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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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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人反映：
无锡江阴市璜土镇化工园区的大洋固
无锡市
D320000201806220011 废处置利用有限公司，前期存在污水偷排现象，造
江阴市
成厂外西侧原河道处土壤金属离子超标。

土壤

无锡区滨湖区硕放镇振发路 239 号的正大生脚手
架有限公司厂区内，1 号楼 2 层、2 号楼 3 层、金捷公 无锡市
D320000201806220020
寓等三处，有数家家具作坊，油漆气味和粉尘污染 新吴区
扰民。

大气

投诉人反映，S38 常合高速 K61 处，徐霞客镇东宏
村巷门头 37 号房屋区域受高速公路噪声影响超 无锡江
标。该高速公路由江苏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经 阴市
营管理。

噪声

D320000201806220037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问责
情况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查，
群众反映的环境信访问题基本属实。
6 月 24 日中午接到交办件后，
江阴市璜土镇、江阴市环保局等相关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调查。
现场检查时，
该公司因氮气机故障检修，
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晚停产至今。经查，
该公司生产区雨水已采用明沟，
现有 100 立方初期雨水收集池 1 个，
雨水总排放口位于厂区南侧；
污水管网采用架空管，
接管口位于厂区南侧；
现有 500 立方应急池 1 个，
位于污水处理设施东侧。现场对该公司水平衡
情况进行审核，该公司用水来源仅有自来水，主要用于设备清洗、储罐冷却喷淋、冷却塔补充用水和生活用水。2016 年自来水用量 6085 吨，接管废
水排放量 7507 吨，
2017 年、2018 年 1 至 4 月份自来水用量分别为 1320 吨、1360 吨，
2017 年 3 月该公司对污水处理设施进行翻建，
雨水、污水收集管
基本属
道和排放口均进行了改造，并改建了初期雨水收集池。9 月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培菌、运行，并对收集的消防水和未处理的污水进行处理，2017 年、
视检测结果作进一步处理。
实
2018 年 1 至 4 月份接管废水量分别为 1490 吨、1926 吨。
针对信访人反映的情况，经现场调查，该公司厂外西侧为工业预留空地，南北长 138 米、东西长 141 米，信访人反映的“厂外西侧原河道”实为该公司
厂区西侧围墙外南北走向的小河，该小河于 2009 年因土地转让，使用推土机进行了初级平整。现场用挖掘机对围墙西侧进行了南北向挖掘，未发
现有私设暗管或排污口。江阴市环境监测站对该处挖掘出的土壤进行了采样，
待检测分析。现场采该公司生化池出水、厂区外西侧空地水塘、厂区
西侧老桃花港河水样各 1 只，3 只水样总镉、总铬、总铅均未检出；总镍、总铜、总锌数据分别为：生化池出水：0.052mg/L、0.250 mg/L、0.261 mg/
L; 厂区外水塘：
总镍、总铜未检出、总锌 0.012 mg/L; 老桃花港河水：
总镍、总铜未检出、总锌 0.036 mg/L。监测结果显示正常。
1、责令江苏鼎天家具有限公司和无锡市鼎间家具有限公司立即停止
“家具生产项目”
生产。
经查，
群众反映的环境信访问题基本属实。
2、区环境监察大队分别对江苏鼎天家具有限公司和无锡市鼎间家具有限公司的喷漆设备进行了查
检查情况如下：检查时，无锡市鼎间家具有限公司不在生产，江苏鼎天家具有限公司部分在生产，喷漆、打磨等工艺不在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无 基本属 封。
锡市鼎间家具有限公司、江苏鼎天家具有限公司均未通过环保审批、验收，
均已建设
“家具生产项目”
，
并投入生产。
实
3、新吴区安监环保局对江苏鼎天家具有限公司和无锡市鼎间家具有限公司的上述违法行为进行立案
查处（锡新环罚立[119]、[120]号）。

江苏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已于 2017 年 12 月为投诉人房屋安装隔声窗，
但该房屋区域高速公路噪声仍然超标。

属实

1.沿江公司进一步采取降噪措施，选取效果明显的隔音窗安装，待安装完成后 再检测室内是否超标。
安装完成预计在 20 天左右。对噪声超标需要安装隔声窗的其他村民，
沿江公司将及时安装，
并对降噪
工程措施实施验收。2.如若再次超标，
沿江公司进一步采取安装声屏障等联合降噪措施，
直至达标。

