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版式：杨 茜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星期一

2018 年 7 月

2

▶上接 11 版
序
号

27

28

29

30

31

32

33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污染
区域 类型

南京市鼓楼区小市街的独一方面馆、东北老李小
南京市
D320000201806220068 吃、苏北菜馆等餐馆，
无油烟净化装置，
油烟污染严
鼓楼区
重。

D320000201806220069

南京市
南京市栖霞区西岗街道摄山星城小区附近的中电 经济技
熊猫，
夜间废气扰民。
术开发
区

调查核实情况

D320000201806220085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西宁社区大府庄村南侧的 南京市
混凝土渣填埋场，
侵占基本农田，
扬尘污染严重。 江宁区

南京市鼓楼区东宝路 18 号天宝驾校内侧有十多家 南京市
汽车修理厂，
喷漆废气扰民。
鼓楼区

问责
情况

处理和整改情况

大气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南京市鼓楼区小市街 70-78 号，共有三户餐饮店家(独一方面馆、苏北菜馆、东北老李小吃店)，三家均在前场披棚内敞开式经营，均未安装油烟净化
设施和外排烟道。
具体情况为：
1、独一方面馆，
营业执照字号名称：
南京市鼓楼区独一方面馆，
注册号：
320107600109550，
初领执照时间：
2007 年 8 月 28 日，
经营场所：
南京市鼓楼
区小市街 70 号，
经营范围：
制售小吃。该经营户虽然取得了营业执照，
但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
2、苏北菜馆，
位于小市街 76 号，
经营范围：
经营炒菜，
营业面积约 8 平方米。无营业执照，
无食品经营许可证。
3、东北老李小吃店，
位于小市街 78 号，
经营范围：
经营炒菜，
营业面积约 8 平方米。无营业执照，
无食品经营许可证。
属实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鼓楼区政府第一时间交办。当日 12 时 10 分，小市街道办事处主任金学春、副主任朱照兵带领城市管理科、区市场监督局小市分局、
区城管局执法大队小市中队等工作人员到现场调查核实。6 月 23 日 14 时 30 分，
区环保局工作人员到现场调查核实。
经查，
举报人反映的
“南京市鼓楼区小市街独一方面馆、东北老李小吃、苏北菜馆等餐馆，
无油烟净化装置，
油烟污染严重”
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1、东北老李小吃、苏北菜馆属无照无证经营，
从业人员无健康证。独一方面馆营业执照未年检，
无食品经营许可证，
从业人员无健康证。
2、三家餐饮店均在前场披棚内敞开式作业，
均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和外排烟道。
3、三家餐饮店前场均有违建披棚，
存在依门出摊占道经营问题。

处理整改情况
1、区市场监督局小市分局对三家餐饮店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现场关停无照无证经营的东北老李
小吃、苏北菜馆，
责令独一方面馆按要求进行停业整改。
2、区环保局对三家餐饮店下达《环境监察意见》，责令三店家停止环境违法行为。要求独一方面馆封
闭厨房操作间，
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和外排烟道，
定期对油烟净化设施进行清洗，
建立清洗台账。
问题解决情况
1、无照无证经营的东北老李小吃、苏北菜馆已被关停取缔。证照不全的独一方面馆已被勒令停业整
改。
2、街道组织独一方面馆经营者到餐饮业油烟整治规范的店家观摩学习，经营者承诺按区环保局要求
封闭厨房操作间、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和外排烟道。

