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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
（第十四批）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十四批信访举报件共计18件（来电3件，来信15件）。截至9月18日，已办结16件，办理中2件。其中责令整改3家。现予以公开。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14批 2021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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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编号

D2SD202109080065

X2SD202109080261

X2SD202109090006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邹平县圣城实业有限公司和
临池镇鑫城实业有限公司生
产小红瓦，投诉人称现在已经
要求必须使用天然气烧瓦，但
是公司还是使用煤烧瓦，认为
使用煤烧瓦对大气有影响，烧
瓦会产生硫，对人身体有危
害，规定需要用黏土烧瓦，并
且需要用网将黏土盖起来，现
在两家公司都是露天存放黏
土，两家公司实际为一个老
板。临池镇栾通建材没有生
产手续，夜间加工生产。

村北有一处生活垃圾场，露天
存放异味严重。2017年有关
部门开始清理，按要求应运至
滨州沾化发电厂焚烧发电，但
是施工单位将垃圾运到相周
村东侧，填埋了三米半深的鱼
塘十五亩地之多，又把垃圾场
原地挖了四米深把挖出的土
方覆盖填鱼塘的垃圾上，原地
又填埋了几十亩。

麻店镇簸箕张村张某彬侵占
树地、池塘、集体土地建养殖
场，养殖气味难闻。

行政
区域

邹平市

博兴县

惠民县

污染
类型

其他污
染

土壤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9月10日，邹平市组织临池镇人民政府、邹平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生态环境局邹
平分局、邹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邹平市行
政审批服务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
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山东省邹平圣诚实业有限公司
（1）使用煤烧瓦问题。山东省邹平圣诚实业
有限公司位于邹平经济技术开发区，年产660
万平陶瓷屋面新材料项目，于2021年5月11
日完成自主验收。该项目建有直径3.2米双
段式煤气发生炉1台（直径3米以下双段式煤
气发生炉为淘汰类），以煤气发生炉煤制气作
为燃料，与环评一致。该项目配套污染治理
设施：上料系统配套布袋除尘器1套、窑炉烟
气配套湿式除尘脱硫设施1套、SNCR脱销设
施1套、煤气发生炉产生的煤气配套水洗降
温和除尘设施。经查阅该公司2021年以来
的检测报告，检测结果均达标。
（2）原料露天存放问题。环评批复该项目原
料为莱阳土，现场原料与环评一致，现场检查
时企业未生产，部分原料露天存放。
2.邹平鑫成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使用煤烧瓦问题。邹平鑫成新型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位于邹平市临池镇。该公司年产
300万平方米屋面瓦项目，于2020年12月取
得环评批复（邹审批环评〔2020〕479号），2021
年3月通过自主验收。该项目以天然气作为
燃料，与环评一致。目前该公司因设备检修
处于停产状态，现场未发现燃煤情况。厂区
南侧存放有一台废弃煤气发生炉，为原山东
省邹平华孟建陶有限公司废弃煤气发生炉，
管道已拆除，不具备使用条件。项目配套污
染治理设施为：布袋除尘器1套、双碱法脱硫
设施1套、SNCR脱销设施1套。经查阅该公司
2021年以来的检测报告，检测结果均达标。
（2）原料露天存放问题。环评批复该项目原
料为页岩、沉积泥料，现场原料与环评一致，
原料存在露天存放苫盖不到位问题。
3.临池镇栾通建材情况。临池镇辖区内无该
企业。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询，未发现临
池镇有该企业信息。

9月9日，博兴县组织陈户镇政府、市生态环
境局博兴分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公安局
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
情况如下：
1.信访反映的陈户镇相周村村北生活垃圾场
实为原纯梁采油厂生活垃圾场，面积约15
亩，已于2017年12月，由博兴县锦祥垃圾清
运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清理转运。9月9日，
现场未发现新增垃圾、露天存放垃圾现象。
经对原生活垃圾场进行重新挖掘，发现有残
存垃圾。陈户镇政府、博兴锦祥垃圾清运公
司出动机械车辆负责重新挖掘清理垃圾。9
月10日至9月12日，对发现的垃圾残留已全
部清运至原胜利油田管理局胜南社区垃圾处
理场中暂存，累计清运垃圾与土混合物约
4000立方米，其中土的含量较高，经筛拣选后
将转运至滨州市天楹环境能源有限公司焚烧
处理。
2.信访反映的鱼塘实位于相周村东北处，面
积约2亩。博兴县锦祥垃圾清运服务有限公
司于2017年12月将原纯梁采油厂生活垃圾
场部分垃圾清运至此进行掩埋。2018年 9
月，陈户镇政府责令博兴县锦祥垃圾清运服
务有限公司对废弃鱼塘中掩埋的生活垃圾进
行清理，运送至滨州市天楹环境能源有限公
司焚烧处理。经对废弃鱼塘现场进行挖掘，
未发现生活垃圾。

9月9日，惠民县组织麻店镇政府、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县农业农村局对信访件反映的
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 该信访件反映问题与 9 月 1 日交办的
X2SD202108310044号为同一问题，经再次现
场核查确认，目前猪舍已搬迁完成，不再养
殖，无复养行为，反映的养殖气味难闻问题于
9月3日整改完成，现场无臭味。
2.经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再次核实，结合走访
群众了解情况，张某彬于1997年开始建设养
殖棚。北侧养殖棚于1997年建设，后改造为
看护房和库房；西侧养殖棚于2000年建设，
东侧养殖棚于2010年建设，南侧养殖棚于
2017年建设。张某彬养殖户养殖占地3.51
亩，其中1.5亩为集体建设用地，2.01亩为林
地，符合设施农业用地用途。
3.经麻店镇联合调查组调查，张某彬养殖场
地存在占集体土地行为。张某彬将养殖场地
西侧的池塘填土造地（0.2亩），用于通行和种
植树木。张某彬已于2021年9月3日将0.2
亩土地归还村集体，所栽种的树木折价抵顶
占用期间应缴纳村集体的土地租赁费。

是否
属实

部分属实

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
情况

1.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要求
企业立即对原料进行苫盖，当
场已整改到位。滨州市生态环
境局邹平分局和临池镇政府加
强巡查监管，发现苫盖不到位
情况，严肃查处。
2.待两家企业复产后，市生态
环境局邹平分局委托第三方检
测机构对企业有组织和无组织
排放进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
依法处理。
3.临池镇人民政府立即组织对
辖区内建材企业开展拉网式排
查，对存在违法行为的企业，依
法依规严肃查处。

1.陈户镇政府对原纯梁采油厂
生活垃圾场场地全部挖掘排
查，对残存垃圾进行挖掘清
理。9月18日前全部排查并清
理转运完成。
2.陈户镇政府委托山东驰源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于9月10日对
两处地块土壤进行污染状况调
查，9月22出具调查报告，将根
据调查结果做进一步处理。
3.博兴县公安局针对信访反映
的非法填埋问题已立案调查。
4.博兴县纪委监委介入调查，
对原参与相关工作的陈户镇政
府机关干部进行问询，查清责
任，进行追责。

麻店镇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工
作，畅通信息反映渠道，完善监
督管理机制，提高镇、村级管理
水平，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是否
办结

已办结

未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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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SD202109080264

X2SD202109080234

X2SD202109080134

D2SD202109080045

博兴县高新区小营污水处理
厂多年来废水不达标排放，造
成胜利河河水受污染。博兴
县高新区内印染厂、化工厂排
放水超标，现有污水处理设施
不具备相应处理能力，长期存
在偷排行为，经常在雨天或夜
间偷排污水，气味刺鼻，严重
污染环境。