举报人反映：无锡江阴市 1、华士镇红星路的恒达
无锡市
D320000201806220041 化工公司排放废气异味扰民。2、新桥镇的强力化
江阴市
纤厂、贝尔富化纤厂排放废气异味扰民。

1、江阴市恒达化工有限公司
江阴市环境监测站对该公司厂界无组织废气再次进行跟踪监测，
视监测结果再作进一步处理。
经查，
信访人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
2、江阴市强力化纤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23 日中午接到交办件后，江阴市华士镇、江阴市新桥镇、江阴市环保局、华士镇环保所、新桥镇环保所等相关人员赴现场进行了调处。
（1）、针对该公司新增 1 条锦纶 6 切片生产线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未经环评审批和环保验收的行为，
现场检查时，
重点对信访人反映的有关企业废气治理设施运行情况作了认真细致的调查，
然后对照环评资料与台账进行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江阴市环境保护局下发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澄环责改字[2018]第 06596 号），并立案处罚(澄环
1、江阴市恒达化工有限公司
罚告［2018］督 44 号)，
拟罚款 45 万元。
（1）、现主要生产设备符合环评及验收（含“三个一批”
）要求；
（2）、针对厂界臭气浓度超标的行为，江阴市环境保护局下发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澄环责改字
（2）、2018 年 6 月 23 日下午现场检查时，
该公司不在生产。
基本属
大气
[2018]第 06597 号），
并立案处罚(澄环罚告［2018］督 45 号)，
拟罚款 20 万元，
并要求限产整改。
（3）、厂区内有轻微乙醇气味。
实
3、江阴贝尔富化纤针纺织品有限公司
2、江阴市强力化纤有限公司
针对该公司纺纱项目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未经环评审批和环保验收的行为，江阴市环境保护局下发
2018 年 6 月 23 日中午现场检查时，该公司除 2 台浸渍机不在生产，其余设备均在生产。锦纶 6 切片制造项目配套的 1 套单体回收装置正在运行、另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澄环责改字[2018]第 06595 号），并立案处罚(澄环罚告［2018］督 46 号)，拟
1 套单体回收装置停运备用；
锦纶 6 工业长丝制造项目配套的 3 套废气处理设施正在运行；
废水处理设施正在运行，
未有出水接管排放。
罚款 45 万元。
3、江阴贝尔富化纤针纺织品有限公司
4、要求上述所有企业健全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明确环保岗位人员，制定设施维护保养计划，建立奖惩
2018 年 6 月 23 日中午现场检查时，
该公司正在生产，
厂区内有轻微异味。
制度，
完善各类治理设施运行台账。
5、江阴市华士镇、新桥镇加强对上述企业的跟踪管理，
做好周边群众稳定工作。

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新港大道的江苏惠海建设路
无锡市
D320000201806220044 面公司，生产沥青混凝土，烟囱冒浓烟，有刺鼻异
锡山区
味，
怀疑使用重油使用燃料。近期夜间偷偷生产。

1、现场要求立即停止环境违法行为；需要配套建设的环保治理设备未建成，主体工程不得投入生产或
使用。锡山区环保局现场送达《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1 份。
2、针对该单位产生废气等污染物，需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主体工程已正式投入生产的环
境违法行为，
锡山区环保局已立案处罚，
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责改书（锡山环听告（2018）第 159 号、
锡山环责改决（2018）第 151 号），拟处罚金额 40 万元，同时对其负责人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责改书
（锡山环听告（2018）第 160 号、锡山环责改决（2018）第 152 号），
拟处罚金额 10 万元。
基本属
3、现场要求企业做好堆场防尘措施。
实
4、6 月 25 日下午，由东港镇人民政府约谈了江苏惠海建设路面公司总经理，提出对举报件相关部门、
属地村（社区）及企业要高度重视，环保办牵头对举报问题第一时间深入排查，对查实的问题环保办会
同企业制定切实有效整改措施，环保办和属地村（社区）后期加强监管防止问题反弹。企业负责人表
态立即开展自查，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做到生产时严格执行环评要求，做到废气排放达标不扰民，并
坚决配合环保部门提出的整改要求。
5、东港镇
“263”
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该单位未配套污染防治设施的设备进行了查封。