大气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举报反映的“摄山星城”小区位于西岗街道经天路以北、天佑路以东片区，目前有 294 幢住宅，常住人口约 3 万人。小区南侧液晶谷片区目前已投产
的企业主要有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熊猫六代线）、南京中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熊猫八代
线）和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电熊猫 CF 项目）三家光电显示企业。其中，
中电熊猫八代线最靠近
“摄山星城”
小区，
直线
距离约为 300 米。
1、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第 6 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TFT-LCD）共有两期建设项目，其中一期项目于 2009 年 11 月 12 日取得
南京市环境保护局的环评批复（宁环建[2009]143 号），产能为 80K/月，并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通过环境保护验收（宁环验[2013]073 号）；二期 10K
扩产技改项目于 2016 年 1 月 26 日取得南京市环保局的环评批复（宁环建[2016]1 号），并于 2017 年 3 月完成验收（宁环验[2017]15 号）。经过两期
建设，目前全公司共有月产 9 万片液晶面板的生产能力。公司目前共有废气排放口 10 个，全部位于 LCD 厂房楼顶南北区域，各类废气经分质处理
后高空排放，
同时已对一般有机废气排口安装自动监控设施。
公司一期项目 2013 年建成投产后，北侧“摄山星城”小区居民反映“甜玉米”味的投诉时有发生，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在 2013 年底针对异味
扰民问题，
要求企业进行排查解决。企业根据排查整改方案，
利用水剥离液（乙醇胺+二乙二醇丁醚）替换易产生异味的原剥离液（乙醇胺+二甲基亚
砜）。2014 年 5 月，
企业完成水系剥离液改造，
于 2015 年通过验收，
投诉反映的
“甜玉米”
味问题得到解决。
2、南京中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第 10 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TFT-LCD）项目于 2012 年 4 月 16 日取得江苏省环保厅的环评批复（批
文号：苏环审[2012]67 号）；2013 年 7 月 5 日，公司将批准的 10 代线项目调整为 8.5 代线，并获得江苏省环保厅的环评批复（批文号：苏环便管[2013]
98 号）；2015 年 8 月 24 日，针对项目调整内容再次取得江苏省环保厅的环评修编批复（批文号：苏环便管[2015]280 号）。2015 年 9 月 25 日，项目取
得试生产核准，2016 年 11 月 8 日通过江苏省环保厅验收。公司目前共有废气排口 14 个，各类废气经分质处理后高空排放，同时已对一般有机废气
排口安装自动监控设施。
3、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第六代彩色滤光片（CF）生产线项目于 2013 年 3 月 5 日取得南京市环保局环评批复（批文号：
宁环建【2013】
18 号）；项目修编分别在 2013 年 6 月 25 日和 2015 年 3 月 30 日取得南京市环保局环评批复（批文号分别为：宁环建【2013】53 号和宁环建【2015】28
号）；2015 年 12 月 24 日，项目通过南京市环保局验收（批文号：宁环验[2015]82 号）。企业设计年产彩色滤光片 90K/月，共有 3 套废气处理塔，包括
酸性废气处理塔、碱性废气处理塔和有机废气转轮吸附脱附燃烧塔，
废气经收集处理后高空排放，
排放种类主要为酸碱废气和一般有机废气。
调查核实情况
2018 年 6 月 23 日接到中央环保督查
“回头看”
信访交办件后，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
“南京开发区”
）高度重视，
管委会分管领导第一时间赶
赴企业现场进行巡查。
属实
1、6 月 23 日接到信访交办件后，
南京开发区徐宁生副主任会同属地西岗街道葛山来书记赶赴摄山星城小区周边和中电熊猫八代线企业现场进行巡
查。16 时左右，
在中电熊猫八代线厂区 3A 厂房北侧时断时续闻到轻微异味，
厂界周边以及靠近摄山星城小区附近未闻到异味。
2、查阅开发区信访投诉记录，
2018 年以来未接到
“摄山星城”
小区居民反映液晶谷异味的投诉。查阅中电熊猫六代线和中电熊猫八代线近期有组织
和厂界无组织废气委托监测报告，
报告中废气监测因子均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3、6 月 23 日当晚，
南京开发区环保局对液晶谷周边和中电熊猫八代线开展夜间突击检查，
在液晶谷周边和企业厂区内未闻到明显异味，
查阅企业近
一周的废气处理设备运行记录，
未发现异常。一般有机废气在线监测历史数据显示 VOC 排放浓度基本稳定在 10-20mg/m3 之间。
4、为调查液晶谷片区夜间环境空气状况，南京开发区环保局联合西岗街道不定期对液晶谷片区进行夜间巡查，根据 6 月 22 日和 6 月 24 日夜间巡查
记录，
中电六代线和中电八代线污染设施正常运行，
厂区内未闻到明显异味。
5、6 月 11 日和 6 月 12 日，开发区环保局曾对液晶谷两家生产企业有组织废气排放情况开展监督性监测，监测结果显示监测因子氯化氢、氨、氟化物
等均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6、6 月 14 日，南京开发区环保局邀请 5 名行业专家审核制定了液晶谷异味专项监测方案。6 月 15 日，根据监测方案内容，南京开发区环保局委托南
京联凯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液晶谷周边敏感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开展连续监测。目前监测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
之前的监测数据显示相
应监测因子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7、6 月 23 日，南京开发区对液晶谷中电熊猫六代线、中电熊猫八代线和中电熊猫 CF 项目有组织废气、
“摄山星城”小区和靠近“摄山星城”的北侧厂
界无组织废气开展监测。根据监测结果，
相应监测因子均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8、6 月 25 日，
属地西岗街道环保科工作人员对液晶谷周边和摄山星城小区居民进行走访，
未闻到明显异味。
9、南京开发区已委托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对液晶谷主要生产企业进行现场核查，从企业生产工艺、污染设施运行等方面核查企业无组织废气排放情
况。
10、要求液晶谷主要的两家企业对企业内部环保管理和废气污染设施运行情况开展自查，
并做好内部巡查记录工作。
11、虽然企业监测数据显示厂界无组织废气达标排放，
但因企业废气排放体量大，
在叠加不利气象条件影响下，
可能对周边空气造成一定影响，
举报
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根据液晶谷片区现场巡查和相关监测结果，
企业有组织废气和厂界无组织废气排放均达标，
未发现违规排放问题，
现场未发现明显异常。但厂区内
部分区域存在偶发性轻微气味，
在叠加不利气象条件下，
企业排放的废气可能会对周边空气造成一定影响。

