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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污染
区域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举报人反映的大众浴室（营业执照名为：
南京市秦淮区蓝星星浴室），
经核查其位置位于秦淮区秦虹街道红花村 160 号，
成立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
该
浴室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320104600522729，
排水许可证尚未办理，
浴室营业时间为中午 12:00 至晚上 12:00。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
秦淮区政府高度重视，
立即安排秦虹街道牵头办理。6 月 25 日下午 16:30，
秦淮区区委常委、副区长程军带领秦淮区环保局、城管局、
市场监管局、秦虹街道等单位主要负责人现场核查，
明确整改要求。秦虹街道主任刘敏会同区环保局、城管局、城管执法中队、市场监督管理分局相
南京市秦淮区秦虹小区文安里南 58 号的大众浴
南京市
关工作人员进行全面检查，
进一步核实情况。
D320000201806240040 室，
锅炉噪声、拖热水的汽车噪声、汽车放热水的噪
噪音
秦淮区
经调查，
浴室经营用热水由水厂通过运水车运输，
设有一大一小两个水箱用于贮存热水，
每三天运输一次，
运输时间为中午 12:00 左右，
卸热水时长
声扰民。
大致半小时。举报人所述锅炉实际为旁边苏果超市消防用水箱，
现场噪声主要是苏果超市使用的四台空调压缩机产生。
区环保局于 6 月 25 日晚分别在天湖宾馆和龙蟠花苑等周边对苏果超市四台空调压缩机进行噪声检测。检测结果显示：
该单位北边界外一米处测点
1，
噪声值昼间超标 14dB(A)；
北边界外一米处测点 2，
噪声值昼间超标 14 dB(A)。
举报人反映的拖热水的汽车噪声、汽车卸热水的噪声扰民情况属实。因大众浴室未使用锅炉，
锅炉噪声不属实。
存在问题
大众浴室目前存在以下问题：
1、排水许可证尚未办理；
2、经营用水运输时间安排在中午不合理；
3、现场环境较为杂乱。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经核查，
举报人反映的荣茂废品回收站，
位于水榭华庭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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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秦淮区荣
茂物资回收站，
经营范围：
民用废旧物资回收。日常有 4 名工作人员，
收购站约 80 平方米。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
秦淮区政府高度重视，
立即安排中华门街道牵头办理。6 月 25 日 14:50，
中华门街道工委书记李蓓、主任苏少东带队，
市场监管分局、
城管执法中队、环保局执法人员到达现场联合调查处理。当日 16 时，
秦淮区委常委、副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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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中华门街道水榭华庭小区南门的荣茂废品
南京市
经区城管局勘察，现场发现门前停有 1 辆装有金属废品的卡车，手推脚架 1 个，机械叉车 1 台，南侧围墙边停有 1 辆装有金属废品的货车。现场发现
D320000201806240043 回收站，
金属废品装卸噪声扰民，
废品露天堆放，
影
噪音
秦淮区
该废品回收站门外有部分杂物堆放，属于未按照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规定履行相关义务，该行为违反了《南京市市容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
响周围环境。
款之规定，
拍摄了现场照片，
制作了《现场检查／勘验笔录》。
经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勘查，
现场未发现该废品收购站有废品加工机械、设备，
现场未发现固定噪声源，
物资回收后由人工搬运进行装卸作业，
搬运过
程中存在抛扔等操作。经判断，
可能是经营过程中抛扔废品、人员喧哗、装卸货物、车辆运输产生的噪声扰民。
综合现场调查，
举报人反映的水榭华庭小区南门的荣茂废品回收站，
金属废品装卸噪声扰民，
废品露天堆放，
影响周围环境的问题基本属实。
存在问题
区城管局现场调查发现该废品回收站门外有部分杂物露天堆放，影响周围市容环境。区环保局现场调查，判断是经营过程中抛扔废品、人员喧哗、