滨州市沾化区20家溴素生产
企业在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
时被指出手续不齐全的问题，
大部分企业是缺少土地手续，
但是4年间，区自然资源部门
不作为，一直无法办理。今年
6月，区里组织乡镇、公安等
部门对企业进行了强拆，没有
任何补偿，认为不合理。

邹平市明集镇大耿村原大明
啤酒厂院内，现挂牌山东国兴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晚 6点至 10点卸车，粉尘
排放严重。
2.时常有破碎设备的噪音，
像是在破碎石子。

惠民县魏集镇桑王路山东惠
民智恒金属有限公司，2020
年 1 月之前铝灰属于固废，
2020年 1月之后铝灰属于危
废，公司没有危废经营许可
证，也没有危废环评手续，公
司只有固废的环评手续，但公
司依旧正常经营，公司有滨州
市生态环境保护局惠民分局
开具的豁免证明，但危废证明
需要先上报到滨州市，然后再
由山东省同意进行开具，其他
同行公司都没有豁免证明，只
有此公司一家在生产。另外，
公司生产时产生噪音。

高新区

沾化区

邹平市

惠民县

水

其他污
染

大气

其他污
染

9月9日，高新区组织小营办事处、市生态环
境局高新区分局、区综合执法局、千乘公司
（高新区改制前的建设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
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反映的是高新区污水处理厂，2005年
开工建设，2007年建成投运，因运行不稳定，
2015年更新工艺，处理规模3万m3/d，出水水
质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2016年 10月
正式运行以来，出水稳定达标。2020年上半
年山东省对污水处理厂新增氟化物考核指标
后，高新区污水处理厂因原设计无除氟工艺，
出水不能稳定达标排放，造成胜利河有超标
情况发生。2020年7月高新区污水处理厂新
上氟化物治理工序，2020年9月提高上游2家
涉氟企业氟化物排放标准，目前高新区污水
处理厂氟化物已实现稳定达标排放。2021年
4月7日，高新区污水处理厂因池体及设备故
障，造成出水水质发生异常，期间出现超标排
放问题，市生态环境局对其进行了行政处
罚。高新区立即采取工作措施，增加投药量、
配套完善现有工艺设备、提高综合管理水平，
努力提高污水厂实际处理能力，降低河流污
染负荷，6月份实现了稳定达标排放。
2.高新区现有印染企业1家、化工企业3家，
均配套建设了污水处理设施和异味收集处理
设施，处理能力均满足当前要求，在线和手工
监测数据显示均稳定达标排放，不存在超标
排放情况；高新区高度关注雨季和夜间企业
排水情况，经常性组织开展突击检查，未发现
以上企业偷排情况。
3.9月9日，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对辖区
内所有印染、化工企业废水和厂界异味进行
取样检测，愉悦家纺氨 0.23㎎/m3、硫化氢
0.002㎎/m3、臭气12.75；亿利科技氨0.3㎎/
m3、硫化氢0.0026㎎/m3、臭气13.58；海润新
材料氨0.27㎎/m3、硫化氢0.0024㎎/m3、臭气
12.83；瑞光生物氨0.23㎎/m3、硫化氢0.025
㎎/m3、臭气12.91，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4554- 1993）二级排放标准（氨气
1.5mg/m3,硫化氢0.06mg/m3，臭气浓度20无
量纲）。高新区污水处理厂出水COD21㎎/L、
氨氮0.281㎎/L、氟化物1.55㎎/L，满足城镇
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标准中的GB18918-2002
一级A COD50㎎/L、氨氮5㎎/L、氟化物2㎎/L
标准；海润新材料出水连续取样平均值
COD4.6㎎/L、氨氮0.184㎎/L；瑞光生物出水
连续取样平均值COD241㎎/L、氨氮4.047㎎/
L；亿利新材料出水连续取样平均值COD95.6
㎎/L、氨氮1.43㎎/L，均满足《污水排入城镇
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COD500
㎎/L、氨氮45㎎/L标准。愉悦家纺出水连续
取样平均值COD51㎎/L、氨氮2.18㎎/L，满足
《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287-2012）中 COD200㎎/L、氨氮 20㎎/L 标
准。

9月9日，沾化区组织区自然资源局、区工业
和信息化局、市生态环境局沾化分局对信访
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
下：
1.沾化区共有溴素企业20家，2017年中央环
保督察反馈沾化区有19家溴素企业手续不
全（不包括鸿鑫化工），按照手续不全化工生
产企业整改销号要求，无法补齐手续的企业，
应在2021年7月5日前组织关闭退出（化工
生产设备拆除，营业执照变更或注销）。
2. 经与自然资源部门核实，截至2021年 6
月，沾化区仍有13家溴素企业不符合土地总
体利用规划，无法办理土地手续，属于违规占
地违法建设，应当予以拆除。沾化区对13家
无法补齐土地、规划手续的溴素企业（含鸿鑫
化工）按照关闭退出标准，拆除全部化工生产
设备，并变更营业执照，已于2021年7月5日
前完成关闭退出，对以上13家企业违规占地
违法建设项目拆除补偿无相关政策依据。
3.对滨化海源、海德盐化、盛凯盐化、鼎祥盐
化、渤海胜利、金祥盐化、鑫润化工7家符合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企业，2020年9月4日至
2021年7月4日相继办理了土地手续。

9月9日，邹平市组织明集镇人民政府、市生
态环境局邹平分局、邹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
情况如下：
1.“山东国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实际为山东
国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位于邹平市明集镇
原大明啤酒厂院内，为一家贸易公司，无生产
主体。
2.反映的院内企业为邹平乾兴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主要从事年产500万块环保型免烧砖
生产项目，该项目于2019年7月26日取得环
评批复（邹审批环评〔2019〕210号），2021年6
月29日完成项目一期验收（二期在建）。
3.邹平乾兴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环节产尘
工序，配套建有集气罩收集和脉冲布袋除尘
设施。因配料工序粉尘未有效收集，2021年
8月5日，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依法下达行
政处罚，责令改正违法行为，自8月5日停产
整改至今。现场未生产，厂区内有积尘。
4.邹平乾兴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原有钢渣破碎
生产线1条，因无环保手续已于2021年8月
28日清理取缔。现场检查时，原钢渣生产破
碎车间设备已拆除。

9月9日，惠民县组织魏集镇政府、市生态环
境局惠民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
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山东惠民智恒金属有限公司现有项目为
“年处理6万吨铝灰项目”，生产原料主要为
电解铝企业及铝型材企业生产过程产生的二
次铝灰，生产工艺为投料—球磨—筛分，为回
收金属铝的生产过程。项目环评期间，该原
料不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年版，
2016年8月1日起实施）中危险废物，属于一
般固废。原惠民县环境保护局于2016年12
月26日对该项目环评进行了批复（惠环审表
〔2016-050〕），该项目分期建设分期验收，一
期工程于2018年3月通过自主验收。二期工
程2021年6月进行自主验收，在2021年6月
进行二期验收时，企业对铝灰的性质变动予
以说明，依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固体
废物环境管理的通知》（鲁环办函〔2016〕141
号）文件要求编制了固废补充报告，并作为二
期验收的依据。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2021年版，2021年1月1日起实施），原料铝
灰性质发生变动，属于危险废物，本项目“利
用回收金属铝”满足危废名录附录中“危险废
物豁免管理清单”中豁免环节、豁免条件，豁
免内容为“利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进行管
理”，因此滨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局惠民分局开
具的豁免证明不需要省厅备案。企业无需申
请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但是原料铝灰、提
铝后的灰渣是危废，按危废管理。
2.该项目排放噪音污染情况。现场检查时，
该企业未生产。调阅2021年4月16日、4月
17日验收检测数据显示，该项目东、南、西、北
4个厂界连续2天的昼间噪声检测值为51.9~
54.4dB(A）、夜间噪声值为47.2~48.5dB(A），
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2类区标准限值的要求
（昼间60dB(A）、夜间50dB(A））
3.该企业生产工序中收集粉尘效果差，上料
口皮帘损坏，地面积尘严重。