处理整改情况
根据液晶谷区域现场巡查和查阅相关监测报告，未发现明显异常。开发区已要求企业针对厂区无组
织废气排放情况开展自查，并进一步加强污染治理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两家企业每两个月对废气排
放情况进行监测，并及时公开监测信息。同时，要求企业对已安装的有机废气在线监测系统尽快联网
运行，
特气尾气自动监测设备在 2018 年 10 月 31 日前联网运行。
问题解决情况
在液晶谷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管控方面，南京开发区将继续加强对该片区污染源及企业周边环境空气
质量的监测，并要求企业加强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维护，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同时，加强与周边
居民的沟通交流，
对于信访诉求，
第一时间进行对接处理。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经查，
举报人反映的双桥新村开设的养老院为
“欢乐时光老年公寓”
，
现注册名称为南京市秦淮区欢乐时光老年公寓，
位于秦淮区宏光路双桥新村院
内，
属南京市宏光苑实业有限公司用房，
共 3 层，
经营面积约 2000 平方米，
业务范围：
养老、康复、护理、老人文娱活动。2017 年 11 月 8 日更换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5232010467130550XT。2018 年 5 月 20 日领取《食品经营许可证》，主体业态：单位食堂（养老机构食
堂），
经营项目：
热食类食品制售。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
秦淮区政府高度重视，
安排中华门街道牵头办理。6 月 23 日 13 点，
中华门街道主任苏少东、副主任张聚林会同区城管（水务）局、区环
保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调查小组对养老院开展调查处理。6 月 23 日 15：30，秦淮区区委常委、副区长程军带领中华门街道、区环保局、区城管
南京市秦淮区中华门街道双桥新村开设的养老院， 南京市
D320000201806220079
噪音,水 （水务）局等单位负责人现场督查该养老院整改落实情况。
生活污水直排下水道，
噪声扰民。
秦淮区
1、经区城管（水务）局勘察，
养老院于 2018 年 5 月内部管网改造时擅自将养老院内生活污水接入双桥新村小区雨水检查井内。
2、经区环保局勘察：
（1）养老院食堂共安装了两个三级隔油隔渣池，运行正常并定期清洗。
（2）养老院按照民政部门要求，正在进行消防改造，工期 2
个月。发现养老院后场切割机 1 台，
现场未使用，
有切割痕迹。判断噪音扰民为消防材料切割所致。
综合现场调查情况，
举报人反映南京市秦淮区中华门街道双桥新村开设的养老院，
生活污水直排下水道雨水检查井内，
噪声扰民基本属实。
存在问题
经查，发现该养老院于 2018 年 5 月内部管网改造时擅自将养老院内生活污水接入双桥新村小区雨水检查井内，违反《城镇排水污水治理条例》之有
关规定。养老院近期在后场进行消防系统改造（根据民政部门要求，养老院每个房间必须配备防火水喷淋系统），此项工程改造过程中产生的噪声
扰民。