D320000201806220083

举报人反映：
无锡江阴市青阳镇锡澄大运河边博格
达日化包装厂（铝氧化），原料使用氟化氢铵，排放 无锡市
的废水污染严重。其他类似企业都在 5 月底都被 江阴市
政府关停，
仅余此家。

大气

水

6 月 25 日，
东港镇会同锡山区环保局相关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迅速进行实地勘查，
检查情况如下：
1、经查，
该单位未在生产，
搅拌工艺采用柴油燃烧加热。经询问生产负责人，
该单位夜间不生产。
2、场地内部分堆料没有防扬尘措施。
3、导热油炉产生的废气未配套相应的废气处理设施。
4、搅拌缸、成品产生的沥青烟呈无组织排放，
未配套相应的废气治理设施。

经查，
群众反映的环境信访问题属实。
2018 年 6 月 23 日中午接到交办件后，
江阴市青阳镇、江阴市环保局等相关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了调处。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主要设备为：电解槽 6 台，氧化槽 7 台，上色槽 25 台，封闭槽 3 台，蒸缸 1 台，烘箱 1 台，酸雾吸收塔 1 台，清洗池 30 台，
抛光线 5 条，白抛线 2 条，去油槽 1 台。主要原料为铝盖，硫酸，氢氟酸，磷酸，片碱，液碱，颜料。主要生产工艺为铝瓶盖抛光-上架-去油-电解-清
1、针对该公司雨水排放口废水、接管水超标的行为分别下发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澄环责改字
洗-氧化-清洗-上色-封闭-清洗-烘干-卸架-成品。生产废水经预处理后与生活污水一起接入江阴市源通综合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废水预处理设
〔2018〕第 081118 号、澄环责改字〔2018〕第 081118 号，要求立即拆除未按规定设置的雨水超标排放
施能力为 150 吨/日，
现实际日处理废水水量约 100 吨，
车间废气经酸雾吸收塔处理后高空排放，
氧化废水预处理污泥委托江阴龙鼎环保科技有限公
口；立即停止废水超标排放违法排污行为；并立案处罚(澄环罚告字［2018］督 47 号、澄环罚告字
司处置。1~5 月自来水用量 12343 吨、接管水 14006 吨，
河水用量每月约 400 吨。
［2018］督 49 号)，
拟罚款 2 万元、30 万元。
属实
2018 年 6 月 23 日，江阴市环境监测站现场采集雨水总排口存积水及接管水水样各 1 只，经监测：1、雨水总排口存积水：pH 值 7.38、化学需氧量
2、对造成超标排污的生产设备查封。
8mg/L、总镍 0.128mg/L、氨氮 0.598mg/L、总磷 0.274mg/L、总铝 0.18mg/L；2、接管水：pH 值 8.51、化学需氧量 182mg/L、总镍 0.442mg/L、氨氮
3、拟对该公司超标排放一类重金属污染物事项移送公安部门处理。
4、要求江阴市青阳镇政府加强对该公司的跟踪服务管理，
确保整改到位，
达标排放。
30.8mg/L、总磷 326mg/L、总铝 272mg/L，
其中，
雨水总排口存积水总镍 0.128mg/L、接管水总镍 0.442mg/L 超过了《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水污染
物特别排放限值；
接管水总磷 326mg/L 超过了《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
（CJ3082-99）规定。
经询问企业总经理，
从来没有用过氟化氢铵作为生产原辅材料，
生产中电解槽使用氢氟酸，
月使用量约 2 吨。该公司采用无镍封孔工艺，
总镍超标原
因可能为电抛工艺不锈钢电极影响。

