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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铝稀土（常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铝稀土”
）与第十九批原受理编号 D320000201806230047 举报件反映的盛昌稀土有限公司为同一家企业，
位于常熟市常福街道大义义虞路 3 号，主要从事稀土的生产加工，有环评审批验收手续。6 月 25 日，常熟市常福街道与常熟市环保局组成联合调查
组现场核查。现场检查时，中铝稀土正在生产，公司建有 2 个废弃物仓库，酸溶渣暂存于仓库内，有电离辐射警示标志，地坪进行了防腐防渗并设置
有导流沟和收集池；中和渣（水处理污泥）大部分贮存在仓库内，少部分堆放在厂区场地上，有覆盖或临时雨棚。经查阅该公司环评和验收材料，石
部分
灰中和沉淀渣属非放工业废渣，稀土酸溶渣属工业低放废渣。公司酸溶渣发货通知单、酸溶渣入库单、中和渣入库单等台账资料显示，该公司酸溶
属实
渣、中和渣自 2010 年开始建立入库台账，目前酸溶渣库存共 421.75 吨，中和渣库存共 4010.3 吨。1997-2007 年期间，公司转移酸溶渣至江西赣州
稀土冶炼厂科兴冶化所回收利用共 855 吨（6 批次）；2007-2009 年期间，公司转移酸溶渣至广东揭西县振华工贸有限公司回收利用共 241.07 吨（8
批次）。在第十九批信访调处中，还发现中铝稀土存在擅自扩大产能，萃取工段皂化车间有机废气未配套废气治理设施，废有机溶剂包装桶未设置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等问题。

处理和整改情况
1、处理措施。由常熟市环保局对中铝稀土未经审批擅自扩大产能，萃取工段皂化车间产生的挥发性
有机物未建设配套废气收集治理设施，废有机溶剂包装桶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中和渣贮存场所
不规范等违法行为依法实施立案处罚，
并责令其立即改正。
2、整改措施。一是要求中铝稀土对萃取工段皂化车间配套废气治理设施，建设符合规范的废弃物贮
存场所，规范中和渣的贮存，并在废弃物贮存仓库及厂区门卫等处安装视频监控，杜绝非法转移情况
的发生，规范危险固废的管理。二是要求中铝稀土立即制订限制产能的具体方案，确保产能不超过环
评审批量；三是对中铝稀土库存酸溶渣开展称重核实工作，并继续进行调查，如发现该公司存在擅自
转移等其他违法行为的，将依法从严查处。四是按照“263”专项行动治理流域水环境的要求，2019 年
12 月完成中铝稀土排污工段的退出工作，
转型为研发型企业。目前，
中铝稀土已完成皂化车间废气治
理设施配套工作，
公司已明确常熟公司全年的指令性计划为 600 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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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常熟市大义义虞路 3 号的中铝稀土（常熟）
苏州市
X320000201806240021 有限公司，
非法转移大量固废（中和泥）和低放射性
常熟市
危废（酸溶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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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举报反映的为南通瑞雯纺织有限公司，该公司所在地原为海安宏健纺织有限公司（年浆纱 500 万米项目 2005 年 9 月通过环评审批，2007 年 1
月通过环保验收），南通凯颖纺织有限公司于 2008 年底整体收购了原海安县宏健纺织有限公司，南通瑞雯纺织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9 月租赁南通凯
颖纺织有限公司厂房及设备，并于 2016 年 3 月投入生产。经现场查看，主要生产设备未超出环评审批量；该公司生产废水主要为浆纱冲洗水，经车
南通海安县高新区三里闸村敬老院斜对门有个桨 南通市 其他污
X320000201806240004
间明渠排入废水收集池，根据环评批复要求该公司在 2018 年之前浆纱冲洗水收集后用于和煤燃烧，2018 年蒸汽锅炉改燃天然气后，浆纱冲洗水经
纱厂，
无环保手续，
夜间偷排废水。
海安市 染,水
收集委托环卫部门清运进入恒发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
清运记录齐全。经沿该公司西侧五里河东岸检查，
未发现废水排放口，
五里河河水水质
感观良好。2018 年 7 月 2 日，对厂区雨水窨井内、废水收集池内以及厂区西侧五里河上中下游进行了采样。 此外，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生产车间
飞绒积尘较重，
环境脏乱差，
未建设事故应急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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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
南通天泽化工有限公司废酸目前有 3 个去向，
主要去向是用于生产硫酸钙，
少部分废酸用于废气处理设施吸收氨气，
少部分用于污水处理站调
南通市如皋市的天泽化工，
十几年来非法向长江直
南通市
节 pH，
通过查阅该公司 2016 年 1 月-2018 年 5 月生产台账及相关票据，
专家根据理论反应方程式进行了核算，
根据碳酸钙的用量，
硝基胍车间产生 部分
X320000201806240007 排废稀硫酸上千万吨（可查抵扣发票）；
非法处置硫
土壤,水
如皋市
的稀硫酸基本可以消耗完。同时，
现场调阅相关资料，
该公司生产工序中未发现产生硫酸泥的环节。该公司贲亭酸甲酯产品前道物质氯代异戊烯、 属实
酸泥 1 万吨左右。
异戊烯酯异味较大，
存在恶臭污染问题。