D320000201806220080

是否
属实

处理整改情况
1、区城管（水务）局责令养老院按以下措施整改：
（1）自养老院内新铺设 70 米污水管道接至小区 8 栋北
侧预留污水检查井，解决污水直排雨水井问题。
（2）在养老院内新增 1 座雨水检查井，2 座雨水收水井，
雨水支管 15 米，保留现状管做水主管接至小区道路东侧现有雨水管网内。
（3）养老院食堂以办理排水
许可证的方式将污水接入新增的污水管网内。上述整改措施采取工程手段解决，
自 2018 年 6 月 24 日
7 时起，72 小时内整改到位。
（4）经专业部门勘测认定该养老院将养老院内生活污水接入双桥新村小
区雨水检查井的违法行为，中华门城管执法中队向该养老院开具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宁城法秦
【2018】834200 号，并制作了《现场检查／勘验笔录》，拍摄了现场照片。6 月 23 日晚 7 时 15 分，对该
老年公寓负责人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调查询问笔录》。6 月 24 日，中华门城管执法中队依据秦
属实 淮区城管（水务）局认定该老年公寓将污水排入了雨水管网情况，依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
二十条、第四十九条规定，
向其发出了《行政处罚告知书》
（宁城法秦【2018】180043 号），
拟对当事人进
行人民币 10 万元行政处罚，
当事人要求听证。
2、区环保局责令养老院按以下措施整改：
（1）欢乐时光老年公寓定期清理隔油隔渣池，
并做好记录，
交
由专人负责。
（2）消防改造过程中严格管理，规范作业时间，立即将切割机放在远离居民区隔声处，周
末、节假日、日常休息时间不得使用高噪声设备。
问题解决情况
1、切割机及加工场所已搬离，
噪声扰民问题已解决。
2、生活污水直排下水道问题已由区城管（水务）局自 2018 年 6 月 24 日 7 时起开始施工，目前已整改到
位。

大气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举报反映的地点位于江宁区江宁街道西宁社区大府庄组。2011 年 10 月，
赵某租用江宁街道西宁社区大府庄组 160 亩土地用于农业种植。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2018 年 6 月 23 日，江宁街道协调联络小组副组长陶著兵带领“263 办”
、西宁社区等立即赶赴现场调查处理。6 月 24 日，江宁街道城
管办、
“263 办”
、社区会同南京市国土资源局江宁分局相关工作人员再次赴前往现场调查。
经核实，2011 年 10 月，赵某租用江宁街道西宁社区大府庄组 160 亩土地用于农业种植。由于该种植地块无道路进出，为方便农业种植运输，2018
年 6 月初，赵某委托周某托运混凝土渣料进行道路铺设，分两次托运，总共 30 车，堆放在承包田内。6 月中旬，该承包户联系挖机将所有混凝土渣料
进行平铺，
平铺面积约 3 亩。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赵某擅自使用混凝土渣料铺垫场地，
占用部分耕地。

