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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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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经核查，
举报人反映的民安物资回收站，
位于秦淮区夫子庙街道江宁路 24 号，
为 6 层住宅底层沿街商铺，
房屋性质为商用。该收购站营业执照名为：
南京市秦淮区民安废旧物资回收站，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104600336460，
日常有 3 名工作人员。收购站约 20 平方米，
内有 1 台磅秤，
6 月 23 日现场
检查发现门前空地有 2 台卡车。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
秦淮区政府高度重视，
立即安排夫子庙街道牵头办理。6 月 23 日 13:15，
秦淮区环保局工作人员前往现场调查处理。当日 14:30，
由
南京市秦淮区江宁路 24 号的民安物资回收站，垃 南京市 噪音,土 秦淮区夫子庙街道主任沈涛带队，市场监管分局、城管执法中队、安监站、环保局相关人员赶赴现场联合调查处理；当日 15:19，秦淮区委常委、副区 部分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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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程军带领区环保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城管局等单位负责人现场督查该店整改落实情况。
圾露天堆放，
噪声扰民。
秦淮区
壤
实
经调查，
民安物资回收站营业证照齐全。未发现垃圾堆放，
但环境脏乱，
卸货卡车停在门前，
存在利用门前空地上、下货物的违规行为。环保局执法
人员下午 13:15 分至现场勘查，未发现该废品收购站有废品加工机械、设备，
未发现固定噪声源，举报人反映的噪声扰民问题，经调查、分析，可能是
经营过程中抛扔废品、人员喧哗、上下货物等产生噪音。操作过程中存在噪声扰民现象。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部分属实。
存在问题
该收购站存在门前
“三包”
落实不到位、利用门前空地上下货物的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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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东郊小镇 8 街区北侧的高 南京市
速，
交通噪声扰民，
希望建设隔音屏。
江宁区

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8 号徐庄软件园紫金东郡 南京市
小区北侧的地铁 4 号线，
噪声扰民。
玄武区

问责
情况

处理和整改情况

处理整改情况
夫子庙街道主任沈涛牵头，协调区环保局、夫子庙城管执法中队、市场监管分局、安监站等单位相关人
员参加联合整治。根据现场检查发现商户存在的门前“三包”落实不到位情况及卡车占道经营行为，
城管执法人员对其开具了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物品通知书（宁城法秦﹝2018﹞714346 号），现场暂扣其
违规经营用具（卡车壹辆），要求其 6 月 30 日前，至夫子庙街道城管执法中队接受处理。同时，联合执
法要求经营户立即做好门前“三包”自查自改、安全隐患排查、噪音扰民问题排查，店主现场表示积极
配合，主要从三个方面整改：一是将门前车辆清走，改善卫生状况和市容环境；二是对工作人员粗暴抛
扔货物等产生噪声的经营行为加强整改；
三是即日起立即自行停业整改，
未达到标准前不得营业。
问题解决情况
问题已得到解决。该废品收购站已停止营业。按照门前三包的要求，
门前车辆清走，
卫生清理干净。

噪音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1、
“东郊小镇”
第七、第八住宅街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审批通过，
2013 年 9 月份竣工并申报竣工备案。该项目环评中明确
提出：建设项目周边有绕越公路、高铁项目，为降低噪声，企业应按环评要求设置防护退让距离，合理布置沿线住宅楼位置，在前排建筑与绕越公路
之间 50 米范围内堆筑顶端高出路面小土丘，同时设置 3 米高声屏障以及采用隔声、吸声建筑材料、安装双层门窗等降噪措施。此外，东郊小镇 8 街
区售房合同中也明确载明“乙方已知购买的商品房临近京沪高铁、绕越高速和沪宁高速，可能会受到交通噪声影响，甲方已在销售价格上考虑此因
素”
等内容。
2、南京绕越高速公路全长约 147 公里，
双向六车道，
设计行车速度 120 公里/小时。由南京长江四桥、南京绕越公路东南段、南京长江三桥、宁淮高速
公路（南京-淮安的高速公路）、绕城公路东北段组成。途经 8 街区的为绕城公路东南段，于 2006 年 12 月 30 日正式开工建设。2010 年 9 月 30 日建
成通车，
2013 年通过环评验收和交通部竣工验收，
产权及养护单位为南京市交通集团。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
2018 年 6 月 24 日上午，
江宁区交通运输局政策法规科科长覃云毅、铁路办主任郗承志赴现场调查。经查，
绕越高速东南段东郊小镇
8 街区路段（三桥往四桥方向）K56+400 至转沪宁高速公路匝道安装约 800 米声屏障；在 K56+400 至 K56+540 路基段 140 米高边坡距离隔离栅 10
米，
外围高边坡（平均高度 10 米以上）形成天然声屏障，
未设置声屏障。隔离栅内降噪绿化带宽度 10 米，
高度约 8 米，
长势良好，
形成天然声屏障，
降
噪效果较好。同时，
“东郊小镇”
第七、第八住宅街区建设项目已按环评要求落实了相关防治措施。
2018 年 6 月 24 日 22:00-22:20，
江宁区环境监测站对东郊小镇 8 街区 31 幢 9 楼声环境质量进行监测，
监测结果显示噪声值 68.3 分贝，
超标。
举报人反映的交通噪声扰民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绕越高速东郊小镇 8 街区段已安装了隔声屏，堆土形成了高边坡对交通噪声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有 100 米左右段落无隔声屏，导致隔声屏不能完
全覆盖小区所有居民楼（约有两幢居民楼段落无隔声屏），
仍存在噪声扰民的问题。