装卸货物、车辆运输产生的噪声扰民。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南京恒晟混凝土有限公司位于溧水区东屏镇爱廉村，成立于 2012 年 3 月 31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75894465817，主要从事商品混凝土生
产、销售。该公司年产 50 万方商品混凝土生产线项目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通过溧水区环保局环评审批（溧环审〔2012〕115 号），
年产 300 万方商品混
凝土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于 2013 年 11 月 11 日通过溧水区环保局环评审批（溧环审〔2013〕291 号），
于 2014 年 3 月 20 日通过阶段性（年产 100 万方
商品混凝土）环保
“三同时”
验收（溧环验〔2014〕013 号）。
调查核实情况
6 月 25 日下午，
溧水区政府经地生副区长带领东屏镇许荣国、区发改局裘武、区城建局李立超、区环保局朱春宏、区水务局王平、区城管局姚小白、区
交运局芮林红等部门单位分管负责人赴现场进行了调查核实。
当天下午，溧水区环保局对该企业进行了现场检查。经查，该企业实际年产量约 60 万方商品混凝土，于 6 月 25 日上午开始自行停产。厂区生活污
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租用菜地的灌溉，未直排厂外。厂区冲洗废水部分收集至厂内收集池循环使用，部分废水未经有效收集流至厂区外东北侧
南京市溧水区东屏镇 203 县道（群力乡到郭庄镇的
撇洪沟。现场在撇洪沟东北侧、东侧及东南侧 3 个点位各采集水样一份。监测报告（（2018）环监（水监）字第（214）号）显示：撇洪沟东北侧水样 pH
一条路）西侧的南京恒晟混凝土有限公司，生活污 南京市
值 10.94、化学需氧量 20mg/L、氨氮 0.141mg/L、总磷 0.014mg/L，撇洪沟东侧水样 pH 值 10.23、化学需氧量 27mg/L、氨氮 0.289mg/L、总磷
D320000201806240045
噪音,水
水和清理厂区的污水直排厂区外，臭味扰民，噪声 溧水区
0.031mg/L，
撇洪沟东南侧水样 pH 值 8.00、化学需氧量 24mg/L、氨氮 0.686mg/L、总磷 0.048mg/L，
撇洪沟东北侧、东侧水样 pH 值超过《地表水环
扰民。
境质量标准》表 1 中的 V 类标准。不产生异味废气，厂区无臭味。现场因停产不具备噪声监测条件，未进行噪声监测。周边 200 米范围内无村庄等
敏感目标。
6 月 26 日下午，
溧水区政府董浩常务副区长带领东屏镇、区发改局、区城建局、区环保局、区水务局、区城管局、区交运局等部门单位相关负责人赴现
场进行了调查核实。
6 月 26 日下午，区环保局再次对该企业进行了检查。该企业已停产，正对厂区外东北侧撇洪沟进行清理，将撇洪沟内水回抽至厂内收集池，对沟底
泥沙进行清淤，
建设厂区冲洗废水导流沟等收集系统。
6 月 26 日，
区水务局执法人员对该公司现场进行核查。经查，
厂区内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后用于租用的农田种菜施肥，
现场未发现化粪池满溢或排
放。
经查，
举报人反映的南京恒晟混凝土有限公司生活污水直排厂区外，
臭味、噪声扰民不属实；
反映的清洗废水直排属实（部分冲洗废水超标排放）。
存在问题
该厂部分冲洗废水未有效收集流至厂区外东北侧撇洪沟，
撇洪沟内水质 pH 值超标。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邵圣路位于江宁区东山街道邵圣社区，
自天地新城北门至双麒路，
全长 260 米，
由邵圣社区安排 2 名保洁员负责道路保洁。
调查核实情况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邵圣路两侧生活垃圾较多， 南京市
D320000201806240048
土壤 接到交办件后，6 月 2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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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圣社区工作人员赶赴现场调查。经核实，东
环境脏乱差。
江宁区
山街道邵圣路确实存在道路保洁不及时情况，
部分时段垃圾有堆积，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道路环卫保洁不及时，
部分路段存在生活垃圾。道路绿化未及时修剪。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举报人反映的“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文梳东路”实为“文枢东路”。该路贯穿于仙林大学城中心区域，是一条双向城市主干道。东起文澜路，西至
仙隐北路，全长约 1.2 公里，路宽 25 米。该道路项目由仙林大学城管委会于 2002 年承建，2004 年竣工并投入使用。道路沿线有仙林新村和东方天
郡西区小区，
分别于 2003 年和 2007 年建设完成。