接到交办件后，
2018 年 6 月 23 日 14:00，
宜兴市环保局和宜兴市芳桥街道相关人员赴现场进行了检查。现场查阅了企业相关台账资料，
并对生产现
场进行了详细检查。
检查情况如下：
1、该公司厂区东侧的车间正在从事机械设备、环保设备的加工生产。
投诉人反映：
无锡宜兴市芳桥街道虎王大道的明德 无锡市 其他污
基本属
D320000201806220086
2、该公司厂区北侧车间内无生产设备，
现场不在从事油漆生产，
车间外有 5 只已拆除的搅拌缸。
宜兴市环保局责令当事企业对车间内沾染有油漆涂料的废桶及时规范处置，
消除隐患。
机械厂，
未经审批生产油漆。
宜兴市
染
实
经查，该公司北侧车间原为空置车间，企业主于 2018 年 4 月将该车间租赁给他人用于堆放钛白粉、滑石粉等原料。4 月下旬租赁人擅自建设几台搅
拌缸从事油漆涂料生产，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2018 年 6 月 13 日宜兴市芳桥街道安全环保科工作人员在对片区企业巡查中发现了该企业未经审
批擅自进行油漆涂料生产的违法行为后，
当场下发通知书要求其立即停止油漆涂料的生产，
并拆除生产设备。企业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对生产油漆
涂料的搅拌缸进行了全部拆除，
临时堆放在车间外面，
同时对生产物料进行了清理。

D320000201806220092

无锡市新吴区漓江路 15 号的阿尔梅新材料有限公
司，环评中二氯甲烷使用量为 70 吨，实际使用 700 无锡市
吨，
回收装置闲置，
废气排放超标，
被地方环保部门 新吴区
处罚后也没有实质性整改。

大气

经查，
群众反映的环境信访问题基本属实。
检查情况如下：2017 年二氯甲烷专项排查检查过程中发现无锡阿尔梅新材料有限公司实际生产使用二氯甲烷量超出环评审批量情况，原环评文件
企业自 2017 年上半年开始对二氯甲烷使用量超出环评审批量进行自查自改，对储罐、放空、物料输送
中明确的二氯甲烷年消耗量为 75.7 吨，废气有组织排放二氯甲烷 0.379 吨/年，该企业 2016 年 9 月-2017 年 9 月实际消耗二氯甲烷约为 620 吨，
等环节进行整改，
停用储罐 2 座，
放空二氯甲烷挥发性气体工段接入废气处理设施，
管道设备连接进一
2017 年 9 月市局组织行业专家对无锡阿尔梅新材料有限公司二氯甲烷排放情况进行核算，2018 年 1 月市、区两级再次组织行业专家（省厅专家库）
步完善封闭，
减少和降低二氯甲烷无组织挥发排放，
2018 年 4 月企业委托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
对无锡阿尔梅新材料有限公司二氯甲烷排放情况进行核算，专家认为该企业二氯甲烷主要通过无组织排放方式排入大气，而目前二氯甲烷并不是
院股份公司编制废气整治方案，企业对二氯甲烷使用量超出环评审批量事项目前正在编制环境影响
法律规定的重点大气污染物，且没有总量核定的法定程序和规范。该企业除二氯甲烷使用量远超环评以外，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环境
报告表待审批。区安监环保局责令企业限期于 2018 年 12 月 30 日前完成调整新环评的申报审批并按
保护措施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对照省环保厅《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
（苏环办﹝2015﹞256 号）文件对照，仅二氯甲烷使用量发
照整治方案开展整改措施，逾期不完成则停产整治。目前企业已停产，将进一步排查现场情况并完善
基本属
生变动不属于建设项目重大变动。2018 年 6 月 23 日检查时，该单位生产中使用二氯甲烷原材料，环评审批年使用量为 75.7 吨，实际年使用约 700
相应的整改措施。
实
吨左右，
该单位偏光片基（薄膜）、镜用片基（薄膜）车间在生产，
配套废气处理工艺为冷凝回收装置+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高空排放，
现场废气处理设施
区安监环保局针对企业 2018 年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内未进行申报登记废有机溶剂废液下达了无锡新
正常运行，现场在该单位流延废气排气筒和厂区无组织废气进行采样监测，涂层硬化薄膜车间未在生产，废气处理设施不在运行，废气处理工艺为
吴区安监环保局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锡新环责改通〔2018〕2-46 号），
要求立即停止违法
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高空排放。现场发现丁酮盐析回收装置停止使用，该设备是企业原来有个专家提出回收解吸废液主要用于原材料回收利用，实
行为，
开展对废有机溶剂废液纳入 2018 年危险废物管理计划进行申报登记。
验发现处理效果不理想故停止使用。现场发现该单位危险废物堆放场所内堆放有活性炭解吸下来的废有机溶剂废液，
企业准备作为危险废物委外
针对无锡阿尔梅新材料有限公司的上述违法行为，新吴区环境监察大队进行立案查处（锡新环罚立
处置，
经核查 2018 年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内未进行申报登记。
〔2018〕121 号）。
针对上述违法行为，
区安监环保局已于 2018 年 6 月 23 日-24 日开展立案调查，
责令企业改正环境违法行为。