部分属实

属实

属实

部分属实

1.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加
大雨天和夜间期间对污水处理
厂的监管力度，发现超标情况
将依法处罚，持续形成高压态
势，同时，对其外排废水加密抽
测频次，确保其稳定达标排放。
2.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加
大雨天和夜间期间对污水处理
厂上游涉水企业的监管力度，
严查偷排和超标排放行为发
生。

沾化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企
业负责人的诉求，组织相关乡
镇、部门对13家已拆除的企业
负责人耐心细致地做好政策解
释和思想引导工作。

1.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
对邹平乾兴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配料工序粉尘未有效收集的问
题，责令企业立即整改，整改到
位前不得复产。
2.待企业恢复生产后，滨州市
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委托第三
方检测机构对企业粉尘污染
物、厂界噪声进行监测，根据检
测结果依法处置。

1.市生态环境局惠民分局责令
企业立即进行停产整治，对上
料口进行密闭，增加粉尘收集
效果。对地面的积尘进行彻底
清理，9月10日已清理完毕。
2.市生态环境局惠民分局及魏
集镇政府加强对该企业的监
管，确保企业对铝灰合理利用，
对新产生的危废按照危废管理
要求进行处置。
3.待企业恢复生产后，市生态
环境局惠民分局委托第三方对
企业噪声进行监测，根据监测
结果依法处置。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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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X2SD202109090007

X2SD202109090021

X2SD202109090022

X2SD202109080131

X2SD202109080128

惠民县护城河南岸垃圾桶垃
圾、滤液外溢，清理不及时，散
发异味。

无棣县棣新二路、海丰九路商
贩占道经营，噪音扰民。

无棣盛晟建材科技公司非法
排污，污染耕地，造成土地结
块，无法耕种，乱倒废渣废料，
下雨天冲的到处都是，噪音、
粉尘污染严重。举报人质疑
其无环保手续，环保设备没运
行过。

滨城区黄三路、渤十一路交叉
口工地，夜间不间断施工噪音
扰民。

滨城区里则夏家社区菜园董
村的信臝工贸公司，白天大门
紧锁，夜间加工烟雾缭绕，污
染严重。

惠民县

无棣县

无棣县

滨城区

滨城区

土壤

噪音

土壤

噪音

大气

9月9日，惠民县组织孙武街道办事处、县综合
行政执法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
实，有关情况如下：
惠民县护城河南岸垃圾箱出现破碎，存在滤液
外溢情况，散发异味。

9月10日，无棣县组织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市生
态环境局无棣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
现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反映的地方实为棣新二路（海丰七路至
海丰八路）、棣新三路（海丰七路至海丰九路）的
“早市”。为解决附近居民买菜难、卖菜难的问
题，2008年10月，经县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经
营范围：成衣、布料、衣帽、鞋袜、水果、蔬菜、肉
类、海鲜、百货、五金。
2.信访反映的“占道经营，噪音扰民”问题，县
综合行政执法局现场检查发现，个别经营户未
遵守相关规定，存在占道经营情况，现场未发现
噪音情况。

9月10日，无棣县组织西小王镇政府、市生态环
境局无棣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
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无棣盛晟建材科技公司非法排污，污染耕
地，造成土地结块，无法耕种”问题。无棣盛晟
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西小王镇东黄村东，正
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有石粉清洗废水和洗
车废水。石粉清洗废水经车间内沉淀池沉淀后
循环使用，洗车废水经配套沉淀池沉淀后循环
使用，不外排。该公司废水沉淀池位于厂区东
侧，已用HDPE膜做防渗处理；产生的废气主要
为给料、破碎、筛分过程中产生的粉尘，该公司
各工序上方均已设置集气罩，通过袋式除尘器
收集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该公司
东、西、北三侧均为企业，南侧隔着农用灌溉渠
有耕地，现场农作物长势良好，未发现污染耕
地、土地结块，无法耕种的情况。
2.“乱倒废渣废料，下雨天冲的到处都是”问
题。信访反映的废渣废料为暂存于厂区东侧物
料场的石子、沙子和毛石（大理石生产过程中的
下脚料）等生产原料，现场已苫盖，未发现反映
的问题，因近期下雨频繁，现场有积水存在。
3.“噪音、粉尘污染严重”问题。因企业处于停
产状态，现场无法进行监测。
4.“无环保手续，环保设备没运行过”问题。该
公司生产项目为年产 300万吨石子项目，于
2018年5月18日取得原县环保局批复（棣环建
审〔2018〕112号），2019年11月9日完成环保竣
工验收。2021年5月28日，因该公司生产车间
未全密闭，现场抑尘措施不到位，西小王镇政府
对该公司下达《关于无棣盛晟建材科技有限公
司停产的通知》，责令该公司立即停产，对存在
的环境问题进行整改。该公司2021年5月28
日至今一直处于停产状态。

9月9日，滨城区组织市中街道办事处、区住建
局、区行政综合执法局、市生态环境局滨城分局
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
况如下：
该 信 访 件 反 映 的 问 题 与 前 期 交 办 的
X2SD202108310072号为同一问题，关于“黄三
路与渤十一路交叉口附近施工工地噪声扰
民”。9月1日，滨城区对该工地负责人进行了
现场约谈，要求施工方进一步加强工地噪声管
理，减少噪声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在《夜间连续
施工作业证明》到期后，禁止在夜间22：00-次
日6：00进行施工作业。9月9日上午，滨城区
通过调取该建筑工地监控录像，询问市西街道
办事处驻工地值班人员，走访周边居民，确定9
月1日后该建筑工地22：00-次日6：00不存在
施工情况。

9月9日，滨城区组织里则街道办事处、市生态
环境局滨城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
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反映的为滨州义德筛网有限公司（原滨
州市信赢工贸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 10月注
销），位于滨城区里则街道办事处菜园董村，经
营筛网焊接及编织，2019年10月通过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审批（滨审批四表〔2019〕380500220），
2019年12月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企业环保
手续齐全。
2.厂区内共有2台编织机、3台压花机、8套电
焊机及移动式焊烟净化器，配备一套电炉及一
处淬火池。移动式焊烟净化器存在老化问题，
收集焊烟效率降低；电炉及淬火池存在未在封
闭空间作业，产生烟雾及水蒸气；厂区内卫生清
理不到位，原料、产品摆放杂乱无序。
3.里则街道办事处成立专班夜查小组自9月9
日起，对义德筛网开展夜间值班检查，未发现该
企业夜间生产。

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不属实

属实

1.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立即组织保
洁员彻底清理垃圾箱内及箱外外
溢的生活垃圾，9月9日已完成。
2.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垃圾箱周
边的建筑垃圾等杂物进行彻底清
理，将被垃圾滤液污染的土壤全
部铲运，更换干净土壤。
3.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回收并妥善
处置破损的垃圾箱，更换新垃圾
箱，方便周边群众投放生活垃圾。
4.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加强对保
洁人员的培训，对群众投放的垃
圾及时清运，杜绝再次发生类似
事情。

1.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立即对占
道经营业户进行了清理。
2.县综合行政执法局9月9日在
显要设置公示牌，包括经营时间、
经营区域、经营范围、经营要求，
禁止高音喇叭叫卖声。实施划线
管理，在道路东侧要求经营业户
只能占用人行横道经营，西侧划
线后要求业户只能在线西侧经
营，保证机动车道正常运行，划线
工作已于9月11日完成。
3.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要求鱼虾
经营业户设立污水桶，避免污水
排在公路、雨水管道和幸福河。
4.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加大巡查
管控频次和力度，在允许经营时
间范围内保证每日不低于三次巡
查，发现问题立即进行整改、处
置，确保道路畅通，持续巩固整治
成效，坚决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
生。