调查核实情况
6 月 25 日下午，栖霞区政府陆瑞峰副区长与仙林大学城管委会副主任、仙林街道工委书记孙金娣带领仙林街道副主任徐正荣和许元俊以及区环保
局副局长陈重森、交警七大队仙林中队陶发勇队长等，
赶到现场，
核实交办件反映情况。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文梳东路，
夜间交通噪声扰 南京市
6 月 25 日，栖霞区环保局委托南京雁蓝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在仙林新村南区 30 幢北侧一米处监测环境噪声，监测结果显示，昼间 50.4 分贝、夜间
D320000201806240050
噪音
民。
栖霞区
49.0 分贝，昼、夜环境噪声均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表 1 中 4a 类标准。在东方天郡西区 35 幢北侧一米处监测环境噪声，监测结果
显示，
昼间 56.9 分贝、夜间 54.1 分贝，
昼、夜环境噪声均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表 1 中 4a 类标准。
经现场核查，文枢东路段设有多处车辆禁鸣、禁停、限速等醒目标志，人行道两边有树木和隔栏。但仙林新村和东方天郡西区小区内楼房距离文枢
东路最近距离小于 40 米，
夜间车辆行驶交通噪声会对小区居民产生一定影响。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仙林街道文枢东路为仙林大学城城市主干道，
道路两边有仙林新村和东方天郡西区小区，
两个小区内楼房距离文枢东路最近距离小于 40 米，
夜间车
辆行驶交通噪声会对小区居民产生一定影响。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绕城公路于 1994 年建成。铁心桥互通段工程于 2016 年 8 月正式开工建设，
2017 年 10 月建成通车。绕城公路养护单位（南京市交通局）负责日常养
护保洁工作，每天上午 4:00~7:00 及下午 12:30~15:30，开展两次清扫保洁。期间水车配合清扫车进行匝道保洁，匝道保洁范围涵盖中兴人才公
寓附近的匝道（往三桥方向绕城下华为路匝道），
同时有定岗保洁工人进行人工保洁。
中兴人才公寓位于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绕城公路以北，安德门大街以东，为中兴通讯员工公寓住宅。一期工程占地 130 亩，于 2009 年 4 月开工，
2010 年 10 月建成，建筑面积 14 万平方米，11 幢楼宇、住宅 1276 套，人口约 4000 人。其中距绕城公路最近的 9、10、11 栋，距离绕城公路约 100 米；
南京市
二期工程在建设中。2016 年 9 月，
铁心桥街道投入资金近 10 万元，
在绕城公路与中兴人才公寓中间地带，
种植栾树 1300 余棵（胸径 3 厘米），
撒草籽
南京市雨花台区中兴人才公寓居民反映，
绕城公路
噪音,
D320000201806240061
雨花台
20 袋（48 斤/袋）。市交通局按照道路施工图纸，
已在中兴人才公寓附近的匝道设置了限速 40 公里标志，
并于 2017 年 9 月在绕城公路中兴人才公寓
交通噪声和灰尘扰民。
大气
区
一侧建设了隔声屏障（高 4.5 米、长 734 米）。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
6 月 26 日上午，
铁心桥街道宣传委员、统战干事李晨、街道安监办科长王清、铁心社区书记钱问宇赶到现场，
进行调查核实；
市交通局
相关人员现场查看，
绕城公路铁心桥段路面路况良好，
路面无积尘，
但绕城公路车流量较大。
绕城公路交通噪声对附近居民生活有一定影响，
举报人反映的噪声扰民问题属实，
但不存在灰尘扰民情况。
存在问题
中兴人才公寓 9、10、11 栋距离绕城公路约 100 米，
因绕城公路车流量较大，
产生的交通噪声对附近居民生活有一定的影响。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1、宁杭铁路为全封闭高速铁路，
是长三角地区承担重要客运任务的国家既有铁路线，
运行时间为每日 6:50 至 23：
00，
其余时间无列车通行。该铁路
的管理和运营均由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宁杭高速铁路公司负责。
2、宁杭高速铁路穿越湖熟街道金桥社区姚家、陶田圩两个村组。金桥社区于 2006 年由金桥、颜庄两村合并而来，
区域面积 4.87 平方公里，
目前总人
口 2300 余人，
常住户 800 余户，
居民以农业人口为主。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
2018 年 6 月 26 日，
江宁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孙治、政策法规科科长覃云毅、铁路办主任郗承志会同湖熟街道金桥社区以及区环保局
工作人员赴现场调查。经查，
金桥社区陶田圩村距离高铁约 40 米，
姚家村距离高铁距离约 200 米。宁杭高铁金桥社区段未安装隔声屏，