1.如皋市环保局责令该公司贲亭酸甲酯项目停产整改。
2.如皋市环保局责令该公司完善废酸产生和硫酸钙生产台账。
3.该公司贲亭酸甲酯项目已停产，
计划进行工艺改造，
经验收合格再生产，
解决恶臭扰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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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
南通舒雅印染有限公司建有 1 座日处理能力 1300 吨的废水处理设施，
污水处理污泥产生台账记录不全。根据查阅企业现有台账资料，
企业日
南通市振兴路 39 号开发区的南通市舒雅印染有限
均废水排放量约 600 吨。该公司与南通弘瑞工业废物综合处置有限公司签订了水处理污泥委托处置协议，有效期自 2017 年 8 月 18 日至 2018 年 8
南通市
X320000201806240008 公司，污泥去向不明，污水处理池旁 2 米深埋有暗
土壤,水 月 17 日。经查，2016 年—2017 年该公司将水处理污泥混入燃煤中进行燃烧。该公司已与江苏环保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水处理污泥鉴定合
开发区
管，
晚间污水直排长江污染环境。
同，目前正在对水处理污泥开展鉴定工作。针对举报反映的暗管偷排情况，现场开挖发现一东西向水泥管道，管道内未见水流，管道两端已截断封
堵，
该管道与企业污水处理设施不联通，
据企业负责人所述该管道为废弃的雨水管道。

部分
属实

1.开发区环保局已要求公司加强环境管理，确保各项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重点强化污染防治设施
运行台账管理工作；
加快水处理污泥鉴定工作；
对开挖出的废弃管道进行清理。
2.开发区环保局强化对舒雅公司的环境监管，督促企业强化日常环境管理工作，并结合企业水处理污
泥鉴定情况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3.该公司已对开挖出的废弃水泥管道进行了清理；已与江苏环保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联系，协商加快
水处理污泥鉴定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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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20000201806240010

经查，举报反映的为美坚铝材和凤铝铝材。美坚铝材店没有营业执照，属无证经营；凤铝铝材店执照齐全，但存在出店经营情况。两家铝合金店铝
合金加工过程中，
确实存在噪音问题。

基本
属实

1.和平桥街道开展联合整治，
已对美坚铝材店进行了取缔。
2.和平桥街道对凤铝铝材店劝导其将产生噪音的加工生产环节搬离居民小区，对出店经营予以整治，
自 2018 年 6 月 29 日起，
该店不在原有场所从事铝合金加工。