1.无棣县西小王镇政府要求该
公司立即将物料场暂存的积水进
行清理，消除影响，已于9月9日
完成清理。
2.待该公司复工生产后，市生态
环境局无棣分局将对噪音、粉尘
进行现场调查和监测，依据监测
结果依法处理。

1.滨城区立即责令该企业停产
整顿，更换焊烟净化器，清理厂区
卫生，封闭电炉及淬火池作业车
间，企业已于9月12日全部整改
到位。
2.滨城区开展拉网式排查，严格
做好周边环境管控。同时，积极
发动群众参与社会监督，发现问
题立即整改。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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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王镇大杨工业园内的坤昂
建材院内露天堆放大量白色
化工固体废物，露天筛分作
业，扬尘严重。

孙镇霍坡村西邹平佳牧饲料
有限公司无手续，经常散发出
臭饲料的气味，晚上更加严
重，影响周边群众生活。

无棣县

邹平市

大气

大气

9月10日，无棣县组织车王镇政府、市生态环
境局无棣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
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坤昂建材”为山东坤昂建材有限公司，年
产60万吨建筑砂石料，环境影响报告表（棣
审批环建〔2019〕18号）于2019年5月10日由
无棣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批复，2020年7月8日
完成环保竣工验收。“堆放大量白色化工固体
废物”为该公司购入山东三岳化工有限公司
环氧丙烷项目产生的皂化废渣（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用于建材生产原料。山东坤昂建材
有限公司将皂化废渣粉碎、筛分后，与沙子、
石子混合搅拌外售用作建材，生产过程中粉
碎、筛分、搅拌工序产生的粉尘经集气罩收集
后通过布袋除尘器处理排放。2021年5月25
号，市生态环境局无棣分局对该公司进行现
场检查发现该公司正实施车间改造，把车间
内的原料（皂化废渣）暂存于厂区，原料苫盖
不完全，现场有扬尘，市生态环境局无棣分局
对该公司违法行为立案查处，罚款58750元，
对该公司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责令该公司立即对原料全部苫盖，定期进行
洒水，有效抑制扬尘产生。
2.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未生产，筛分机位于密
闭料棚内，无露天筛分作业的情况。该公司
密闭料棚于2021年9月3日建设完成，目前
厂区内存有未倒入密闭料棚的皂化废渣，现
场已苫盖，地面有积尘。

9月9日，邹平市组织孙镇人民政府、市生态
环境局邹平分局、邹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邹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
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邹平佳牧饲料有限公司，位于邹平市孙镇，
从事20万吨/年单一饲料扩建项目生产，于
2020年3月25日由邹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进
行批复（邹审批环评〔2020〕139号），2020年4
月完成自主验收，2020年5月20日办理固定
污染源排污登记。该项目配套建设旋风除尘
器+隔板式沉降室+水膜除尘器6套。
2.该公司占地面积33.75亩，利用现状为一
般农田，其中11.5亩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其余22.25亩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原邹平县国土资源局于2008年对其违法行
为已立案查处，罚款45万元并移交公安部
门。企业因资金问题至今未完善土地手续。
3.邹平佳牧饲料有限公司因土地手续不全已
停产整顿。9月9日现场检查时，企业未生
产，现场无异味。
4.8月30日，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委托第
三方检测机构对企业烟气、有组织和厂界无
组织臭气浓度进行检测，9月4日出具检测结
果，符合排放标准。

属实

属实

9月9日，市生态环境局无棣分
局下达《关于责令山东坤昂建
材有限公司立即整改的通知》，
责令该公司立即将暂存在厂区
内的皂化废渣运输至密闭料棚
内，运输过程中增加洒水频次，
减少扬尘产生，已于9月12日
完成整改。

8月31日，孙镇人民政府责令邹
平佳牧饲料有限公司进行停产
整顿，对其土地违法问题责成
自然资源部门依法处置。

已办结

未办结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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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平县魏桥镇程河浦村，村支
书程某芝在村南违法占用耕
地建设厂房生产环保设备，有
喷塑工序，噪音、粉尘、异味，
严重污染环境，影响附近居民
生活。

邹平市 大气

9月10日，邹平市组织魏桥镇人民政府、市生
态环境局邹平分局、邹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邹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
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邹平市魏桥镇程河铺村党支部书记为程某
芝，自2000年任程河铺书记至今。反映的建
设厂房生产环保设备企业为邹平成就机械科
技有限公司，法人程某，为程某芝之子。全厂
占地面积4亩，建筑面积1100平方，土地性质
为建设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未非法
占用耕地。主要从事年产30套环保、汽修设
备项目，于2018年7月3日由原邹平县环保
局审批（邹环报告表〔2018〕385号），2018年
12月完成自主验收。
2.厂区内未发现喷塑工序相关设备及喷塑生
产痕迹。
3.该公司建有生产车间2座，主要生产设备
有折弯机3台、切割机3台，生产工艺为钢板-
切割-焊接-组装，切割、焊接工序烟尘配套建
有焊烟净化设施。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未生
产，车间和厂区内有积尘。

部分属实

1.由于市场原因，企业处于停
产周期，待恢复生产后，市生态
环境局邹平分局立即对其噪
声、粉尘、异味进行监测，根据
监测结果依法处理。
2.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督促
企业做好车间和厂区内卫生整
治，通过日常洒水降尘，减少对
周边环境影响。

已办结 无

16

17

18

X2SD202109080033

X2SD202109080104

D2SD202109080046

邹平县长山镇传洋钢铁集团
北门附近轧钢车间，由北门进
入至假山花坛转盘，转盘东南
角的两个车间(气站南邻）噪
声、粉尘、污水，影响附近居民
生活。

邹平市码头镇黄河三路立阳
金属院内西边有一个石料破
碎厂（无名），没有任何手续，
生产时产生大量粉尘，噪音严
重，没有环保设施及洗车平
台，违法排污。

滨州市沾化区金海七路与银
河六路周边都是住宅区，每天
大型车辆与工程车辆众多，运
行过程中产生噪音，影响居民
休息。

邹平市

邹平市

沾化区

噪音

大气

噪音

9月10日，邹平市组织长山镇人民政府、市生态
环境局邹平分局、邹平市发展和改革局、邹平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
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传洋钢铁北门附近两个生产车间为山东传
洋有限公司年产300万吨钢项目中配套的型钢
（方钢）生产线车间，位于邹平市长山镇。项目
于2017年4月1日由原山东省环境保护厅以鲁
环评函〔2017〕51号完成环保备案。根据山东
省统一规划部署，2019年9月该公司与日照钢
铁签署钢铁产能转让协议。因产能转移、优化
布局，2021年9月初，该公司对型钢（方钢）生产
线进行拆除。
2.现场检查时，两个车间内生产线正在拆除
中，加热炉主体已拆除，已不具备生产条件。车
间距离最近居民点约200米，拆除过程中存在
扬尘、噪音现象，现场无废水产生。

9月10日，邹平市组织码头镇人民政府、邹平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对信
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
下：
1.该石料破碎厂位于邹平市码头镇黄河三路，
山东立阳金属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院内西侧车
间，负责人菅某金，从事石料破碎项目生产。建
有鄂破机1台，锤破机1台，振动筛1台，传送带
5条。于2021年2月开工建设，2021年3月建成
投产。
2.项目未办理相关手续，未建设洗车平台，未
配套建设污染治理设施。因无相关手续，码头
镇人民政府已于2021年8月25日对该厂采取
了断电措施，该厂原料、产品已于8月31日清理
完毕。现场检查时，企业无原料、无产品，无噪
声现象，厂区有积尘。