高铁车辆通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金桥社区，
宁杭高铁震动及 南京市
D320000201806240064
噪音 行过程中产生的噪音和振动对金桥社区居民产生一定的影响。
噪音扰民。
江宁区
经江宁区交通运输局对接宁杭公司了解到，
2013 年高铁运营后，
宁杭公司多次接到沿线居民噪音扰民投诉，
宁杭公司委托铁科院对宁杭高铁沿线各
噪音敏感点进行检测，后宁杭公司委托宁杭铁路客专隔声窗工程项目部于 2018 年 6 月 8 日开始对监测数据超标的敏感点开展隔声窗安装工作，金
桥社区（姚家、陶田圩）在此次隔声窗安装范围内。
2018 年 6 月 27 日，江宁区交通局委托南京山普罗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铁路边界噪音和振动进行监测，昼间噪声值为 71.4 分贝（超标）。6 月 28
日，
江宁区交通局委托江苏雁蓝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陶田圩 56 号居民户外振动进行监测，
昼间振动值为 71.64 分贝（达标）。
综上，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宁杭高铁车辆通行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和振动对金桥社区居民产生一定的影响。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明发滨江新城二期位于泰山街道滨江大道 1 号，
该小区交付于 2007 年，
总建筑面积约 30 万平米，
现有居民约 5800 户。282 幢位于滨江大道旁，
该楼
幢为明发二期 280 幢（150 户）、281 幢（666 户）、282 幢（150 户）相连组成，
为商住混合用房。
南京市
调查核实情况
南京市浦口区明发滨江新城 282 幢架空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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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
大气 6 月 25 日中午接到交办件后，
泰山街道环保科科长周兵、桥北社区书记董光胜、综合行政执法局泰山城管中队前往现场查看。发现举报所反映的架
垃圾和建筑垃圾中转站，
运输过程中灰尘扰民。
新区
空层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中转站实际在 281 幢楼下，该处楼幢架空层属于建筑物内部区域，被物业公司设置为小区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并安排浦
泰隆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定期清运。临时建筑垃圾堆放点未覆盖防尘网，
楼幢外地面有积尘，
地面脏乱差。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明发 281 幢临时建筑垃圾堆放点未覆盖防尘网，
楼幢外地面有积尘，
地面脏乱差。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举报人所称的横梁街道峨眉山，
实际地名为
“峨嵋山”
，
地处六合区横梁、金牛湖两街道交界区域，
与三友湖社区均位于六合区东部，
和扬州仪征市接
壤。峨嵋山和三友湖社区历史上曾设立多家砂石开采企业，
后按市政府要求，
自 2012 年起，
两地砂石露采矿山陆续关停，
区域内遗留多处矿山开采
废弃宕口和矿产品。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六合区高度重视，安排区国土分局牵头办理，横梁街道和金牛湖街道协办。6 月 25 日下午，区国土分局局长孙兆金、副局长陶玉民，
南京市六合区横梁街道峨眉山和三友湖村都有非 南京市
横梁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田雪飞，
金牛湖街道人武部长徐定兵及相关人员开展现场调查核实。区领导孟凡有、李长征及国土分局、环保局、农业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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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
法采石（雨花石）行为。
六合区
管局、横梁街道、金牛湖街道等工作人员到现场督办整改工作。
经核查，
近年来六合区多次采取联合执法行动，
严厉打击矿产资源偷盗采违法行为。今年以来，
区国土分局对金牛湖街道峨嵋山区域和横梁街道三
友湖社区先后组织开展 5 次打击非法偷采盗采矿产资源专项联合执法行动，共清拖各类盗采机械车辆 13 台。本次调查，现场未发现峨嵋山和三友
湖社区有偷盗采鹅卵石的情况。
综合调查情况分析，
峨嵋山和三友湖社区前期确有零星偷盗采鹅卵石的情况，
举报人反映的问题属实。
存在问题
峨嵋山和三友湖社区前期有零星偷盗采鹅卵石情况。