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
丰县恒阳桂柳食品有限公司原名为徐州鑫宏伟食品有限公司，
原公司由于涉及买卖合同、民间借贷纠纷被迫停产，
2016 年 8
月 22 日徐州鑫宏伟食品有限公司申请丰县梁寨镇供电所为两台变压器办理了暂停手续。由于借贷纠纷丰县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对徐州
鑫宏伟食品有限公司下达了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苏 0321 执恢 442 号），查封登记在被执行人徐州鑫宏伟食品有限公司名下的
位于梁寨镇工业园区房地产。
2017 年 11 月份徐州鑫宏伟食品有限公司通过丰县人民法院在淘宝网司法拍买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
被徐州瑞阳饲料有限公司 1170 万元人民币购
徐州市丰县梁寨镇的丰县恒阳桂柳食品有限公司
徐州市
买。2018 年 3 月 28 日，丰县梁寨镇供电所为徐州鑫宏伟食品有限公司恢复了厂区照明、生活及办公用电。2018 年 4 月 26 日更名为丰县恒阳桂柳
D320000201806220058 （鸭子屠宰场），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古黄河，屠
大气,水
属实
丰县
食品有限公司。综上所述，
该公司自 2016 年 8 月 22 日以来一直处于停产状态。
宰臭味重，
烧锅炉废气污染。
一是关于环保手续的问题。丰县恒阳桂柳食品有限公司（原名为徐州鑫宏伟食品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编制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2011 年 12
月 16 日通过丰县环境保护局审批（丰环项[2011]030 号），2012 年 11 月 15 日通过丰县环保局“三同时”验收。二是关于锅炉冒烟异味扰民的问题。
该公司燃煤锅炉长期未使用，不存在冒黑烟现象。三是关于污水排入黄河故道的问题。该厂后面不是黄河故道而是农灌沟（即使生产时所排废水
也不能排入故黄河），沟内无废水，呈干枯状态。2018 年 6 月 21 日现场核查时，该公司未生产，燃煤锅炉已经拆除。群众反映的该公司污水直排到
厂后面的黄河故道内，
锅炉冒烟异味扰民问题部分属实。

D320000201806220010

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城北环城西路 103 号附近的
400kv 变压器噪声扰民（特别是夜间）。前期当地 常州市
供电局对噪声进行监测，结果显示达标，投诉人认 新北区
为该处噪声应执行一类区的标准，
不是二类区。

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瑞丰园和文雅苑之间的永胜
河，于 2014 年被永胜河北岸的窑厂使用建筑垃圾
常州市
D320000201806220019 和泥土堆填（南北向沿着河边约 40 米长），堆填区
武进区
域目前已种上植物，投诉人认为该河是蓄洪河道，
不能被填。

D320000201806220034

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寨桥的人本合金铸造厂，
没有 常州市
环评手续，
粉尘污染，
黑沙倾倒至厂西侧河道。
武进区

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百丈的江苏永兴建筑安装有
常州市
D320000201806220045 限公司，油漆工段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存在废
新北区
气污染。

处理情况：2018 年 6 月 15 日，丰县环保局对丰县恒阳桂柳食品有限公司下达了丰县环境保护局责令
改 正 违 法 行 为 决 定 书（丰 环 责 改 字〔2018〕219 号），限 期 该 公 司 10 日 内 拆 除 燃 煤 锅 炉 。
整改情况：一是建议该企业取缔宰杀生产线，转产为冷库仓储业，待完善相关部门手续，通过验收后方
可投入运营。二是目前该公司已经完成对燃煤锅炉的拆除工作。