属实

处理整改情况
1、江宁区交通运输局已对接南京绕越东南段有限公司，针对该段落隔声屏未能完全覆盖小区居民楼
的情况进行查看，同时根据道路与小区规划情况确定隔声屏补充安装主体，并从充分考虑居民诉求的
角度出发，
加快推进力度，
预计 6 个月左右完成该段落的隔声屏补充安装。
2、南京市交通集团持续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加强现有声屏障设施维护和绿化带管养，确保做好长效管
理工作。
问题解决情况
1、江宁区政府要求麒麟街道督促东郊小镇建设单位采取在隔离栅外高边坡处增植降噪林等措施降低
噪声的影响。
2、麒麟街道尽快落实安装隔声屏资金渠道，6 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隔声屏的补充安装，加快解决高速
噪声扰民问题。

噪音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南京地铁 4 号线一期工程西起龙江站，东至仙林湖站，线路全长 33.75 公里，4 号线一期环评报告于 2011 年 8 月获得国家环保部批复（环审【2011】
235 号），工程整体已通过竣工验收，并于 2017 年 1 月 18 日开通。紫金东郡小区一、二期位于 4 号线一期徐庄站至金马路站区间，环评报告于 2012
年 10 月 11 日取得南京市环保局批复（宁环建【2012】144 号），
建筑外墙与线路右线最近距离为 37.5m、线路埋深 15.3m，
环评报告中要求对该区段采
取钢弹簧浮置板道床措施，
在工程设计、施工过程中均已严格按此要求实施。
调查核实情况
2018 年 6 月 23 日下午 15:30，
玄武区建设局王平权、王旭明会同地铁集团、徐庄高新区对紫金东郡小区临地铁 4 号线段进行了实地调查。
属实
紫金东郡小区由南京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开发，
江苏江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
占地面积 17 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约 28.9 万平方米，
建有 60 栋建
筑物，以 6 层电梯花园洋房及叠加别墅为主，分别于 2012 年和 2015 年建成交付。目前紫金东郡小区靠近地铁沿线共有 6 栋，分别是 5、1、15、16、
40、52 栋，
计 12 个单元，
120 户业主。
2017 年 1 月和 8 月，
南京地铁集团分别对紫金东郡进行了现场振动影响监测，
数据分别为 61.4dB、59.4dB，
均低于标准值（70dB）。但因地铁运行过
程中无法完全消除轮轨接触引起的振动，
会对周边小区产生一定的影响。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地铁运行过程中无法完全消除轮轨接触引起的振动，
会对周边小区产生一定的影响。