D320000201806240077

南京市秦淮区洪武路街道闺奁营存在以下环境问
题：1、垃圾中转站，臭味噪音扰民。2、火瓦巷 5 号 南京市
院子里垃圾每月只清理一次，
臭味扰民。3、火瓦巷 秦淮区
35 号烧烤店油烟扰民。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部分
属实

1、秦虹街道针对该浴室存在的问题，要求其明确整改期限，并立即进行水质检测，尽快办理排水许可
证。将经营用水的运输时间与居民休息时间错开，
减少汽车噪声扰民。
2、秦虹街道要求该浴室立即清理现场堆放的杂物、垃圾。
3、区环保局对苏果超市噪声超标问题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
限其 15 日内进行整改。
问题正在解决中。

属实

处理整改情况
1、区城管局责令该店立即整改，具体措施如下：
（1）该店未按照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规定履行相
关义务，违反了《南京市市容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场开具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宁城法
秦【2018】834176 号，要求其立即整改，将门外乱堆放物品进行清理，并保持其环境卫生责任区内秩
序。
（2）依据《南京市市容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九项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开具了《行政处
罚决定书》(宁城法秦【2018】180042 号)，
对当事人处以人民币 1000 元的处罚。
2、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对该店现场开具了《环境监察现场检查（勘察）记录表》秦环监检【2018】06-2501 号，提出以下要求：
（1）立即停止经营过程中噪声扰民的行为。
（2）文明搬运，轻拿轻放，不得大声喧
哗。
（3）现场不得使用产生噪声的机械。
（4）该地点不适合从事废品物资回收经营等活动，建议搬迁或
转向。
问题解决情况
目前该废品回收站门外乱堆放物品已清理，门前车辆已清走，当事人积极配合，已停止营业，近期会将
店面转让后搬离。金属废品装卸噪声扰民，
废品露天堆放，
影响周围环境问题已解决。

部分
属实

处理整改情况
针对企业存在的环境问题，
溧水区相关职能部门及时采取了相应处理，
并责令企业整改。
1、溧水区环保局对全区混凝土生产企业负责人进行了集体约谈，要求立即自查自纠，对存在的环境问
题严格按照要求尽快整改到位。
2、溧水区环保局对该公司厂区部分冲洗废水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立案查处，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并处罚款 16.17 万元（溧环罚告字〔2018〕131 号）。
3、溧水区环保局会同东屏镇召开企业整治现场办公会。会上，明确要求企业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对存
在的环境问题立行立改，确保扬尘、废水等规范处置到位。企业负责人承诺将积极配合调查处理，立
即整改。
4、东屏镇安排专人对该公司加大巡查力度，
跟踪督促企业严格按照相关职能部门要求落实整改。
问题解决情况
该企业已停产，正对厂区外东北侧撇洪沟进行清理，将撇洪沟内水回抽至厂内收集池，对沟底泥沙进
行清淤，
建设厂区冲洗废水导流沟等收集系统。

属实

处理整改情况
东山街道立即要求邵圣社区组织保洁人员对路面垃圾进行清理，
并安排园林工人对绿化带进行修剪。
问题解决情况
截至 6 月 25 日下午 15：00，邵圣路道路两侧生活垃圾已经全部清理完毕，绿化带修剪工作已全部完
成。江宁区政府责成东山街道加强区域巡查监管，落实环境保洁长效管理机制，确保区域环境卫生整
洁有序。

属实

处理整改情况
1、栖霞区仙林街道、交警七大队仙林中队将加大夜间联合执法和巡查频次，强化对违法超载车辆的执
法检查，
对在仙林文枢东路违规行驶的车辆加大处罚力度。
2、仙林街道将配合仙林大学城管委会市政处、交警七大队合理设定文枢东路红绿灯时间，在道路醒目
处增加交通警示标志，通过交通管理手段尽量使通行车辆保持匀速行驶，减少车辆启停频次，降低交
通噪声。
3、仙林街道将配合仙林大学城管委会市政处落实文枢东路的维护保养工作，如发现有道路破损和树
木枯萎，
将及时进行道路平补和树木栽植。
问题解决情况
栖霞区仙林街道将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加大文枢东路违法违规车辆的查处力度，并做好
周边小区居民沟通、解释工作。