大气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南京市鼓楼区东宝路 18 号场地为五星高能公司所有，
内有 7 家汽车修理店、1 家专营烤漆房，
均为无证无照经营。
1、唐传江经营的烤漆房（无门头）。经营场所：南京市鼓楼区东宝路 18 号。主要从事汽车烤漆，有一烤漆房，烤漆房面积约 20 平米，营业时间 9：00
至 17：
00，
每月烤漆 25 台车左右。
2、建邺区茆长伟汽车维修中心（无门头）。经营场所：
南京市鼓楼区东宝路 18 号。主要从事事故汽车整形、维修，
无烤漆房，
有两台升降机，
一台整形
机，
经营面积约 200 平米，
营业时间 8：
30 至 18：
00，
每月修理 15 台车左右。
3、早八点汽车维修中心。经营场所：
南京市鼓楼区东宝路 18 号。主要从事汽车维修保养，
无烤漆房，
经营面积约 80 平米，
营业时间 8：
30 至 18：
00，
每月修理 60 台车左右。
4、陈中国汽修店（无门头）。经营场所：
南京市鼓楼区东宝路 18 号。主要从事汽车维修，
无烤漆房，
经营面积约 40 平米，
营业时间 8：
00 至 17：
00，
每
月修理 16 台车左右。
5、丁军汽车服务部（无门头）。经营场所：南京市鼓楼区东宝路 18 号。主要从事汽车维修，有一个烤漆房，经营面积约 120 平米，营业时间 8:00 至
18：
00，
每月修理 40 台车左右。
6、南京众旺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经营场所：南京市鼓楼区东宝路 18 号。主要从事汽车维修，有两个烤漆房，经营面积约 1000 平米，营业时间
8：
30 至 18：
00，
每月修理 120 台车左右。
7、赵阳汽车维修店（无门头）。经营场所：
南京市鼓楼区东宝路 18 号。主要从事汽车维修，
无烤漆房，
经营面积约 80 平米，
营业时间 9：
00 至 18：
00，
每月修理 30 台车左右。
8、莫进生汽车维修店（无门头）。经营场所：南京市鼓楼区东宝路 18 号。主要从事汽车维修，无烤漆房，经营面积约 80 平米，营业时间 8：00 至 18：
00，
每月修理 50 台车左右。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
鼓楼区政府立即交办。6 月 23 日 15 时，
区环保局副局长俞寿生带领环境监察大队，
会同区督查办、江东街道城管科、区市场监督局江
东分局等工作人员对东宝路 18 号院内店家进行了现场联合调查：
属实
1、唐传江经营的烤漆房（无门头）。主要从事汽车烤漆，
有一烤漆房，
烤漆房无废气处理装置，
烤漆房面积约 20 平米，
检查当天未见营业。
2、建邺区茆长伟汽车维修中心（无门头）。主要从事事故汽车整形、维修。现场正在营业，无烤漆房，未见危废储存场所及标志牌，未见与有资质危
废处置公司签订的处置合同，
未见喷漆作业。
3、早八点汽车维修中心。主要从事汽车维修保养，无烤漆房，现场正在营业，有危废存储场所和标志牌，但是不规范，有铅酸电瓶委托收集合同，有
危废转移合同但已经过期，
现场未见喷漆作业。
4、陈中国汽修店（无门头）。主要从事汽车维修，
无烤漆房，
现场正在营业，
有危废存储场所，
无危废标志牌，
未见与有资质危废处置公司签订的处置
合同，
未见喷漆作业。
5、丁军汽车服务部（无门头）。主要从事汽车维修，现场正在营业，有一个烤漆房，烤漆房无废气处理装置，未见喷漆作业，有危废存储场所，但不规
范，
危废无标志牌，
未见与有资质危废处置公司签订的处置合同。
6、南京众旺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汽车维修，现场正在营业，有两个烤漆房，烤漆房无废气处理装置，未见喷漆作业，有危废存储场所，
但无标识牌，
未见与有资质危废处置公司签订的处置合同。
7、赵阳汽车维修店（无门头）。主要从事汽车维修，现场正在营业，无烤漆房，未见危废存储场所和标志牌，未见与有资质危废处置公司签订的处置
合同，
未见喷漆作业。
8、莫进生汽车维修店（无门头）。主要从事汽车维修，
现场正在营业，
无烤漆房，
有危废存储场所，
但无标志牌，
未见与有资质危废处置公司签订的处
置合同，
未见喷漆作业。
综上所述，三家有烤漆房的门店，现场虽然没有发现喷漆行为，但调查中发现烤漆房无废气处理设施，存在喷漆废气扰民可能。举报人反映的情况
属实。
存在问题
1、8 家店家均无证照经营。
2、烤漆房均未安装废气处理装置，
存在喷漆废气扰民。
3、7 家汽车维修店危废存储场所无规范的危废存储场所警示标志牌。

属实

处理整改情况
江宁街道责令承包户赵某立即对已铺垫场地进行清理，
江宁街道已安排专人 24 小时监督整改进度。
问题解决情况
江宁区责成江宁街道、南京市国土资源局江宁分局督促该承包户按要求进行整改。截止 6 月 28 日晚，
该铺垫场地已经全部清理完毕，
并播种了芝麻种子。