处理整改情况
1、地铁集团于 2017 年 3 月和 6 月组织开展了该区段轨道条件精调工作。目前已经对轨道条件进行优
化，减缓轮轨接触振动影响，并对紫金东郡小区对应区段列车行驶速度控制在 40-45 公里/小时低速
运行。
2、玄武区徐庄高新区将积极协调开发商、物业公司等做好居民沟通解释工作。
问题解决情况
地铁集团将进一步加强对车辆钢轮和轨道结构的检查和维护工作，通过轨道打磨、润滑等方式，最大
限度降低列车运行产生的噪声对周边的影响。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宁芜铁路、仙宁线为并线，
均为南北走向，
铁路仙宁线为全封闭的动车线路；
宁芜铁路为普速铁路，
源于民国时期的江南铁路，
后改称宁芜铁路，
宁芜
铁路该段有 3 股道，其中中间 1 股为正线，两侧为铁路紫金山站到发线，偶有货运列车停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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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条铁路的管理和运营均由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
调查核实情况
2018 年 6 月 23 日下午 15 时，
区建设局王平权、王旭明会同市交通运输局、徐庄高新区相关工作人员对紫金东郡小区临宁芜铁路段进行了实地调查，
相关情况如下：
紫金东郡小区由南京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开发，
江苏江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
占地面积 17 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约 28.9 万平方米，
建有 60 栋建
南京市玄武区徐庄软件园紫金东郡附近的宁芜铁 南京市 噪音,大 筑物，以 6 层电梯花园洋房及叠加别墅为主，分别于 2012 年和 2015 年建成交付。小区东侧临铁路，建有 6 栋 6 层电梯花园洋房和 1 栋小区会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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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实
屋整体已安装双层中空隔声窗，
小区与铁路线之间建有 3.5 米高的隔声屏，
隔声屏与小区之间有约 2 米高土坡，
种植灌木和高大乔木。
路鸣笛噪声扰民，
火车行驶过程中冒黑烟。
玄武区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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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进出站、行人、危及行车安全不良处所等
需鸣笛。仙宁线动车为电力机车，
经过紫金东郡小区不鸣笛。宁芜铁路列车经过紫金东郡小区，
进出紫金山货运站（紧靠紫金东郡小区）时，
需按规
定鸣笛。举报人反映火车鸣笛噪声扰民问题属实，
但鸣笛确实符合火车行驶安全管理制度要求。
仙宁线动车为电力机车，经过紫金东郡小区时，不冒烟。宁芜铁路运行的是内燃机车，都是依据《铁路牵引用柴油机排放污染物限值及测试规则》
（TB/T 2783-1997）和《铁路牵引用柴油机排放试验标准》
（TB/T 2783-2006），其烟度值颗粒物排放执行 0.25g/KW·h 的限值标准，达标后才能
入网运行。举报人反映的火车行驶过程中冒黑烟现象属实，
但确实符合国家排放标准。
存在问题
经调查，
举报人反映的火车鸣笛噪声扰民内容属实，
但符合安全管理制度要求；
反映的火车内燃机有冒黑烟现象属实，
但铁路内燃机车排放达标。

