年底停产至今，无生产废水排放，但存在未采取“三防”措施，露天堆存生产原料，造成扬尘污染
问题；18家粮食加工企业除尘设施不完善，存在粉尘污染问题。矿粉加工企业及粮食加工企业均无生产废水产生。

经调查，调查组认定该信访反映属实。
2018年5月4日下午，兴化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环境问题集中整治动员部署会，彻查全市环境问题，开展污染防治攻
坚战。兴化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2018年5月28日，组织对王横工业园区脱水蔬菜加工企业环境问题进行了专项督
查。2018年6月6日晚，垛田镇组织对王横工业园区内顶能食品公司等13家企业进行夜查，未发现脱水蔬菜企业生产；
6月7日下午，垛田镇会同兴化环保局环境执法人员对王横工业园区顶能食品公司等13家脱水蔬菜生产企业逐一进行排
查，未发现有企业生产和污水排放；6月8日下午，垛田镇再次组织对王横工业园区内顶能食品公司等13家脱水蔬菜生
产企业进行检查，未发现有脱水蔬菜企业生产。2018年6月7日和6月8日，兴东镇会同兴化环保局对嘉禾食品公司及王
横工业园区内10家（属兴东镇辖区）脱水蔬菜企业进行检查，未发现企业生产，未发现企业有生产废水排放。目前，
全部24家脱水蔬菜企业均处于停产整治状态。

经调查，调查组认定该信访反映基本属实。
2018年5月4日下午，兴化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环境问题集中整治动员部署会，彻查全市环境问题，开展污染防治攻
坚战。兴化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2018年5月28日，对华夏畜牧兴化有限公司环境问题进行了专项督查。2018年6月
7日兴化市李中镇接到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协调联络组交办单后，即于当日上午组织环保办、企管站、招商办工
作人员及环保局城北中队环境执法人员对企业进行现场核查。6月8日，泰州市兴化环保局分管负责人及执法人员会同
李中镇分管负责人再次到现场核查。发现企业南侧雨排管已拆，在主饲养区东侧沟塘部分污泥也已清理，但企业主饲
养区北侧大桥下，有一面积约96亩的污泥暂存池，池内仍有积压的污泥。华夏畜牧兴化有限公司废水处理设施正常运
转，但在2018年4月1
7日至5月12日有污水通过雨排管排入主饲养区南侧生产河道的问题。

2018年6月6日，泰兴市成立联合调查组，组 长：杨剑平
副组长：苏永哲、王新宇，成员：朱玉宏、赵宸、蔡勇智、郭建、翁洪海、王忠进。6月6日下午，调查组去现场核
实，情况部分属实。

经调查核实，贤官镇目前全镇有213家工业企业。其中木材加工企业181家，目前已改天然气企业115家，改用生物质
成型燃料企业52家，改用醇基燃料2家，改用电加热3家，2家10蒸吨/
小时以上锅炉，将于今年整治完成，2台拆除后
不再使用锅炉，5家断电停产整改。2018年5月，贤官镇会同县环保局对贤官镇所有木材加工企业开展排查整治。对通
过贤官镇与环保局验收同意后，具备生产条件的12家已恢复生产。具有环保手续、治污设施基本到位、燃煤锅炉整治
基本到位，但未通过贤官镇与县环保局验收同意的37家企业，经研究后，同意边生产边整改（6月底前需经贤官镇会
同环保局初步验收同意，否则停产整改）；132
家企业因环保手续不全或天然气未连接或治污设施不到位等问题，未
同意复产，正在要求其完善手续、连接天然气、完善治污设施，达到生产条件的将逐步复产到位（9月底前完成，逾
期未完成将列入散乱污企业，实施两断三清）。
我县10蒸吨/
小时以下燃煤锅炉2017年底已完成整治， 另组织乡镇力量对桑墟镇、 扎下镇、青伊湖镇、万匹乡等地工
业企业燃煤情况进行排查。经排查，桑墟镇有2
74家企业， 倒闭转型无需供热企业82家、集中供热1
18家、天然气2家
、生物质72家，无燃煤企业；扎下镇排查135台锅炉，31台改集中供热，65台使用生物质，39台拆除，无燃煤企业；
青伊湖镇排查63家企业，18家集中供热，1家改天然气，37家使用生物质，7家无锅炉；万匹乡排查企业52家，51家使
用生物质，1
家改用醇基燃料，无燃煤企业。上述乡镇 10蒸吨/
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已全部完成整改。

大气

2018年6月7日，沭阳县对该厂依法进行现场检查，该企业位于沭阳县桑墟镇元兴村三组，从事机拼板生产与销售，
2016年通过“两违”项目评估并备案。现场检查时企业正在生产，企业锅炉使用生物质成型颗粒为燃料，配套了水膜
除尘设施，检查时正常运行，现场监测林格曼黑度Ⅰ级。打磨砂光工段自2017年初停止使用。经检查，发现企业存在
热压、涂胶工序存在挥发性有机物无收集处理设施、有机废气无组织排放等环境问题，该企业建成于2007年，附近
居民区建成于2009年，距最近农户约20米（卫生防护距离要求100米）远，对居民生活有一定影响。

黑臭河道

经查， 反映情况属实。 反映的“常州市武进区轻纺路旁河道”为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武进纺织工业园区的内河王家
浜。 该浜东西向横穿工业园区， 东起园区东升路，西临采菱港， 与采菱港有泄洪闸相隔，与外围水系不连通，全长
约1.
55公里，平均河宽约9米，是一条工业园区内景观河道和防洪泄洪通道。
武进区分管区领导组织湖塘镇、武进环保局、区水利局、生态办组成联合调查组，采取查阅资料、实地察看、水质监
测、走访群众、综合研判等方式进行实地调查，经监测，王家浜轻纺桥断面水质较差，为劣Ⅴ类水。
该河道已由武进区湖塘镇列入2018年黑臭河道整治计划中，并于2018年5月22日开始进行招标。