（一）南通正大畜禽有限公司
如东县环保局对该公司年饲养 480 万羽肉鸡项目未批先建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责令该公
司停止建设并处罚款。
（二）南通科泰禽业有限公司
1.启东市环保局于对该公司作出了责令停止养殖并处罚款的环境行政处罚告知。
2.启东市环保部门、合作镇政府督促该公司依法履行环境行政处罚，
停止养殖，
在未完善项目环保手续
前不得从事养殖活动。
3.合作镇政府做好周边群众的信访维稳工作。
（三）启东泰林畜禽专业合作社
1.启东市环保局对该合作社作出了责令停止养殖并处罚款的环境行政处罚告知。
2.启东市环保部门、海复镇政府督督促该合作社依法履行环境行政处罚，
停止养殖，
在未完善项目环保
手续前不得从事养殖活动。
部分
3.海复镇政府做好周边群众的信访维稳工作。
属实
（四）南通达源禽业有限公司
责令该企业对热水炉进行整治，
合理安排出干粪时间，
减少对周边群众的影响。
（五）如皋市豪杰禽业有限公司
责令该企业对热水炉进行整治，
合理安排出干粪时间，
减少对周边群众的影响。
（六）如皋市富安松禽业有限公司
责令该企业对热水炉进行整治，
合理安排出干粪时间，
减少对周边群众的影响。
（七）南通正大畜禽有限公司（栟茶）
1.如东县环保局对南通正大畜禽有限公司在禁燃区内违规使用燃煤锅炉；未配建污染防治设施、未经
环保验收而进行生产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对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处以
罚款，
责令没收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
组织拆除燃煤供热锅炉。
2.栟茶镇人民政府按照网格化的要求对该公司加强监管，
督促落实整改。
3.如东县环保局要求南通正大畜禽有限公司加强生产管理，
防止废气扰民。

属实

南通市崇川区北濠桥新村 11 号楼与 13 号楼的临 南通市
街楼下有两家铝合金加工店，
噪声扰民。
崇川区

大气

噪音

南通市正大禽业公司（如东县曹埠镇）距离居民点
50 米，
1000 万羽鸡场项目无环评手续，
南通科泰禽 南通市
业有限公司（启东合作镇忠良桥村）、启东泰林禽业 如皋
公司（启东海复镇公共服务中心）、南通达源禽业有 市、
100 X320000201806240014
限公司（如皋磨头镇）、如皋豪杰禽业有限公司（磨 如东
头镇）、如皋富安松禽业有限公司（城北花园村社 县、启
区）、如东振羽禽业（如东栟茶）等公司违法使用燃 东市
煤锅炉，
废气直排。

畜禽
养殖

1.南通正大畜禽有限公司种鸡场年饲养 480 万羽肉鸡项目未经环保审批，
擅自开工建设。距鸡舍 50 米内没有居民，
距鸡舍 100 米内有 7 户居民。
2.南通科泰禽业有限公司存栏肉鸡约 6.7 万羽，
无相关环保手续；
有 7 台 0.4 吨生物质颗粒炉，
燃料为生物质颗粒，
非煤碳。启东市环保局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对该公司作出了责令停止养殖并处罚款的环境行政处罚。
3.启东泰林禽业公司目前存栏肉鸡约 12 万羽，
无相关环保手续；
有 7 台 0.4 吨生物质颗粒炉，
燃料为生物质颗粒，
非煤碳。启东市环保局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对该合作社作出了责令停止养殖并处罚款的环境行政处罚。
4.南通达源禽业有限公司目前存栏肉鸡 68400 羽，
配备有一台自带除尘装置的生物质热水炉。
5.如皋市豪杰禽业有限公司检查当时一批肉鸡全部清栏，
正在出干粪，
现场产生一定异味，
配备有一台自带除尘装置的生物质热水炉。
6.如皋富安松禽业有限公司场内肉鸡已全部出栏，
鸡粪同时交由肥料公司拖运处理。该公司建有废水收集池收集养殖及生活废水，
未配套安装预处
理设施。项目配备有一台燃煤热水炉，
燃煤废气经水幕除尘装置处理。
7.如东县振羽禽业有限公司（南通正大畜禽有限公司栟茶）肉鸡养殖项目于 2016 年 2 月投入生产至今，未按环保审批规定的规模进行养殖，未通过
环保验收；
未经环保审批，
擅自新建 1 台 2T 燃煤锅炉；
在禁燃区中违规使用煤炭燃料。