处理整改情况
1、该段铁路已纳入宁芜铁路外绕项目。为有效推动宁芜铁路外绕工作，路地双方高层领导多次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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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15 日，市政府主要领导与铁路总公司进行磋商，4 月 11 日与铁路
上海局集团进行磋商，5 月 9 日再次与铁路总公司进行磋商。2018 年 5 月 17 日，铁路总公司领导赴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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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南京市已与铁路方就外绕
线位方案达成一致，
正合力加快推进该项目的前期工作。
2、6 月 23 日，市交通运输局再次会同南京东机务段召开专题现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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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3 日，
市交通运输局再次电话联络南京东机务段安全监督科通报相关情况。
问题解决情况
考虑到先有宁芜铁路后紫金东郡小区的实际，玄武区徐庄高新区将积极协调开发商、物业公司等进一
步做好居民解释工作。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举报反映的
“齐东化学和金腾化工”
实为南京齐东化工有限公司、南京钟腾化工有限公司、江苏金桐表面活性剂有限公司三家公司。
南京齐东化工有限公司是山东齐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苏丹阳联东化工有限公司合资创办的企业，成立于 2009 年 5 月 8 日，位于南京化学工业
园区大纬东路 189 号。主要产品为石油树脂、副产品 1# C9 混合芳烃、2# C9 混合芳烃、C10 重芳烃。主装置尾气处理措施为溶剂油吸收加活性炭
吸附；包装造粒系统尾气处理措施为布袋除尘；原料罐区无组织尾气处理措施为集中收集后活性炭吸附；隔油池、曝气池无组织尾气处理措施为集
中收集后活性炭吸附。该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底停产至今。
南京钟腾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 月 26 日，位于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大纬东路 99 号。主要原料为纯苯，产品为顺丁烯二酸酐，二期项目未建。
该公司吸收塔冷却分离工艺尾气通过尾气处理系统进行催化氧化后经 30 米排放筒排放；
液酐结片工段的顺酐粉尘气体收集经尾气洗涤装置处理后
15 米排气筒排放。该公司于 2017 年 4 月停产至今。
江苏金桐表面活性剂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
位于南京市化工园区普葛路 1 号，
主要产品为烷基苯。该公司正常状态下无工艺废气排放，
事故状态下工艺废气经碱洗通过火炬燃烧排放。该公司目前正常生产。
举报反映的六甲社区位于长芦街道东北部，化工园产业区内。2006 年 9 月因区划调整，由原葛桥、沿河两个村合并成立，东至滁河西岸，南至岳子
河，西与长芦中心社区相连，北与长芦街道普东社区接壤。2008 年因南京化学工业园建设需要，开始实施征收拆迁，到 2013 年 12 月已基本拆迁结
束，
截至 2018 年 6 月仅剩 4 户未拆。
调查核实情况
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六甲社区葛桥居民点附 南京市 大气,噪 2018 年 6 月 23 日，
南京市江北新区环境监察大队郭子君、仇再冉赴南京钟腾化工有限公司、南京齐东化工有限公司、江苏金桐表面活性剂有限公司
部分属
D320000201806220018 近的齐东化学和金腾化工无环评审批手续，
排放刺 江北新 音,其他 进行现场检查。
实
“4 万吨/年苯法顺酐项目”，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获批（宁环建【2010】125 号），分阶段建设，一期建设
“2 万
鼻气味和噪声扰民。
区
污染 经查，南京钟腾化工有限公司建设项目为
吨/年苯法顺酐项目”
于 2013 年 12 月 7 日通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宁化环验复【2013】17 号），
二期未建设。该公司于 2017 年 4 月底停产至
今。现场检查时未发现有明显异味及噪声情况。
南京齐东化工有限公司建设项目为“16 万吨/年裂解 C9 深加工项目”，于 2010 年 4 月 2 日获批（宁环建【2010】33 号），分阶段建设，一期建设“4.5 万
吨/年苯法顺酐项目”
于 2013 年 10 月 22 日通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宁化环验复【2013】22 号），
二期未建设。该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初停产
至今。现场检查时未发现有明显异味及噪声情况。
江苏金桐表面活性剂有限公司建设项目为“烷基苯装置项目”，于 2011 年 1 月 12 日获批（宁环建【2011】1 号），2013 年 6 月 9 日修编获批（宁环建
【2013】49 号），
于 2014 年 12 月 5 日通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宁环（园区）验【2014】46 号）；
现场检查时未发现有明显异味及噪声情况。
南京白云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场对三家企业的无组织废气及金桐的有组织废气、噪声进行了监测，
监测结果显示所有数值均达标。
综上，
举报反映的
“企业无环评审批手续”
不属实；
因南京钟腾化工有限公司、南京齐东化工有限公司已长期停产，举报反映的“企业排放刺鼻气味、噪声扰民”无法核实，待企业恢复正常生产后将进
行监测核实。
举报反映的江苏金桐表面活性剂有限公司
“噪声扰民”
不属实；
尽管当天废气监测数据达标，
但在特定风向及气象条件下，
企业废气可能对周边环境
造成一定影响，
举报反映的
“企业排放刺鼻气味扰民”
属实。
存在问题
尽管当天废气监测数据达标，
但在特定风向及气象条件下，
企业废气可能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处理整改情况
1、江北新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对江苏金桐表面活性剂有限公司实施常态化 VOCs 检漏、修复与评估
工作，
并加强监管。
2、江北新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对南京钟腾化工有限公司、南京齐东化工有限公司加强巡查，待恢复生
产后实施常态化 VOCs 检漏、修复与评估工作，
并加强监管。
问题解决情况
通过长效管理，
减少 3 家企业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从城管执法部门日常执法管控的情况来看，流动烧烤店的违法表现形式主要为无证占道露天烧烤、占道经营油炸食品和有证烧烤店倚门出摊。现
在正值夏季，
上述两种违法行为确有存在,主要集中夜间，
及市民公认的美食街，
及夜间人流较密集的道路。
南京市
调查核实情况
南京市流动烧烤店数量多，油烟污染大，建议南京
其他污
D320000201806220021
市城管
目前，
无固定经营场所的占道经营（含餐饮活动的占道经营），
以及有固定经营场所的餐饮企业违反市容环卫责任区制度、违规露天烧烤和占道经营
市各级政府应加强长效治理，
减少大气污染。
染,大气
等行为由城市管理部门查处。自 2017 年以来，全市城管行政执法队伍共取缔违章夜市排档 5643 次，取缔违章午排档 4102 次，取缔违章早餐点
局
5472 次，
规范早摊点 6534 次，
查处占道露天烧烤 4218 起。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无明确的举报对象。