噪音

经查，
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孟河镇相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现场检查。反映的
“城北环城西路 103 号附近的 400kv 变压器”实为 10KV 孟城线城北玉清配变，为孟河镇供
电所为保障环城西路地区居民夏季高峰用电需求而新建的配变，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所规定的水平安全距离要求（1.5 米），由当地配
1. 孟河镇严格落实网格化监管责任，
加强日常管理，
落实长效管理。
电所及当地村委干部综合考虑设定，距最近居民住宅 5 米以上。前期供电所工作人员已对该变电所进行现场测量，检测结果符合 2 类声环境标准。部分属
2. 孟河镇加强与居民沟通协调，
及时向周边居民反馈相关情况。
调查组委托监测单位再次对环城西路 103 号进行噪声监测，
监测结果显示符合 2 类声环境标准。根据《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
（GB/T15190实
2014）与《常州市市区声环境功能区划（2017）》规定，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为 1
类声环境功能区；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或者居住、商业、工业混杂，需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为 2 类声环境功能区，环城西路 103 号所
在区域为居民、工业混杂区，
属于 2 类声环境功能区，
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 2 类标准。

其他

经查，
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武进水利局、城管局、会同前黄镇政府联合检查，
反映的前黄镇永胜河瑞丰园和文雅苑之间段北岸，
原来是砖窑厂取土低洼地，
现被当地居民填土后
1.永胜河（前黄段）前黄镇正在进行干河清淤，
目前正在永胜河工业园区段进行施工，
根据现场情况，
待
部分属
用于种植。该河道原设计断面底宽为 3~5 米，
河口宽为 15 米左右，
目前 40 米范围河口宽度为 12~15 米左右。该河道位于前黄镇永胜河瑞丰园和文
北段施工结束后，
结合河道清淤对该段进行清理整改恢复原河口宽度。
实
雅苑之间段北岸，原来是砖窑厂取土低洼地，据当地居民介绍，有部分居民为了便于种植，对该地块进行覆土，目前有部分岸坡坍塌入永胜河中,该
2.前黄镇进一步落实河长巡河工作，
加强对永胜河的巡河工作。
处坍塌未对河道蓄洪造成影响，
该河道目前正在清淤施工中。

经查，
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武进环保局会同前黄镇政府对现场联合检查，反映的“人本合金铸造厂”为常州市人本合金铸造厂。该企业位于武进区前黄镇寨桥工业集中区，从
事铁铸件、减速机配件、机械零部件项目的生产，
“1000 吨/年铁铸件、100 万套/年减速机配件”项目于 2007 年 3 月 29 日经武进区环保局审批同意，
“800 吨/年机械零部件制造、加工”项目于 2011 年 9 月 22 日经武进区环保局审批同意，上述项目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通过
“三同时”验收。其中机械
1.武进区人民政府责令前黄镇政府立即将沿太滆运河旁的建筑垃圾进行覆网覆盖，采取抑尘措施，责
零部件项目已于 2015 年停产至今。2016 年 11 月开展了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顿工作。上述项目均已按照自查评估报告的要求，
安装了污染物 部分属
其他
令常州市人本合金铸造厂立即按规范处置。
治理设施。该企业生产过程中无工艺废水产生，厂区已完成雨污分流，并取得《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产生的铸造废砂属一般工业固
实
2. 建筑垃圾已覆盖到位，
少量露天堆放的黑砂已清理。
废。2015 年因新孟河工程需要，该厂区北侧厂房进行了拆迁。对该企业的相关环保资料、生产现场、治理设施建设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
时全厂停产，
经查阅生产记录，
该企业于 6 月 15 日起停产至今。同时调查组对厂区外围进行了勘查。该企业南侧为道路，
西侧为厂房，
无河道，
北侧
为太滆运河（距离约 30 米），最近居民区位于该单位西侧 600 米。由于新孟河工程建设需要，2015 年厂区北侧沿太滆运河厂房已拆除，现场检查时
发现沿太滆运河旁边尚有原拆除的部分建筑垃圾并伴有少量黑砂，
但未发现有黑砂倾倒河道的情况。