南通市如东县河口镇太阳庙村苴南路南侧，
薛港河
南通市
101 X320000201806240016 西侧村民用基本农田建猪舍，臭味扰民，猪粪偷排
如东县
河道污染环境。

畜禽
养殖

经查，举报反映的为石祚华生猪养殖户，目前生猪存栏量约 700 头，未办理相关环保手续，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恶臭气体直接排放至外环境，养猪场下
风向有臭味。经监测，
养猪场下风向臭气浓度为 40（无量纲）。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干猪粪经人工清理至干粪堆场内，
干粪堆场地面铺设砖块，
未采取
防渗防漏措施。猪粪水首先进入收集池，然后通过管道连接到场外东侧 120 米处的薛港河，现场检查时不在排污，但管道内有积水，水质监测结果
超标。经了解，该养殖场 2018 年 1 月前产生的猪粪水通过该管道排入薛港河，之后新建了异位发酵床，无沼液排放，发酵床更换的填料作有机肥出
售。薛港河河水监测结果显示河水水质受到污染。

部分
属实

问责
情况

1.海安市环保局现场对该公司提出整改意见，
建设事故应急池，
要求该公司立即整改，
认真清理生产车
间飞绒积尘，
保证生产车间整洁有序，
做好废水规范处置工作，
记录保存好台账资料。
2.高新区按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
落实环境保护的领导责任，
加强对该公司巡查督查，
确保该公司不发
生环境违法违规行为。
3.该公司已按照要求对生产车间飞绒积尘进行了清理，
对厂区环境进行了整治。

1.如东县环保局对该养猪户猪粪水排入河道的行为立案查处，
责令其立即改正并处罚款。
2.如东县环保局要求该养猪户立即办理相关环保手续，
限期一个月。对排风口的挡风墙进行加高和封
闭，
及时清理产生的粪污和削减养殖总量；
要求该养猪户采取有效措施减少臭气对周边群众影响。
3.河口镇人民政府认真履行网格化监管职责，
加强对该养猪户的管理，
督促落实整改。

经查，
江苏大唐国际吕四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该纵向延伸至海内 3.4 公里，
生产区域距离最近的生活区——秦潭镇 3 公里，
每年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
南通市启东市吕四港镇大唐吕四电厂，
防护距离内
其他污
启东市环保局继续加强对 500kV、220kV 输变电工程的环境监管，
督促电力公司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
南通市
进行厂界噪声监测，并出具监测报告，厂界噪声均达标排放，不存在噪音扰民的情况。500kV 输变电工程、220kV 线路改接工程两输变电线路运行
102 X320000201806240024 有居民区，高压线路的辐射对人体有影响，噪声扰
染,辐
不属实 施，加强日常监测与管理，要求电力公司近期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对 500kV、220kV 输变电工程进行
启东市
正常，
并分别于 2012 年 8 月通过原环保部竣工验收、2016 年 4 月通过江苏省环保厅竣工验收意见。下一步，
要求目前运营方江苏省电力公司定期委
民。
射,噪音
环境监测，
并进行信息公开。
托有资质单位第三方进行噪声、辐射监测，
并按要求做好信息公开工作，
消除周边居民的顾虑。

部分
属实

1.如皋市环保局:该养殖场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养殖项目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
2.如皋市农业委员会执法中对该养殖场无动物防疫合格证养殖的行为立案查处。
3.按照《如皋市畜禽养殖整治方案》要求对该养殖场整治到位。
4.如皋市东陈镇、市农委监督该养殖场，
控制养殖生猪存栏在 200 头以内。