处理整改情况
1、列入重点。整治占道露天烧烤及倚门出摊烧烤始终是城管执法部门的工作重点，在历次的执法整
治活动中都作为主要内容进行重点整治。6 月份，制定下发了《南京市城管行政执法队伍环保专项整
治工作方案》，对占道露天烧烤重点进行了任务明确，市城管总队专门安排稽查支队作为专项整治督
查部门，
对各区（园区）大队开展环保专项整治工作进行督查考核。
2、积极配合。在开展占道露天烧烤执法工作中，各级执法队伍紧密配合辖区管理部门，积极推动占道
经营者入户经营，从规范经营角度入手，努力做到既不影响市民正常夜间消费需求，又不违反城市管
理相关法律法规。
3、严格执行。全市城管执法队伍严格执行市政府 2017 年 12 月 8 印发的《南京市餐饮业环保专项整治
方案》
（宁政传〔2017〕140 号）明确整治重点和任务分工，按照
“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原则，
各区（园区）城管执法队伍紧密对接辖区综合执法部门，全力配合环保专项执法，有效打击餐饮企业违
法行为。
问题解决情况
1、机制推进。依托市、区、街三级网格化巡查执法工作机制，加大巡查频次，加强层级督考，突出区级
网格化巡查执法对街道城管执法队伍执法效能的督查考核，
落实长效常态，
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2、加大督考。加强对各区（园区）城管执法队伍开展“流动烧烤店”专项执法效能的督查考核，督促各
级执法队伍认真做好专项整治工作。

南京市玄武区的钟山朝阳府小区居民反映沪宁铁 南京市
D320000201806220024
路噪声扰民。
玄武区

D320000201806220027

南京市秦淮区朝天宫街道仓巷路路口的中国平安 南京市
保险公司，
使用高音喇叭噪声扰民。
秦淮区

南京市鼓楼区阅江楼街道城河北路和四平路交汇
南京市
D320000201806220029 口处的污水井经常漫溢，最近一次是 2018 年 5 月
鼓楼区
份。

D320000201806220038

南京市
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街道新华七村小区西南门附
江北新
近的云厨一站,高音喇叭噪声扰民。
区

属实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居民反映沪宁铁路实为京沪铁路，
为东西走向。京沪铁路为普速铁路，
源于民国时期的沪宁铁路，
是承担长江南北和长三角地区重要客货运任务的
国家既有干线铁路，
该铁路的管理和运营均由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
调查核实情况
6 月 23 日下午 14 时，区建设局王平权、王旭明会同市交通运输局、区环保局、玄武湖街道相关工作人员对钟山朝阳府小区临沪宁铁路段进行了实地
调查。
钟山朝阳府小区由南京鼎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建有 12 栋别墅和 25 栋大平层，共 273 户，分别于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6 月和 8 月交
付。2010 年，南京市环保局对该建设项目作出审批意见（宁环建〔2010〕78 号），环评批复要求：在南侧铁路和东侧高架道路设置声屏障、构建绿化
噪音
属实
带、安装双层中空隔声窗等措施。经现场核查，小区整体已安装双层中空隔声窗，2016 年 10 月分别在小区东侧高架道路、小区南侧安装了隔音屏，
铁路与小区之间种植了灌木。2017 年 5 月 16 日通过了玄武区环保局预验收。
2017 年 6 月玄武区城管局认定小区南侧隔音屏为违法建筑，
予以强制拆除。
2018 年 6 月 23 日，玄武区环境监测站对苏宁钟山朝阳府小区进行噪声监测。依据《南京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方案》及《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该区域为 2 类声环境功能区，监测期间，苏宁钟山朝阳府 19 栋一楼户外一米处 Z1 点昼间环境噪声监测结果为 61db（A），超标
1db（A），夜间监测结果为 60db（A），超标 10db（A）。苏宁钟山朝阳府 5 栋一楼户外一米处 Z2 点昼间环境噪声监测结果为 56db（A），达标；夜间监
测结果为 56db（A），
超标 6db（A）。
举报人反映铁路噪声扰民情况属实。