9月9日，沾化区组织滨州市公安局沾化分局、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生态环境局沾化分局对
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如下：
1.信访反映的路口位于沾化西城区，金海七路
为东西走向，银河六路为南北走向，该路段道路
路面为沥青路面，路口西北方向有一处住宅小
区为远大城，部分住宅楼正在建设中，有部分业
主入住；路口东北方向为泉景花园住宅小区，建
设完成并已入住，东南方向、西南方向为空地。
2.大型车辆问题。该地点紧靠S236省道，该路
段是河北通往滨州的主要交通干道，每日车流
量较大，大型车辆集中通行时间为晚10点—凌
晨2点。该路口周边道路存在有大型货车违规
行驶、停放情况，行驶过程中产生鸣笛和行驶噪
音。
3.工程车辆问题。银河六路东侧为山东和富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的水系工程，该段工程
存在小型施工车辆短时间内施工作业的情况，
施工过程中工程车辆对周边产生噪音影响。

属实

属实

属实

1.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派驻
驻厂监督员，督促指导企业在拆
除过程中规范施工，施工配备雾
炮抑尘设备，落实湿法作业要求，
做好厂区卫生，减少扬尘对周边
环境影响。
2.严格落实拆除作业时间要求，
严禁夜间施工作业。

1.企业所有生产设备于9月 11
日清理完毕。
2.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和码
头镇政府强化日常巡查，严防违
法违规行为。

1.9月10日，市公安局沾化分局
交通警察大队在金海七路与银河
六路交叉口至金海七路与S236
省道交叉口路段，安装禁停标志
和禁止鸣笛标志各两处。在金海
七路与银河六路交叉口至金海七
路与银河五路交叉口路段，安装
禁停标志和禁止鸣笛标志各两
处。在金海七路与银河六路交叉
口至金海八路与银河六路交叉口
路段，安装禁停标志和禁止鸣笛
标志各一处。在西外环路口至金
海八路路段安装禁止鸣笛标志一
处。
2.区交警大队交管科、骑警队、
城区中心、指挥中心抽调执勤警
力成立专班，进行24小时巡逻管
控，对该路口及周边路段加强巡
逻，清理违停车辆，严查严处闯禁
行、乱鸣笛等交通违法行为。
3.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加强对市
政工地的日常监督检查，要求施
工单位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规定的
作业时间，禁止夜间（晚22时至
次日6时）施工扰民。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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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批）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十五批信访举报件共计9件（来电3件，来信6件）。截至9月19日，已办结9件。其中责令整改3家。现予以公开。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15批 2021年9月19日）

序号

1

2

3

4

受理编号

D2SD20210909
0049

X2SD20210909
0190

D2SD20210909
0015

X2SD20210909
0074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投诉人8月28日来电反映滨州市无棣县埕
口镇山木化工集团将化工废渣存放在耕地
内，投诉人对回复中“8月31日企业已将废
石渣全部清运至山东三岳化工有限公司皂
化渣堆场规范暂存、处置。”存在异议，投诉
人称废石渣并未全部运走，只是用防尘网覆
盖上了。

秦皇台乡宋大学村宋某华的养牛场距离村
民房屋不到50米，下雨天污水到处横流，污
染特别严重。

山东滨州京能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注册成
立宜能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对苯二酚。投诉
人认为属于“两高”项目，每吨产品需用蒸汽
35吨，水65吨，电费4千元；还原车间仍用属
禁止使用的铁粉还原工艺，与环评申报工艺
不符，目前该公司还未取得环保手续。

邹平魏桥集团，在邹平北外环以南，有魏桥
的两座赤泥堆场，占地五千多亩。 魏桥集
团每年向外排放赤泥达到几百万立方米，两
个赤泥堆场高度达到几十米，堆放的赤泥达
到了几千万立方米，对周围的村庄造成影
响。

行政区
域

无棣县

滨城区

无棣县

邹平市

污染
类型

其他污染

水

其他污染

土壤

调查核实情况

9月10日，无棣县组织市生态环境局无棣分局、鲁北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中心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山木化工集团”为山东三木化工有限公司。山东三木化工有限公司已将存放在耕地内的1360方废石渣和940方开槽土清运至山东三岳
化工有限公司皂化渣堆场规范暂存、处置。由于清运时正值雨天，清运过程中有少量洒落的废石渣和泥土混合不清，未彻底清理干净。
2.该信访件反映问题与第3批受理编号为D2SD202108280008的问题一致，市生态环境局无棣分局责令该公司对零散未彻底清理的废石渣进
行清理。现场使用防尘网对裸露土地和开槽土全部苫盖，防止产生扬尘。

9月10日，滨城区组织秦皇台乡人民政府、区农业农村局、区行政综合执法局、市生态环境局滨城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
有关情况如下：
该养牛场位于宋大学村东北角，距离村民房屋80米，占地22亩，存栏黄牛260头、奶牛13头。养殖场建设了达到“三防”要求的储粪场及污水
池，运动场内建设防溢流围墙，围墙有几处破损。由于场区内粪污清理不及时，堵塞了排污管道，导致下雨天时污水溢流。

9月10日，无棣县组织新海工业园管理中心、市生态环境局无棣分局、县发改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按照《关于印发山东省“两高”项目管理目录的通知》（鲁发改工业〔2021〕487号，以下简称“‘两高’目录”），无棣宜能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2500吨对苯二酚项目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有机化学原料制造”（行业小类代码：2614），不属于“两高”目录中钢铁、铁合金、电解铝、水
泥、石灰、建筑陶瓷、平板玻璃、煤电、炼化、甲醇、焦化、氮肥、醋酸、氯碱、电石、沥青防水材料等16个行业范围之内项目。
2.“还原车间仍用属禁止的铁粉还原工艺，与环评申报工艺不符”的问题。经调阅该公司的环评资料，环评中使用亚硫酸钠作为还原剂进行
还原反应，并非使用铁粉还原工艺。现场还原釜已于2021年8月建设完成，对苯二酚生产工艺为原料锰粉、苯胺、浓硫酸经氧化反应生成对
苯醌，经汽提、冷凝后进入还原釜，加入亚硫酸钠（还原剂)生成对苯二酚水溶液，经浓缩、离心生成粗品对苯二酚，使用亚硫酸钠作为还原剂
进行还原反应，与环评批复一致。
3.无棣宜能化工有限公司于2021年1月12日获得滨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无棣宜能化工有限公司年产2500吨对苯二酚和300吨2，5-二甲
氧基-4-氯苯胺项目（一期年产2500吨对苯二酚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2021年8月25日取得排污许可证。
4.对苯二酚项目于2021年2月开始建设，目前未建成。

9月10日，邹平市组织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发展和改革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信
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反映的两座赤泥堆场是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两个氧化铝生产项目配套的赤泥堆场。
（1）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年产400万吨氧化铝生产线项目（备案文号为：鲁环评函〔2017〕31号，排污许可证编号9137160074568737XQ024P）
配套的赤泥堆场，堆场占地面积约1.67k㎡。设计库容4804.3万m3，目前实际堆存2300万m3，设计坝高50m，目前实际堆存高度25m，该堆场每
年入库赤泥约200万m3。
（2）滨州高新铝电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400 万吨氧化铝生产线项目（备案文号为：鲁环评函〔2017〕29 号，排污许可证编号：
9137160079865802XF002P）配套的赤泥堆场，堆场占地面积约1.29k㎡。设计库容3865万m3，目前实际堆存2400万m3，设计坝高50m，目前实
际堆存高度32m，该堆场每年入库赤泥约230万m3。
2.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年产400万吨氧化铝生产线项目赤泥堆场卫生防护距离为400米，涉及黛溪街道滕家村14户，已搬迁；滨州高新铝
电股份有限公司年产400万吨氧化铝赤泥堆场卫生防护距离为400米，涉及高新街道房家桥村115户，已搬迁至魏桥创业集团三园三区。
3.赤泥堆场边坡均种植护坡草并设置环坝洒水设施喷洒抑尘，堆场坝沿采取苫盖措施，堆场内使用洒水车喷洒降尘，现场无异味。
4.因堆场高度都在25米以上，遇大风天气、洒水不及时，易产生扬尘。