经查，举报反映的实为如皋市永鸿染整有限公司，该公司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经厂区内污水处理设施预处理后排入如皋恒发水处理有限公司，水处
南通市如皋市柴湾镇镇南村的联丰染整有限公司，
理污泥委托南通绿能固废处置有限公司进行处置，有委托处理协议和转移台账；有一台为 4t 的生物质锅炉，一台 6t 的天然气锅炉，锅炉配套有喷淋
违规堆放工业危废（将大型工业碱罐移放到工厂外
南通市 大气, 吸收废气处理装置，
烧毛工序配备有废气处理设施，
定型机废气处理设施不到位。2018 年 6 月 29 日现场检查，
该公司不在生产，
车间内生产设备全
104 X320000201806240027 的农田里）；
违规存储工业纯碱（挥发后刺鼻蒸汽扰
如皋市 水,土壤 部处于停运维修中，污水处理设施生化池在曝气，总排口无废水排放。据了解，因环境信访问题，该公司自 2018 年 6 月 10 日停产至今。经现场勘
民）；锅炉烟气污染严重，臭味扰民；无环保处理设
查，
该公司西围墙外侧为农田，
未发现举报反映的
“将大型工业碱罐移放到工厂外的农田里”
的情况，
农田内农作物长势正常。该公司建有专门的室
施，
违规处置废渣。
内液碱贮存区，
有一个容量为 70 吨的卧式槽罐，
罐区备有应急池，
但未设置导流槽及围堰，
且未对墙面和地面作环氧防渗漏处理。

部分
属实

1.如皋市环保局责令该公司立即对液碱贮存区进行整改，
按照规范落实应急措施。
2.如皋市环保局责令该公司加紧推进环境应急预案的编制并报如皋市环境保护局备案，
同时加强环境
应急管理，
开展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3.如皋市环保局责令该公司解决定型废气污染问题。
4.该公司定型废气处理设施已在安装；
已着手对液碱贮存区进行整改，
规范落实应急措施；
生物质锅炉
停用，仅使用天然气锅炉，已与大唐热电签订供汽协议，预计 2018 年 9 月接管，届时天然气锅炉也停
用，
彻底解决锅炉烟气污染问题。

连云港
连云港市东海县曲阳乡的大岭磨料厂无环评手续，
其他污 2018 年 6 月 25 日中午，执法人员现场调查发现：公司未生产，具备环保备案手续，厂区露天堆放废料 1000 吨左右，未采取有效防扬尘措施，废料储
市东海
污染严重。
染，
大气 存间破损。
县

部分
属实

东海县环保局已对企业露天堆放废料未采取有效的防扬尘措施的行为下达责令改正决定书，下一步，
将立案查处。目前，
该公司露天堆放废料已覆盖，
破损废料存储间已修缮完毕。

盐城市大丰区小海镇纺织工业园的金达纺织有限
公司、金掌纺织有限公司、新丝路纺织有限公司等
所有喷水织布厂（大约 10000 台喷水织机）都建有 盐城市 水、噪 经大丰区小海镇、镇 263 办、大丰区环保局相关人员调查：大丰区小海纺织工业园共有喷水织布企业 12 家，其中 11 家在产，1 家在建。11 家在产喷
106 X320000201806240002
暗管，长期向园区内河直排污水；金掌纺织有限公 大丰区 声、其他 水织机废水经配套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
未发现存在暗管和废水外排现象。但检查发现，
江苏金掌纺织有限公司噪声超标排放。
司距离居民点不足 20 米，夜间生产噪音超标，严重
扰民。