部分
属实

处理整改情况
1、铁心桥街道加强宣传，做好居民安抚、解释工作，及时了解居民诉求。并负责对绕城公路与中兴人
才公寓中间绿化带进行日常养护，
确保长势，
保证存活率。
2、市交通局将继续按照养护规范要求做好绕城公路的清扫保洁和日常养护，
保持路面平整清洁。
问题解决情况
中兴人才公寓临绕城公路一侧隔声屏已安装到位，绕城公路与中兴人才公寓中间地带已种植栾树起
到一定的隔声效果。市交通局按照养护规范做好绕城公路的清扫保洁和日常养护。

属实

处理整改情况
目前，宁杭公司已安排宁杭铁路客专隔声窗工程项目部对金桥社区高铁沿线居民安装隔声窗，预计
2018 年年底前完成。
问题解决情况
江宁区政府要求区交通局加紧督促宁杭公司尽快完成沿线居民家中的隔声窗改造施工，同时属地湖
熟街道做好沿线居民的沟通解释工作，配合宁杭公司入户进行隔声窗改造，减轻噪音对周边居民的影
响。

属实

处理整改情况
1、江北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堆放点附近地面进行全面冲洗保洁，并要求物业公司及时清理堆放的
建筑垃圾，
做好责任区内的卫生保洁工作。
2、江北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责令物业公司通过覆盖防尘网、设置挡板等方式，对暂未清运的建筑垃圾
做好封闭措施。同时责令运输方浦泰隆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规范装载，做到净车出场、密闭运输，避
免扬尘污染。
3、泰山街道办事处加强对明发 281 幢临时垃圾堆放点的日常巡查，
做好长效管理。
问题解决情况
路面已清洗，
建筑垃圾已围挡，
问题已解决。

属实

处理整改情况
横梁和金牛湖街道分别对辖区峨嵋山和三友湖社区内的矿山废弃宕口安排人员开展巡查，严防偷盗
采问题再次发生。
问题解决情况
目前，横梁和金牛湖街道已对所辖废弃宕口及周边区域开展巡查。同时，区国土分局成立执法工作
组，设立举报电话，建立有奖举报机制，并进一步加强执法巡查，加大重点区域管控力度，严肃惩处盗
采矿产资源违法行为，对非法采矿涉嫌犯罪案件，将依法移送公安部门处理，保障本地区矿产资源管
理秩序。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1、南京市秦淮区闺奁营路东西走向，长约 60 米。东接火瓦巷、西接洪武路，北邻洪武高层小区（火瓦巷 3 号、5 号、7 号），南邻金宝花园高层小区、江
苏省农业银行。北侧的中间位置是闺奁营垃圾中转站，
属清诚露洁公司管理。
2、火瓦巷 5 号院子位于洪武高层小区（火瓦巷 3 号、5 号、7 号）内，
洪武高层小区有三栋高层居民楼，
一个社区居民委员会（二层小楼），
物业公司为白
下房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该物业公司在居委会小楼南侧设置一个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
建筑垃圾与少量生活垃圾没有及时分开，
导致臭味扰民。
3、火瓦巷 35 号有水西门烤鸭店（名称为南京市秦淮区李怀珍卤菜店，
2015 年 5 月 28 日领取营业执照，
经营项目为卤菜制售）、第五季鱼羊鲜菜馆（火
瓦巷 37 号 105、106 室，南京市秦淮区雅康小吃部，2013 年 12 月 10 日领取营业执照，2016 年 12 月 16 日领取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项目为小吃服
务）位于火瓦巷 35 号居民楼的东侧，
沿火瓦巷破墙开店。水西门烤鸭店有一台烤炉，
没有油烟净化设备；
第五季鱼羊鲜菜馆炒菜有油烟净化设施、增
加的烧烤炉单独一个房间，
平时烧烤在人行道上。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
秦淮区政府高度重视，
立即安排洪武路街道牵头办理。6 月 25 日 14:00，
洪武路街道主任严伟带队赶赴现场调查处理。当日 15:30，
大气,
秦淮区委常委、副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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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 15:50，
越城集团副总任俊艳召 属实
噪音
集下属白房物业公司书记王月秋、洪武高层管理处主任速家林在现场召开整改部署会，
要求物业公司按照区领导指示立即开展整改，
在当天下班前
将垃圾清理完毕，
并加强小区卫生保洁，
防止问题反弹。
闺奁营中转站臭味噪声扰民、火瓦巷 5 号小区垃圾臭味扰民、火瓦巷 35 号附近油烟扰民属实。
存在问题
1、闺奁营垃圾中转站因原先的垃圾暴露在外压缩作业模式，
对周边居民造成很大的生活困扰。2016 年闺奁营中转站全面升级改造为全密闭式移动
垃圾箱体收集模式，
在环境卫生、异味控制上都得到了良好的改善。但因垃圾中转站特殊的客观情况，
还是存在臭味、噪声扰民的现象。
2、白下物业洪武高层小区（火瓦巷 3 号、5 号、7 号）内
“装潢垃圾堆放处”
有业主倾倒的装潢垃圾，
因明城会、中高考期间南京周边土场封闭，
导致未能
及时清运，
但是现场已使用彩条布覆盖。
3、区环保局工作人员检查发现，
水西门烤鸭店有一台烤炉，
没有油烟净化设备，
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第五季鱼羊鲜菜馆有油烟净化设施、有清洗记
录、有专业清洗公司的清洗合同，
新增加的烧烤炉单独设在一个小房间里，
主要用于夜间经营。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检查了二家店的营业执照与食
品经营许可证，
两店家均手续齐全合法。城管（水务）局工作人员发现二个店家均无排水许可证，
烤鸭店占用公共通道堆放烤炉。