是否
属实

部分属实

属实

不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1.市生态环境局无棣分局责令企业对未清理完的
废石渣进行彻底清理，9月12日已完成。
2.为查清防尘网苫盖区域内是否存有未清运的废
石渣，山东三岳化工有限公司委托第三方公司对
苫盖区域进行加密打孔取土验证,无棣县鲁北高
新技术开发区管理中心、市生态环境局无棣分局
对全过程进行监督。经验证，S11点位处有掺有白
灰的开槽土，共清理约432吨，运至山东三岳化工
有限公司皂化渣堆场规范暂存，已于9月12日清
理完毕。

1.滨城区责令宋某华及时疏通排污管道；对牛棚
上方加装雨水槽集中收集处置；对养牛场内运动
场破损围墙进行维修；清理场区内卫生。9月15
日整改完成。
2.强化源头管控，提升养殖户环保意识，加强粪污
综合利用管理。

邹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督促企业加大对赤泥
堆场的洒水频次，严格落实抑尘措施，确保规范堆
存，减少对周边环境影响。

是否
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5

6

7

8

9

X2SD20210909
0086

X2SD20210909
0165

X2SD20210909
0142

D2SD20210909
0027

X2SD20210909
0047

今年5月，无棣县佘家镇无棣恒福盐化三厂
污染环境案发后，该厂生产设备被拆除，针
对该厂危险废物处理工作，投诉人称只处理
了厂区内明显的几大罐危险废物，并且将厂
区南几条危险废物沟推平填埋，厂区外的危
险废物没有处理，位于厂区东三公里处该单
位存废水的坑塘东南侧一大坑危险废物用
土覆盖，危险废物未按规范全部处置。

1.滨州市惠民县孙武办事处东方花苑小区
东侧一酒馆每晚使用音响唱歌，声音较大，
影响附近居民正常休息，噪音扰民。
2.滨州市惠民县李庄镇张佩环村的村南侧
耕地内有一处养猪场，每日散发刺鼻气味，
影响村民正常生活。

博兴县湖滨镇相沟村，村南饭店“庄稼园”违
法占用耕地、林地，饲养鸡鸭鹅，异味扰民，
垃圾扔到饭店西侧的林地，下雨后冲入相公
村西河。

孙镇大王驼村村口处有家邹平正九混凝土
公司，生产时噪音大，水泥和沙子搅拌时粉
尘严重，生产水泥时会加入化学原料，产生
刺鼻性的味道，搅拌车每天都会清洗，工厂
在厂内挖了一个地下废水池，砂浆都会排放
到废水池内，污水没有经过任何处理，污水
会往下渗透。

魏桥镇康庄村南300米有一个老窑厂，通过
非法填埋有害废垃圾将原来大坑填平，并在
上面建了石料厂和洗沙场。

无棣县

惠民县

博兴县

邹平市

邹平市

土壤

大气

大气

大气

土壤

9月10日，无棣县组织佘家镇人民政府、市生态环境局无棣分局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2021年5月，无棣恒福盐化有限公司涉嫌将危险废物通过无防渗沟渠排入无防渗措施的坑塘内，严重污染环境，企业负责人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
留，无棣县依法责令企业关闭，企业自行拆除生产装置。对于厂区内遗留的危险废物，佘家镇政府聘请山东环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制定整改方案，
于9月1日完成招标工作，9月3日开始清运，目前正在按照整改方案进行清运工作。
2.信访反映的“厂区南几条危险废物沟推平填埋”问题，“厂区南几条危险废物沟”原为无棣县恒福盐化有限公司三厂原配套盐场的提卤沟渠2条，
不是危险废物沟，无危险废物。无棣县恒福盐化有限公司三厂拆除生产设备期间因施工机械作业将部分提卤沟渠压平。
3.信访反映的“厂区外的危险废物没有处理，位于厂区东三公里处该单位存废水的坑塘东南侧一大坑危险废物用土覆盖”问题，经核查，坑塘东南侧
大坑为无棣县恒福盐化有限公司三厂原偷排废水的明渠末端管道排口。在无棣县恒福盐化有限公司三厂污染案件调查期间，对此处管道排口进行
挖掘取证，挖掘面积约6平方米，取证采样后保留此地原貌未动。根据第三方检测公司的检测结果，判定大坑内物质为危险废物。《无棣县恒福盐化
有限公司三厂危险废物处置与清运项目处置与清运技术方案》中已将此处危险废物列入清运处置范畴。现场检查时未发现危险废物用土覆盖。

9月10日，惠民县组织孙武街道办事处、李庄镇政府、县公安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
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反映的酒馆为又见初见小酒馆，经营面积120平方米左右，经营时间为17:00至次日02:00，主要声源为两台音响，播放时间为20:00左右至
23:00，使用音响时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存在噪声扰民。
2.张佩环村南侧有一处占地约4亩的养猪户，该地块属于农业设施用地。现存栏生猪90头，建有粪污收集管道和防渗漏的收集池，粪污清理不及
时，散发有臭味。

9月10日，博兴县组织湖滨镇人民政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市生态环境局博兴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
关情况如下：
1.信访反映的湖滨镇相沟村实为湖滨镇相公村。2018年，该村村民齐某梅将原村庄果园看护房和水果存储地窖进行修缮，经营“庄稼园”饭店，不
存在违法占用耕地、林地问题。
2.该饭店养殖鸡30只、鹅18只，只作为食材使用，现场有轻微异味。
3.饭店西侧林地边存在少量生活垃圾，距离村西河道约200米，中间有林地、燃气中间站间隔，未发现垃圾冲入河道现象。

9月10日，邹平市组织韩店镇人民政府、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邹平正九混凝土有限公司，位于邹平市韩店镇，年产10万吨混凝土项目于2017年9月23日由原邹平县环境保护局批复（邹环报告表〔2017〕257
号）,2018年5月完成自主验收，2020年5月完成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
2.因魏桥集团轻量化基地建设工地处于钢结构安装阶段，不使用混凝土。该公司作为配套混凝土供应单位也随即停工。企业建有带布袋除尘器的
筒仓和密闭料仓，配有洒水车，砂石原料均储存于密闭料仓内，厂区内有积尘。根据生产工艺要求，企业在搅拌混凝土过程中添加外加剂，由泵机通
过密闭管道输送到搅拌机内，主要起减水、改善混凝土性能作用。外加剂主要成分为葡萄糖酸钠、柠檬酸、VC大单体等，使用密闭储罐储存，现场未
发现异味。
3.企业厂区西北角建有混凝土搅拌车洗罐水池一座，采取混凝土浇筑防渗措施，长6米，宽3米，深0.5米，洗罐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9月10日，邹平市组织魏桥镇人民政府、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反映的老窑厂为魏桥镇康庄耐火瓦厂，位于邹平市魏桥镇康庄村南，主要从事耐火瓦项目，因市场原因，该厂于2015年停产至今，经现场检
查，无生产迹象。
2.信访反映的石料厂为山东杰俊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年筛选10万吨粘土砂石料项目于2019年7月12日由邹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批复（邹审批环评
〔2019〕195号），2021年7月开工建设，目前处于建设阶段。
3.反映的洗沙场位于山东杰俊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东南侧，该水洗砂项目位于章丘区刁镇地界，2021年5月份济南市生态环境局章丘分局依法对该
厂进行了清理取缔。
4.9月10日，对原康庄窑厂土坑区域进行现场挖掘，挖掘出疑似建筑垃圾和粉煤灰。