部分
属实

103 X320000201806240026

105 X320000201806240015

107 X320000201806240019

108 X320000201806240023

南通市如皋市东陈镇双群村 18 组的越晟养殖场， 南通市 畜禽养 经查，该养殖场无环保审批手续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现场检查未发现养殖废水直排灌溉渠现象，养殖场内有明显臭味，养殖场周围未闻到明
养殖废水直排灌溉渠，
臭气扰民。
如皋市
殖
显气味，
但该养殖场属于禁养区范围。

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的扬州市惠瑞商贸有限公司， 扬州市
化工废气扰民。
江都区

扬州市
扬州市的仪征农业化工厂（紧邻南京市六合区东沟
化工园
镇），
废气和异味扰民。
区

镇江丹阳市丹北镇政府往济德村戴家组的马屯水
镇江市
109 X320000201806240020 库（小二类水库）内倾倒生活垃圾、工业垃圾、工业
丹阳市
固废（时间有十余年，
累计有几十万吨）。

镇江市扬中市新坝镇的昆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将数
千吨废太阳能浆料填埋在企业位于联合大闸向南 镇江市
110 X320000201806240025
200 米左右长江江滩的仓库下，并在表面浇筑水 扬中市
泥。

（一）现场检查情况 2018 年 6 月 26 日，
仙女镇分管负责人王晓阳、镇安监分局局长樊义、仙女镇环保助理冯太平、新民村副书记毛文秀，
区安监局从
明、梁辉，
区环保局高斌、顾领、周巍赴现场调查核实。该仓库地理位置：
东侧为滨江驾校练习场、南侧 30 米为木门厂、西侧为居民区和学校、北侧 30
米为滨江驾校办公楼。安全评价报告显示该公司仓库距离砖桥小学大于 100 米。
该公司危险化学品甲类仓库为原纺织车间，经改造隔成三间库房，西侧库房（约 672 平方米）内未存放危险化学品；中间库房(约 260m2)存放有二氯
甲烷约 19 吨、二氯乙烷约 19 吨、稀释剂约 3 吨；东侧库房（约 260 平方米）存放有甲缩醛约 30 吨、甲醇约 10 吨。均使用封闭的塑料桶和铁桶包装。
仓库内有明显的化工气味，
室外能嗅到化工气味。
2017 年 6 月 19 日，区安监局发现该单位危化品仓库与西侧 2 户居民防火间距不符合相关规范标准，当场下发《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
〔(扬江)安监现
大气
属实
决〔2017〕危化-012 号〕，
责令该单位西侧一间危险化学品仓库暂时停止使用，
且立即移除并妥善处理该仓库内的危险化学品。本次现场核查，
该公
司已改正，
西侧库房已空置。
该公司危化品仓库通过敞开的门、窗通风换气，
主要污染物为无组织排放有机废气。
（二）监测情况 2018 年 6 月 25 日，江都区环境监测站对该公司危化品仓库无组织排放的非甲烷总烃、苯系物进行监测（厂区外西南侧、厂区外东北
侧、西南风 1.7m/s），周界外浓度最高点监测结果为：非甲烷总烃 0.89 ㎎/㎥，甲苯 0.0249㎎/㎥，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1996）表 2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大气

举报人反映的
“扬州市的仪征农业化工厂”
应为
“江苏优士化学有限公司（简称
“优士化学”
）A1 厂区”
，
举报人反映的问题与 D320000201806140007
重复，
前期已办结并公示。
2018 年 6 月 15 日，接到交办件 D320000201806140007 后，扬州化工园区管委会分管负责人带领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调查处理。6
月 15 日、16 日，现场检查时污染防治设施正在运行。对该厂区周边及南侧、北侧居民点进行巡查，未发现明显异常气味。该厂区污水处理生物
滤池、双甘膦车间楼顶等点位能闻到异味。2018 年 6 月 15 日-16 日，仪征市环境监测站委托江阴秋毫检测有限公司对优士化学 A1 厂区厂界
无组织废气以及工艺尾气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对该公司废气虽能够达标排放，但在不利气象条件下对周边仍有可能产
生气味影响问题，以及现场检查中发现，该公司清污分流管网改造现场管理较差，建筑材料乱堆乱放问题。化工园区管委会约谈了企业负责
人，提出了明确整改要求。
本次接到信访投诉后，扬州化工园区管委会分管负责人带领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再次赶赴现场调查处理。6 月 25 日现场检查时，该厂区污染防治设
施正在运行,在线监测数据达标。对该厂区周边及南侧、北侧最近居民点进行巡查，
未发现明显异常气味。6 月 15 日现场检查时发现的污水处理生
物滤池、双甘膦楼顶等点位能闻到异味问题，
以及现场检查时发现的施工现场管理较差问题，
均已整改到位。