问责
情况

处理整改情况
1、清诚露洁公司采购足量的除臭药液，确保中转站的消杀除臭喷淋设备正常使用。另外再配备人工
消杀喷壶，增强现场除臭效果，通过除臭喷淋设备分解臭味气体，达到除臭目的。根据当天垃圾中转
量，适时延长开机时间，降低场内臭味气体浓度。合理分配调度，适当增加中转站车辆转运频次，使满
载的垃圾移动箱体缩短站内停留时间。定期清掏阴沟网，增加作业后清洗、冲洗频次，定时检查站内
污水池，保持管网畅通，杜绝污水漫溢。保持进出口路面的清洗保洁，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加强
站内作业人员和驾驶员的管理，管控好进出站前端收集车辆和运输车辆的车容车貌。每天清洗垃圾
压缩箱体。在箱体机械交接处设计安装橡胶垫，降低金属碰撞发出的声响。工作时间内中转站所有
人员不得大声喧哗，
减少对周边居民休息的影响。加强中转站检查考核，
进一步完善工作台账。
2、清诚露洁公司责成中转站严格执行行业操作标准，倾倒作业时做好除臭工作，及时喷洒除臭剂。倾
倒高峰作业完成后，及时做好站内地面冲洗，保持站内整洁，机械设备外观干净，对积水及时清扫。加
强平时站内卫生巡视。对站内污水沉淀池、污水沟每星期清理一次，保持沟眼及沟槽畅通。做好站门
前卫生工作，防止污水外流，发现外流立即处置，做好清理清扫工作。车辆出站前，加强设备清洗管
理。将污水收集箱放空，清理干净车辆污水槽，疏通污水收集管道，放水口关闭严实，检查车辆箱体是
否滴漏，一旦发现，立即维修处理。随时检查车辆箱体外观有无拖挂现象，及时发现及时清理。建议
相关规划部门，结合片区城市规划编制工作，在周边适合区域规划建设新的垃圾中转站，以分流闺奁
营中转站的运转量。
3、6 月 25 日 16:30 白房物业联系多家渣土清运公司，将垃圾托运至安徽滁州地区土场。晚上 19:30，
物业公司投入 6 名人力对垃圾进行打堆外运。21:40 现场全部清理干净，
清运的装潢垃圾共计 4 车。
4、区环保局执法人员责成烤鸭店完善油烟净化设施，在未整改完成之前严禁开展烤鸭业务；责成第五
季鱼羊鲜菜馆委托第三方有资质公司进行油烟排放检测，
责令关停烧烤业务。
5、区市场监管局责令烤鸭店在环保设施未整改完成之前只做卤菜销售，
不得从事现场制作。
6、区城管（水务）局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责成二家店加快完善排水申请手续。
7、针对烤鸭店占用公共通道堆放烤炉的违法行为，
区城管执法队员暂扣了烤炉一台。
8、洪武路街道组织城管协管员对周边环境秩序进行了清理，落实人员定岗管理至 22：00，及时监督二
家店的整改情况。
问题解决情况
火瓦巷 5 号小区垃圾臭味噪声扰民问题已整改到位，
火瓦巷 35 号烧烤店油烟扰民问题已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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