处理整改情况
1、6 月 23 日，区环保局向 7 家汽修店和一家烤漆房店店主开具了《环境监察现场检查记录表》，责令南
京众旺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等 8 家店家改正违法行为，于 6 月 24 日上午到区环保局接受进一步调
查处理。
2、6 月 24 日上午，
区环保局对建邺区茆长伟汽车维修中心等 7 家汽车维修店危废存储场所未设立规范
的危废标志牌进行立案调查，拟处一万元，处罚文号（鼓环罚告字〔2018〕111 号、112 号、113 号、114
号、115 号、116 号、117 号）。6 月 24 日下午，对丁军、唐传江、南京众旺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三家汽
修店 4 个烤漆房进行了查封，下达《南京市鼓楼区环保局查封、扣押决定书》三份（鼓环查字〔2018〕1
号、2 号、3 号）。
3、区市场局对 7 家汽修店和 1 家烤漆专营店，下达了《责令改正（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立即停
止相关经营活动。
4、鼓楼区江东街道开展巡查，
督促店家不得营业。
问题解决情况
目前 8 家店正在接受相关部门调查处理。6 月 29 日上午，
江东街道前往检查，
未发现汽修作业，
全部停
业整改。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如意里 5 号所在小区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小区内有如意里 3、5 号和碑亭巷 141 号 3 个门牌号，另有建于建国初期的老旧公房。经调查，玄武区新街
举报人对前期反映的
“南京市玄武区新街口街道如
口街道如意里 5 号，
西南角有一彩钢板违章批棚和西侧巷内的一简易雨棚已经拆除。6 月 20 日，
区委督察室已经对该举报地点进行过现场核查。
意里 5 号小区西南角（南京卷烟厂围墙下面），有人
调查核实情况
搭了违建，放置了很多生活垃圾，影响周边居民生 南京市 其他污 6 月 23 日 14 时，
新街口街道办事处主任史庆锋、区城管局局长邱健、区城建城管主任陈吉亮、区城建城管中心副主任朱松林、新街口街道综合行政执
D320000201806220088
不属实 待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书面回函后，
新街口街道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活。环境脏乱差”
问题的答复不满意。原因是答复 玄武区
染
法检查大队副大队长胡清等工作人员对如意里 5 号西南角进行了现场检查：
中称“该小区西南角违建已于一周前拆除”与实际
如意里 5 号西南角彩钢板违章批棚和一简易雨棚已经拆除。举报人所说的还有一半没有拆除，应是指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公房。在第一次拆
情况不符，
目前违章建筑只拆了一半。
除违建时，该处产权单位表示此公房建于上世纪 70 年代，并出示了相关手续，证明了该公房是合法建筑。6 月 20 日，新街口街道向机关事务管理局
发函，
核实该处房屋的合法性。6 月 23 日上午 10:30，
机关事务管理局房产处工作人员电话告知确认该房屋是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公房。
举报人反映的该小区西南角违建只拆除一半的情况不属实。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龙江体育馆临街海底捞火锅店，
位于鼓楼区凤凰街道龙园西路 58 号黄河大厦二层，
房屋性质为商业用房。工商注册名称：
江苏海底捞餐饮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南京三分公司，
注册号：
320106000196483，
设立日期：
2011 年 12 月 9 日，
经营范围：
餐饮管理、餐饮服务,门头名称：
海底捞火锅，
食品经营
许可证号：
JY23201060038248，
有效期至 2021 年 11 月 20 日。
整改处理情况
6 月 23 日下午，区环保局对江苏海底捞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南京三分公司下达了现场检查监察意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
鼓楼区政府第一时间交办。6 月 23 日下午，
鼓楼区凤凰街道陈峻、区环保局俞寿生，
会同区市场局凤凰分局，
区城管局凤凰中队等工
见，
要求其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单位油烟排放检测报告。
问题解决情况
作人员到现场核查。
南京市鼓楼区龙江体育馆临街海底捞火锅店油烟 南京市
1、鼓楼区环保局将依据江苏海底捞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南京三分公司提供的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
该单位经营时间 9:00 至 24:00，
00:00 至 7:00，
营业面积 2200 平方米，
主营火锅。
D320000201806220090
大气
属实
污染，
影响英派斯游泳馆。
鼓楼区
该店有 132 台海排风净味火锅炉，后场两处灶台（一处 1 灶 2 眼，一处电煎锅及蒸锅），油烟及废气经管道通过 7 组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由 3 组排口
单位油烟排放检测报告，
再作下一步处理。若油烟排放检测不合格，
将责令企业停业整改。
2、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依法履职，配合环保部门依法查处油烟扰民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努力改
排放。
油烟净化器每 60 天清洗一次，
有清洗记录。现场未见油烟排放检测报告。
善居民的生活环境。
3、鼓楼区凤凰街道将协助区环保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职能部门，做好日常的巡查监管，做好环境
经在英派斯健身馆现场调查，在其游泳池现场未闻到油烟味，但在游泳池西北角的锅炉房里，能闻到明显的火锅气味。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当游
泳池北侧窗户打开时，
能闻到火锅气味。
污染问题的查处。
综上，
举报人反映的
“龙江体育馆临街海底捞火锅店油烟污染，
影响英派斯游泳馆”
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江苏海底捞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南京三分公司未提供 2018 年油烟检测报告；
存在火锅店气味扰民现象。

▶下转 1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