基本
属实

1、马屯水库基本情况
丹阳市丹北镇济德村马屯水库位于丹北镇后巷高桥殡仪馆西北侧的废弃宕口之中，依据丹阳市水利局《关于后巷镇马屯水库降等的批复》
（丹水
〔2010〕174 号），
马屯水库已由小（2）型水库降为塘坝管理。
2、垃圾临时堆放场情况
马屯宕口垃圾场已存在二十余年，当时主要用于丹阳市原建山乡的生活垃圾填埋。随着近年来生活垃圾量的逐步上升及 2015 年 5 月份，光大环保
能源（镇江）有限公司对丹阳市丹北镇垃圾的限量拖运，丹北镇将马屯宕口作为垃圾临时堆放点继续使用，并非如举报事项中在马屯水库内倾倒垃
圾。丹北镇政府于 2016 年 8 月 6 日对垃圾填埋场进行整治，该垃圾填埋场总面积约为 122 余亩，覆绿面积达到 50 余亩。由于该填埋场 90 年代初
期开始使用，至今数十年，垃圾量数无法统计。目前，每天运至垃圾场的生活垃圾量为 80 吨左右，其中送往光大环保能源（镇江）有限公司 50 吨左 基本
土壤
右，
其余均暂存马屯宕口。2017 年 6 月 26 日，
丹阳市城管局向镇江市住建局、江苏省住建厅上报备案，
将马屯宕口作为丹北镇垃圾临时堆放点。
属实
3、调查核实情况
2018 年 6 月 25 日，
丹北镇政府工作人员会同丹阳市城管局、环保局工作人员赴现场调查。现场检查时，
马屯宕口临时垃圾堆放点内只有生活垃圾，
并已采取了即放即盖的措施，每天不定时消毒。生活垃圾中的工业垃圾经统一收集后，委托句容洁鑫环卫服务有限公司拖运至句容垃圾焚烧发电
厂进行焚烧处理。丹北镇政府已在马屯宕口南、北两侧垃圾临时堆放点分别建设了垃圾渗滤液收集池，并将收集的垃圾渗滤液及时拖运至丹阳市
鹏鹞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后巷污水处理厂处理（2018 年 5 月 7 日，省环保督察组下沉督察期间要求建设渗滤液收集池）。目前，丹北镇政府已在铺设
渗滤液输送管道，
建成后，
马屯宕口垃圾临时堆放点的渗滤液将接管输送至丹阳市鹏鹞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后巷污水处理厂处理。
4、因马屯宕口垃圾场已存在二十余年，
当时建造时并未采取防渗措施，
垃圾渗滤液对周边环境可能造成不利影响。

土壤

1、交办件中的昆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全称为江苏昆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昆泰材料’
），位于扬中市新坝镇联丰港闸西 1 号。该公司主要产品切
削液和再生碳化硅微粉，主要原辅材料为硅片废切削液、活性炭柱、浓硫酸、烧碱。年回收 5 万吨硅片废切削液再生循环综合利用改建项目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2011 年 5 月 9 日经扬中市环保局审批同意（扬环审〔2011〕7 号），2014 年 3 月 1 日通过扬中市环保局项目竣工验
收。昆泰材料已于 2017 年 12 月底停产，
生产设备部分拆除（不具备生产能力），
不属实
2、6 月 26 日，新坝镇会同公安、环保及新坝镇联合村村委会一起赴昆泰材料现场调查核实，对交办内容中的举报地点仓库内（3 个点）和仓库外（2 个
点）采用随机布点方式，布设 5 个点位，分别用挖掘机开挖至地面下 2 米深，未发现有浆料填埋（现场进行了录像取证）。为进一步确认并防范风险，
现场采集 5 个样品委托第三方进行检测。