属实

部分属实

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1.佘家镇政府要求第三方公司于9月30日前，按照
相关要求完成大坑处危险废物清运工作。
2.9月10日，佘家镇政府委托山东城控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对提卤沟渠被压平部分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为
一般固废。

1.县公安局责成该酒馆缩短音响播放时间至22:00，
同时降低播放音量。酒馆已按要求进行了整改。
2.县农业农村局、李庄镇人民政府立即安排人员对
猪舍内粪污进行清理，并对周边环境进行彻底清扫，
同时对现场喷洒除臭剂消除臭味，喷洒药物灭杀蚊
蝇，对猪舍进行封闭。9月12日已整改完毕。
3.9月10日下午，市生态环境局惠民分局已委托第三
方对养殖场臭气进行检测，将根据检测结果依法进
行处理。

1.湖滨镇政府组织人员对饭店西南方生活垃圾进行
清理，饭店负责人对养殖的鸡和鹅进行了清运。9月
10日，全部清理完毕。
2.市生态环境局博兴分局于9月10日聘请山东绿洲
检测有限公司对庄稼园饭店废气进行检测，检测结
果显示符合相关标准。

1.待企业恢复生产后，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立即
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企业厂界噪声、粉尘、异味进
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依法处理。
2.韩店镇人民政府要求企业在原有防渗基础上，对
池底和两侧进一步强化防渗措施，9月17日已完成。

1.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对挖掘出的物质委托第三
方检测机构进行取样检测，检测结果为一般固废。
2.魏桥镇人民政府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环保防治措
施，加强现场管理，减少对周边环境影响。

未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无

无

无

无

无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
域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第十六批）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十六批信访举报件共计21件（来电5件，来信16件）。截至9月20日，已办结15件，阶段性办结2件，办理中4件。其中责令整改5家，立案处罚3家，处罚金额51.625万元。现予以公开。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16批 2021年9月20日）

序号

1

2

3

4

5

6

受理编号

X2SD20210910
0150

X2SD20210910
0140

X2SD20210910
0048

X2SD20210911
0031

X2SD20210911
0037

X2SD20210911
0026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临池镇北309国道路西有个砖厂（吕某晓砖
厂）下雨时门口流出的水气味很大，投诉人
想了解是什么原因造成，对地下水和空气是
否造成污染。

滨州市博兴县店子镇张王村村东东北角大
型洗沙场占耕地（原张王村粮田）200亩，收
购建筑垃圾、山皮、河流石子用来加工粉碎
洗沙。该单位无污染防治设施，噪音、粉尘
扰民，投诉人称洗沙污水直接放到坑里，渗
透地下，污染地下水资源，导致井水不能喝。

万通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新民墙体材料
有限公司距离村庄比较近，在烧砖的过程中
产生大量的废气，脱硫池不添加药剂，上传
数据造假。周边还有伟国板业科技和金缘
生物科技，每天晚上用煤来助燃，产生刺鼻
异味。

邹平市魏桥镇里八田村东侧邹魏路路南有
一家企业，为孙官村董某港建的工厂，在里
面生产塑料颗粒产品，环评手续不全，污染
物直排，污染严重，污水全部排在厂区西侧
的郑一沟里。

邹平县魏桥镇康庄村村南300米处有一个
老窑厂，填埋垃圾将原来大坑填平，随后建
了石料厂和洗砂场。

滨州市沾化区滨海化工园多家企业排放有
害废气。

行政区
域

滨州市

滨州市

滨州市

滨州市

滨州市

滨州市

污染
类型

大气

水

大气

水

水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9月11日，邹平市组织临池镇人民政府、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邹平市水利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309国道西侧共有2家砖厂，分别为邹平恒泰冶金建材有限公司、邹平则瑶建材有限公司，2家企业负责人无吕某晓此人。
2.邹平恒泰冶金建材有限公司建有年产2.5万吨耐火材料项目，该项目于2016年12月通过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备案。生产工艺为原
料→上料→破碎→混料/搅拌→成型→烘干/焙烧→冷却→成品。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配套建有布袋除尘器2套，湿法脱硫及静电除尘
设施1套，均正常运转，生产过程中无废水产生，生活废水通过旱厕收集，环卫部门定期清运，下雨期间无外溢现象，无异味。
3.邹平则瑶建材有限公司建有年产4500万块烧结多孔砖项目，该项目于2016年12月通过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备案意见。生产工艺
为：原料→上料→破碎→混料/搅拌→成型→烘干/焙烧→冷却→成品。配建布袋除尘器1套、湿式静电除尘+双碱法脱硫1套，该公司由于原
料及市场原因，9月11日现场检查时未生产，生产过程中无废水产生，生活废水通过旱厕收集，环卫部门定期清运，下雨期间无外溢现象，无
异味。

9月11日，博兴县组织店子镇人民政府、县市场监管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卫生和健康局、市生态环境局博兴分
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反映的洗沙场为山东省博兴县鑫博达建筑材料厂，占地60亩，所占用土地性质为林地，无土地使用手续。
2.该企业河沙加工项目主要原料为河流石子、山石、山皮，未使用建筑垃圾，与环评批复一致。
3.该企业厂界建有围挡，安装雾化除尘装置，门口安装有除尘雾炮。厂东侧已建造防渗沉淀池。因淤泥清理不及时无法正常使用，洗沙水直
排院内土坑，市生态环境局博兴分局对土坑内废水进行了采样。
4.该企业已于2021年8月31日停止生产，9月1日报停配电设施，现场检查时未生产。
5.店子镇张王村生活饮用水为自备水井，井深600米，群众正常使用。9月11日，博兴县卫生和健康局已委托滨州金淼水质检测有限公司，
对店子镇张王村饮用水取样检测，检测结果显示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GB 5749-2006）。

9月11日，阳信县组织温店镇人民政府、市生态环境局阳信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万通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新民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分别距油王庄村约100米、360米，两家企业环保手续齐全。均安装了在线监测
设施并与省市生态环境部门联网，脱硫池定期添加药剂并记录台账。9月11日对万通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和新民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烟气排放口进行检测，并与在线监测数据进行比对，未发现造假情况。现场检查时发现，万通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治污设施离心机部件有
烟气泄漏，新民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硬化路面有积尘。
2.山东伟国板业科技有限公司、金缘生物热电有限公司环保手续齐全。检查时，未发现山东伟国板业科技有限公司厂生物质锅炉使用煤炭，
厂区无煤炭堆积；金缘生物热电有限公司自2021年7月30日停产至今，未发现生物质锅炉使用煤炭，厂区无煤炭堆积。9月11日委托第三方
检测机构对山东伟国板业科技有限公司和金缘生物热电有限公司进行厂界异味检测，检测结果符合相应标准。