噪音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经现场核实，被举报对象全称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第九营销服务部，位于南京市秦淮区朝天宫街道仓巷 137 号 3、4 楼，属
于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非上市)，
于 2003 年 4 月 21 日成立，
经营范围为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
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
括
“团体长期健康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
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
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
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业务；
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
秦淮区政府高度重视，
立即责成秦淮公安分局牵头主办，
朝天宫街道、区环保局、区城管局协办。6 月 23 日下午，
秦淮公安分局、朝天
宫街道、区环保局、区城管局相关人员联合对该公司进行调查核实情况。
经核查，
举报人反映的仓巷平安保险公司噪音扰民现象的问题属实。
存在问题
1、仓巷 137 号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第九营销服务部办公场所内使用两台功放、两支话筒，每日 9:00—10:30 对员工进行培
训，
播放音量大，
噪音扰民。
2、该公司靠近天一居小区，
噪音对该小区住户生活造成影响。

水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城河北路和四平路交汇口漫溢的污水井为南京市属管养污水设施，
属建宁路街道辖区范围。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鼓楼区政府第一时间交办。区城管局顾亚峰、南京市城市排水管理有限公司苑智浩当日即赶赴现场调查。经核实，投诉人反映的
“城河北路和四平路交汇口处的污水井”为市属管养污水设施，管养单位是南京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市城市排水管理有限公司），主管部门为
南京市水务局。目前，
该污水井无漫溢现象，
此前的确存在多次污水漫溢现象，
举报人反映的
“污水井经常漫溢”
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经向该处管养单位南京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了解，
漫溢的污水井是连接上下游的污水管网检查井，
该污水管网主要汇集、输送上游的污水至城北污
水处理厂。由于污水量不断增多，
城北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有限等原因，
有时污水积压在污水管网中形成高水位运行，
经常从地势低洼的该污水
井往外漫溢。

噪音

处理整改情况
玄武区环保局责令南京鼎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隔声屏。
问题解决情况
1、玄武区环保局责令南京鼎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 45 日内完成声屏障建设。
2、玄武湖办事处积极好居民沟通和解释工作，
同时督促开发商按期完成声屏障建设。

属实

处理整改情况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联合调查组约谈了该公司，该公司临时负责人表示积极配合。止马营派出所对该
公司的两台功放、两支话筒进行暂扣，同时对该公司培训内勤制作了询问笔录。因公司负责人在扬州
出差，
表示 6 月 26 日到止马营派出所说明情况。6 月 26 日，
止马营派出所约谈了该公司负责人。该公
司负责人表示绝对配合噪音治理，不会再使用功放高音喇叭进行培训；近日就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进行
开会传达，
个别在外出差的负责人也会及时通知；
由于涉及负责人数众多，
恳请三天之内整改。
问题解决情况
目前，
该公司已停止喇叭播放。下一步，
止马营派出所和朝天宫街道将做好定期巡查监管工作。

属实

处理整改情况
1、南京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已针对该处污水井漫溢的情况，
采取了一些专业整改措施。
2、加强对该处的巡查频次，发现污水漫溢的情况，及时向南京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反映，由该公司采
取应急处置措施。
3、积极安排水关桥泵站、水关桥二号泵站协助南京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对出现污水漫溢的积水进行
调排。
问题解决情况
目前，
该污水井没有污水漫溢。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举报人反映的
“新华七村小区西南门附近的云厨一站”
系江苏云厨一站新零售有限公司六合新华七村分公司，
位于南京市六合区大厂街道新华七村
21 幢 2 号，
从事水果、蔬菜等食品销售，
营业面积约 60 平方米，
员工 5 人，
经营时间为 07:30-20:30。
五、调查核实情况
6 月 23 日，大厂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克龙带队检查了江苏云厨一站新零售有限公司六合新华七村分公司。检查时段未发现高音喇叭噪声扰民现 属实
象，随后在店内柜台发现了用来招揽生意的扩音喇叭。经询问负责人后，确定该店会在晚间使用喇叭播放销售信息招揽生意，现场无其他噪声源。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六、存在问题
该云厨一站店面晚间使用扩音喇叭播放销售信息招揽生意，
造成噪声扰民。

处理整改情况
1、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大厂街道办事处责令店家停止使用高音喇叭播放销售信息招揽生意，
并对负责人进行教育劝导，要求其加强内部管理。安排专人加强巡查监管，防止问题反弹，确保群众
良好的生活环境。
2、江北新区公安分局西厂门派出所对店家进行规劝，
同时加大巡查力度，
拒不配合则依法进行管理。
问题解决情况
江苏云厨一站新零售有限公司六合新华七村分公司已自 6 月 25 日起不再使用扩音喇叭等任何高音设
备播放销售信息招揽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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