大丰区环保局对江苏金掌纺织有限公司噪声超标排放行为依法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责
令停产整治并处罚款。大丰区环保局现场责令园区 11 家在产企业加强对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
确保生产废水处理回用不外排；在污水处理设施旁安装高清视频监控设备。目前,江苏金掌纺织有限
公司已停止生产，
对噪声开展治理。

1、区安监局责令该公司按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标准的要求加强安全管理，切实落实企业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区环保局对该公司“未批先建”和“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的违法行为立
案查处（扬江环（A）立字〔2018〕42）号）。
3、区环保局责令该公司对门窗采取密封措施，
于 8 月 30 日前完成有机废气吸收装置安装，
进一步有效
控制无组织废气排放量。

对该公司废气虽能够达标排放，
但在不利气象条件下对周边仍有可能产生气味影响问题。
1、2018 年 6 月 25 日，化工园区管委会分管负责人再次约谈了企业负责人，要求该公司迅速对全厂废
气排放情况进行排查，
发现问题，
立即整改；
强化现场管理，
严格操作规范，
切实履行环保主体责任。
2、2018 年 6 月 16 日，
化工园区管委会责令该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前对生物滤池采用玻璃钢加盖
密封，废气集中收集经“两级洗涤+风冷+活性炭吸附”处理；对双甘膦车间楼顶气味问题，立即将管道
接管由敞开负压式改为直连封闭式。6 月 27 日跟踪检查时，
上述问题已完成整改。
3、2018 年 6 月 16 日，化工园区管委会要求该公司 A1 厂区于 2018 年 10 月底前对 RTO 蓄热式废气焚
烧装置安装 VOCs 在线监测设施、厂区边界安装 VOCS 在线监测仪，并开展 2018 年度泄漏检测与修
复（LDAR）工作。目前，该公司 VOCS 在线监测仪已开展采购；LDAR 工作已委托浙江碳策智能技术
有限公司开展。
4、优士化学已制定《重污染天气限产停产实施方案》，化工园区管委会要求优士化学根据已制定《方
案》，
在不利气象条件及空气环境质量较差时，
及时实施限产、停产等管控措施。

1、丹阳市已开始着手建设
“丹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待项目建成后，将对丹阳市丹北镇马屯宕
口垃圾临时堆放点的生活垃圾重新挖掘、焚烧处理，
并做好生态环境修复工作。
2、现阶段，丹阳市丹北镇政府将会同丹阳市城管局加强对马屯宕口垃圾临时堆放点的管理，对进场生
活垃圾及时消毒覆盖，
对进场道路及时降尘保洁，
并确保垃圾渗滤液有效收集，
及时处理。
3、丹阳市丹北镇政府会同市环保局于 2018 年 7 月 8 日前聘请请有资质单位对地下水取样检测。

1、昆泰材料已于 2017 年 12 月底停产，生产设备部分拆除（不具备生产能力），公司仓库还有新碳化硅
微粉 50 吨，
废板框砂 50 吨待处置。
2、扬中市新坝镇政府与环保局将加大对昆泰新材料关停期间遗留固体废弃物收集、贮存和处置行为
的监管。对挖掘点位采样的样本待第三方出具检测报告后，依据报告做进一步处理。如发现有其他
环境违法行为，
将依法严肃处理。新坝镇拟委托第三方进行科学布点，
再次挖掘排查。

无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