大气

经查，
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新北区政府会同滨开区管委会相关单位负责人组成联合调查对现场进行检查，
反映的江苏永兴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位于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百丈镇
1.滨开区管委会责令该企业加强环境保护日常监管，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环保的法律、制度和标准；
部分属
北路 8 号，主要从事“年产 4000 吨钢结构制造、加工”项目，该企业于 2016 年 9 月开展了环境保护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治工作。该企业产生的
2.滨开区管委会严格落实网格化监管责任，
加强日常管理，
落实长效管理；
实
焊接烟尘、打磨粉尘经移动式滤芯除尘器处理后排放；抛丸粉尘经抛丸设备自带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放。生产车间无喷漆设备，未发现喷漆痕迹，
3.滨开区管委会加强信息公开，
及时将信访调处情况与企业周边居民进行沟通反馈。
厂区无明显异味。

经查，
反映的问题属实。
武进环保局会同湖塘镇政府对现场联合检查，反映的
“纺织厂”为常州永腾纺织有限公司湖塘分公司，2017 年 6 月 6 日成立，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
常州市武进区昌盛路 26 号的春华轴承厂里面有个
常州市 纺织、印 织布、浆纱。该企业织布项目实际不生产，
浆纱项目未申报环评文件，
未经环保审批。生产过程中有调浆和洗浆槽废水产生，
仅建有收集池，
未建设
D320000201806220047 纺织厂（没有名字），
纺织厂污水未经处理排放到何
属实
武进区
染
废水处理设施。该企业不在生产。现场核查发现该企业于 2017 年初擅自建设了浆纱项目，未配套污水处理设施。现场对该企业雨水口积存水采
家桥下的河里。
样监测，
监测结果显示污染因子 COD 未超标。虽无法确认该企业是否有清洗废水排放至旁边河道的行为，
但该企业无法提供废水委托处理的相关
证据。

1.区政府已将该企业列入
“散乱污”
企业名单，
责令湖塘镇政府加快取缔。
2.常州市武进环保局将依法对该企业违反环评制度、三同时制度立案查处，
并拟处罚款 30 万元。
3.该企业已全厂停产，正在拆除浆纱生产设备，将于 7 月 30 日前完成“二断三清”，彻底解决该企业排
放废水的问题。

其他

经查，
反映问题不属实。
武进环保局会同前黄镇政府对现场联合检查，
反映的
“一家生产阳光瓦的公司”
为常州耐波特玻钢材料有限公司。该企业在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红
武进区政府已将常州耐波特玻钢材料有限公司列入“散乱污”企业名单，责令前黄镇政府加快关闭取
旗村租用江苏常运冷却塔有限公司的厂房，
于 2017 年 7 月起从事 FRP 阳光板项目的生产，
2018 年 3 月该企业停止生产，
并拆除主要生产设备，
至今 不属实
缔工作。
未再复产。目前该企业仅从事阳光板的销售，厂房用作仓库使用。发现该企业不在生产，现场无近期生产痕迹。除废气处理设施与设备骨架未拆
除外，
其他设备均已拆除。车间内堆放有非常州耐波特玻钢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成品阳光板。

大气

经查，
反映的问题属实。
反映的双清烤吧位于常州经开区港龙紫荆城小区 7-7 号，
主要经营烧烤类食品。该单位于 2017 年 5 月开始营业，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熟食品、预包
装食品加工。经开区环保分局会同潞城街道办事处对双清烤吧进行现场检查，该餐饮店未营业。现场检查发现，双清烤吧用铝合金型材建造了独
立烧烤间，
烧烤间相对密闭，
但天花板并排设置 2 个直径约 30 厘米的通风孔。该单位使用的烧烤炉自带净化装置，
但处理后的油烟废气经管道排入
店外下水道。

常州市武进区西太湖高新区内的卡迈锡（中国）紧
固件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堆放场所不规 常州市
D320000201806220064
范，
污泥渗滤液未收集；
蒸馏水中含有机物，
未经处 武进区
理直接排放。