属实

部分
属实

属实

基本
属实

1、针对现场情况，界牌镇政府及时打开红旗河南端老虎桥附近的河闸，组织人员抽调长江水经永红河对红旗河进行补水
换水，并对沿河垃圾和漂浮物进行了打捞（2018年6月11日完成）。
2、下一步，界牌镇政府将在红旗河沿岸铺设污水收集管网，对周边生活污水进行纳管处理（2019年6月30日前全部建设完
成并投入使用）。同时，加强长效管理，对红旗河沿岸露天旱厕、散养家禽点进行取缔，防止河道污染（2018年6月10日
已全部取缔）；并联系专业河道污染治理单位，制定方案，有针对性地采用生物菌种进行河道污染治理（2018年6月10日
已由江苏江南生物菌有限公司制定方案，2018年6月15日完成）。

（一）兴化市（戴窑镇）迅速开展粮食加工企业专项整治行动
戴窑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牵头召开全镇粮食加工企业专项整治工作会议，明确：（1）对18家未安装除尘设施企业全
部停产整改，限于7月15日前完成除尘设施安装调试工作；（2）对已安装除尘设施的5家企业进行“回头看”，确保设施
正常运行；（3）对辖区内所有粮食加工企业进行全面排查，确保7月15日前除尘设施全部安装到位。
（二）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针对江苏和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露天堆存生产原料， 未采取防扬尘措施环境违法行为， 兴化环保局于2018年6月7日已立
案查处，拟对该公司未采取防扬尘措施， 露天堆存生产原料的环境违法行为处以六万元罚款，同时责令立即采取密闭、
覆盖、围挡等防扬尘措施贮存生产原料；针对18家粮食加工企业未配套建设除尘设施环境违法行为，18家粮食加工企业已
于2018年6月9日停止生产，粮食加工企业积极整改，3家企业9日当天就完成除尘设施安装，6家企业10日已完成除尘设施
安装，等待验收；其余9家企业中5家正在安装中，4家所订购除尘设施已陆续到位，等待厂家安装。对整改迟缓的一家粮
食加工企业已立案查处，并对其他企业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三）建立长效监管措施
兴化环保局联合戴窑镇政府加大对粮食加工企业的环境监管，确保除尘设施正常运行，粉尘稳定达标排放。加强对江苏和
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环境监管力度，督促企业按序时进度完成整改工作。

2018年3月份和4月份， 兴化环保局组织了两次脱水蔬菜加工企业环境问题专项执法检查， 发现部分企业违法排放废水，
并对有关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2018年6月2日上午，兴化环保局召开脱水蔬菜加工企业环境污染专项整治推进会，会上印
发《兴化市脱水蔬菜加工企业环境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行动方案的通知》（兴环发〔2018〕70号），会上明确要求所有脱水
蔬菜加工企业立即整治，新上污水处理设施，确保８月底前企业清洗水、漂烫水、冷却水、甩干水全部收集处理，达标排
放。

鉴于该公司存在以上三个问题，泰州市兴化环保局已于2018年5月11日对该公司东北侧污泥暂存池污染等问题进行调查处
理并作出行政处罚，罚款人民币叁拾万元，并对该公司相关环保责任人员进行行政移送，已拘留1人。
兴化市李中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多次到华夏畜牧兴化有限公司现场督促企业加快整改进度。

部分
属实

6月6日下午，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回头看”江苏省协调联络组交办单后，泰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召开会议，
紧急部署落实，成立专门班子，对信访事项进行深入调查、走访核实，经调查走访部分该地块原企业负责人、开发区管委
会干部等人，信访人反映内容部分属实，但因时间久远，附近大多数企业已不复存在，很多知情人也已失去联系，短期内
很难掌握全面情况，暂时无法确认信访人反映的内容是否完全属实。下一步，将根据调查结果，编制修复方案，提请专家
评审，科学组织实施，消除环境安全隐患。

部分
属实

接到交办单后， 市协调联络组第一时间将该信访件交办至沭阳县政府， 要求迅速开展调查处理， 市协调联络组也安排专
人到现场就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督办。 沭阳县贤官镇会同县环保局对整改合格且符合产业政策、规划布局的企业完善环
评等手续。对于按要求整改到位的，由企业申请，经验收合格后予以恢复生产；对散乱污企业坚决予以取缔，实施两断三
清。同时，沭阳县将加大随机检查频率和力度，坚决杜绝烧煤现象。

属实

接到交办单后，市协调联络组第一时间将该信访件交办至沭阳县政府，要求迅速开展调查处理，市协调联络组也安排专人
到现场就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督办。沭阳县环保局已对该厂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热压、涂胶工序挥发性有机物直排
等）立案处罚，拟处罚5万元，目前已下达事先（听证）告知书。桑墟镇人民政府当天已对其实施断电处理，责令限期整
改，整改期限为2018年7月30日前。待污染防治设施建成并正常运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供电
生产。

属实

武进区人民政府责令湖塘镇加紧实施黑臭河道整治工程。
1.
控源截污，加快园区外企业雨污分流工作，9月底完成14家园区外企业的雨污分流和接管工作；对园区内纺织公寓生活污
水进行接管，预计7月底完成。
2.
清淤活水，计划6月10日清淤进场 ，计划工期90天（汛期顺延）。
3.
加强长效管理和生态治理工作，强化“河长”责任制，加强沿线排口的巡查，种植水生植物。

问责
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