其他

经查，
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武进环保局会同西太湖管委会对现场联合检查，
反映的卡迈锡（中国）紧固件有限公司是一家德资企业，
生产汽车紧固件。项目主要工艺流程为：
线
材→冷成型→热处理→滚丝→成品表面处理→浸防锈油→成品。项目在进行热处理、表面处理及容器清洗过程中有废水产生，配套建有一套废水
处理设施，废水经处理后通过真空蒸发装置进行除磷脱氮处理，产生的浓缩废液进入燃气干燥机进行干燥，产生的浓缩蒸馏水全部回用于生产工
段，酸洗和磷化工段有槽渣产生，废水处理过程中有污泥产生，袋装后收集在危废仓库内。该企业废水处理污泥为危险废物，贮存在危废仓库内。
危废仓库为彩钢瓦搭建的独立库房，
具备防雨淋、防渗漏、防扬散功能，
设置有危险废物环保标志牌，
危废仓库内地面硬化防腐并设置有渗滤液导流
槽，
但未设置收集井，
地面有少量渗滤液痕迹。危废仓库内贮存有废水处理污泥和废滤芯，
废水处理污泥的包装袋上未张贴危险废物识别标签。现 部分属
场检查时，该企业厂区东北侧（危废仓库北侧）水泥空地上露天堆放有大量塑料吨桶，吨桶内贮存有油水混合物和废矿物油，部分吨桶呈敞开式，未
实
设置围堰，未落实防雨淋、防流失措施。该贮存场所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桶身也未张贴危险废物识别标签。据厂方人员陈述，该企业危险废
物仓库设置空间过小，
废矿物油和油水混合物只能在外面露天堆放。现场检查时，
该企业热处理生产线和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正在生产，
配套的废
水处理设施正在运行。该企业废水处理工艺为：
热处理、表面处理及容器清洗废水--絮凝—沉淀（下层浊液压滤—污泥）—上层清液蒸发—冷凝-蒸馏水回用于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的清洗槽。该企业废水经蒸发—冷凝后产生的蒸馏水储存在蒸馏水储罐中，
蒸馏水储罐以固定金属管道架空接
入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的清洗槽，现场检查中未发现蒸馏水储罐有其它管道连接，也未发现有废水直接排入外环境的迹象。监测人员对该企业雨
水排放口积存水、生活污水接管口积存水采样监测，
监测结果显示未超标。

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龙谭村旁边的中铝稀土有限 常州市
D320000201806220065
公司，
废气污染严重。
钟楼区

经查，
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1.钟楼环保局已责令该企业加强日常管理，
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污染物达标排放；
分管副区长会同邹区镇、钟楼环保局工作人员开展联合调查。反映的问题与第十七批编号为 D320000201806210025 案件重复。反映的中铝稀土
部分属 2.钟楼环保局已要求该企业对废气处理设施进行全面提升改造，进一步加强废气收集，减少无组织废
大气 （常州）有限公司，位于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龙潭村委，主要从事稀土氧化物生产，于 1998 年开始生产，环评及验收手续齐全。该企业工艺废气主要
实
气排放。
为盐酸溶解工段产生的酸雾、草酸沉淀工段产生的酸雾，
均通过碱喷淋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现场检查时，
废气处理设施均正常运行。钟楼环
保局对该企业的废气排放情况进行了监测，
监测结果显示，
有组织和无组织废气排放均符合相关标准。

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红旗村的江苏常运冷却塔有
常州市
D320000201806220055 限公司将厂房租给一家生产阳光瓦的公司，
该生产
武进区
阳光瓦的公司排放废气有异味，
粉尘污染。

常州市
常州市经开区港龙紫荆城小区 7 栋北侧的双清烤
D320000201806220056
常州经
吧油烟扰民。
开区

属实

潞城街道办事处责令双清烤吧立即对烧烤间天花板通风孔及油烟排入的下水道接口进行封堵，并加
强对现有油烟设施的运行与维护，提升油烟去除率。6 月 24 日，双清烤吧完成对烧烤间天花板通风孔
及油烟排入的下水道接口的封堵，同时也完成对原有油烟净化设施的清理，并增设油烟净化装置一
套，
进一步提升油烟去除率。

1.常州市武进环保局对该企业不规范贮存危险废物的问题立案查处，
并责令改正，
拟处罚款 6 万元。
2. 常州市武进环保局已现场责令该企业立即扩建危废仓库，
严格落实防雨淋、防渗漏、防扬散、防流失
措施，
并规范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识和标签。
3.武进区政府责成西太湖科技产业园，
加强环境日常巡查，
及时处置相关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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