9月11日，邹平市组织魏桥镇人民政府、邹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邹平市水利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
实，有关情况如下：
1.“魏桥镇里八田村东侧企业”为邹平县润泽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位于邹平市魏桥镇西马庄村西南，建有年产800吨啤酒收缩膜项目，生产工
艺为“颗粒—配料搅拌—融化—吹塑成型”，原料为塑料颗粒。该项目于2018年9月17日通过原邹平县环保局审批，2018年11月10日完成
验收，2020年12月21日完成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
2.该企业生产项目主要污染物为吹塑成型工序产生的VOCs废气，经UV光氧设施治理后排放，未发现污染物直排现象。因市场原因，该公司
自2021年8月25日停产至今。调阅检测报告，检测结果均达标。
3.污水外排问题。该项目生产环节无废水产生；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定期抽运；雨水排入厂外北侧池塘。今年8月因降雨量较大，导致该
池塘水位较高，该公司将池塘内积存的部分雨水用水泵抽至厂西侧的郑一沟内。
4.9月11日，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对北侧池塘水质进行监测，水质监测结果显示化学需氧量浓度<15mg/L，氨氮浓度为0.17mg/L，符合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V类标准。

9月11日，邹平市组织魏桥镇人民政府、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邹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
下：
1.反映的老窑厂为魏桥镇康庄耐火瓦厂，因市场原因，该厂于2015年停产废弃至今，现场检查时无生产迹象。
2.反映的石料厂为山东杰俊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建有10万吨/年粘土砂石料筛选项目，于2019年7月12日通过邹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批复
（邹审批环评〔2019〕195号），2021年7月开工建设，目前处于建设阶段，尚未投产。现场检查时，厂区已建成粉碎机2台、筛分机2台、喂料机2
台、布袋除尘设施2套。物料传送系统未建设完成，厂区无原料、无产品堆放。
3.信访反映的洗砂场位于济南市章丘区刁镇地界，2021年5月济南市生态环境局章丘分局依法对该场进行了清理取缔。
4.该信访件与第5批受理编号为X2SD202109090047的反映问题一致，魏桥镇人民政府已对原康庄窑厂土坑区域进行现场挖掘，挖掘出建筑
垃圾和疑似粉煤灰。

9月11日，沾化区组织市生态环境局沾化分局、区滨海化工园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滨海化工园园区总体规划于2007年12月20日由沾化县人民政府批复（沾政发[2007]72号），园区规划环评于2008年12月12日经滨州市
环境保护局批复（滨环字[2008]186号），目前园区内企业环保手续齐全，各企业均建设了配套的工艺废气处理设施。9月11日，对园区排放
有害气体问题进行巡查，各企业废气治理设施均正常运行。园区内无明显异味。
2.2021年5月-7月，市生态环境局沾化分局对滨海化工园内企业有组织排放进行了监测。其中山东沾化永太药业有限公司、山东沾化永浩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沾化万源医化有限公司3家企业废气处理设施排放口VOC浓度超标，市生态环境局沾化分局依法责令三家企业停产
整治，对三家企业分别罚款662500元、437500元、505000元。山东沾化永太药业有限公司正在对废气处理设施升级改造，改为RTO处理工
艺，RTO焚烧炉10月底完成安装。山东沾化永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新建1套RTO废气处理设施，预计11月底完成安装。山东沾化万源医化有
限公司已于8月20日完成废气处理设施改造，在原“水喷淋塔”和“碱喷淋塔”前增加“二级活性炭吸附塔”以加强废气（VOC）处理效率。
3.9月11日，市生态环境局沾化分局对园区异味问题进行了全面巡查，园区内无明显异味。滨海化工园已委托第三方公司对园区内及园区
边界进行取样，检测结果表明，臭气浓度为≤10-15（无量纲），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二级标准要求。VOCs浓度为
58.6ug/m3-97.3ug/m3,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6部分：有机化工行业》（DB 37/ 2801.5—2018）厂界监控点浓度限值（VOCs浓度≤
2000u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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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店子镇政府针对该企业违法占用林地问题，立
即组织拆除清理。
2.市生态环境局博兴分局针对其存在的洗沙水直
排行为和污水超标问题，对其罚款392500元。

1.市生态环境局阳信分局责令万通新型墙体材料
有限公司对离心机部件进行修补，责令新民新型
墙体材料有限公司对地面积尘进行清理。均已整
改完成。
2.市生态环境局阳信分局加大对山东伟国板业科
技有限公司和金缘生物热电有限公司检查力度，
防止违规使用煤炭行为。

待公司恢复生产后，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立即
对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依法
处置。

1.9月11日起，对土坑进行挖掘，对挖掘出的物质
委托山东嘉誉测试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取样检测，9
月18日出具检测结果显示，腐蚀性pH、无机定量
检测数据均未达到危险废物相关标准值。
2.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加强执法检查，督促企
业严格落实环保防治措施，加强现场管理，减少对
周边环境影响。

市生态环境局沾化分局、滨海化工园继续加大对
滨海化工园异味问题的整治力度，督促山东沾化
永太药业有限公司、山东沾化永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2家企业加快整治进度，确保按时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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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兴县经济开发区香驰粮油公司，每天排放
臭味气体，异味影响天元上东城和椒园小
区，刮东风时也会影响博兴主城区，下雨天
异味更重。

滨州市阳信县商店镇小桑经贸园区红方油
脂有限公司院内有一家阳信县运通煤炭有
限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严重粉尘，并
且存在噪音；院内还有黑加油车，没有正规
手续，2020年12月环保部门对该公司进行
处罚，但又正常营业；环评手续是花3万元
购买的；院内还有生产塑料颗粒的等多家企
业，均存在异味，夜间18：00-7:00生产。

滨州市惠民县淄角镇小魏村与帽子王村中
间新三春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该公司没有环
评手续，生产过程中产生扬尘及噪音严重，
严重影响周围居民生活及身体健康。惠民
县诚诺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环保数据造假，
出具的尾气数据都是虚假的。

沾化皮革园区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1.污水处理能力与生产能力不相匹配。
2.污水排放口无明显标志，排放口无公众检
查口，无电子屏幕进行数据实时更新，企业
存在偷排、旁路和暗管现象。
3.固废和危废存放混乱，固废中重金属超
标。
4.固废和危废的转移流于形式与实际产生
的数量严重不符。
5.地下水严重污染。
6.园区周边农田重金属超标。

山东都特服饰有限公司，生产过程存在粉
尘、噪声、废气、工业固废等，叉车、大货车等
在居民区24小时不分时段行驶、停放，噪
声、扬尘扰民。该公司未办理任何手续在领
单位（华领科技）储存大量化工原料，运输机
械24小时不定时通行，影响居民休息。在
办公楼西侧沿渤海22路南北方向毁掉绿地
建设厂房。

滨州市

滨州市

滨州市

滨州市

滨州市

大气

大气

大气

水

大气

9月11日，博兴县组织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生态环境局博兴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反映的“香驰粮油公司”为山东香驰粮油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项目为45万吨/年大豆浸出油生产线扩建项目，2002年12月通过原滨州市环保
局环保验收（环验〔2002〕005号）。公司建有异味治理设施，对污水处理系统产生的废气进行加盖收集，采用碱洗喷淋+光催化氧化工艺对废
气进行处理后排放。公司距离天元上东城仅一墙之隔，距离椒园小区大约1000米。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常生产，厂区内有异味。

9月11日，阳信县组织商店镇人民政府、市生态环境局阳信分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商务科技局、县公安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
实，有关情况如下：
1.“阳信县运通煤炭有限公司”为运通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由于市场原因现场检查时未生产，因储煤车间密闭不严，导致厂区地面有积
尘，存在扬尘污染。
2.现场检查时，未发现院内有黑加油车。
3.运通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环评报告由滨州达峰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办理，费用共计花费17000元。该公司煤炭储存集运项目于2020
年6月15日通过阳信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批复(阳审批环字〔2020〕73号)，2021年3月完成自主验收，现场检查时，无生产车辆进出，无生产设
备作业，现场无噪音。
4.“院内还有生产塑料颗粒的等多家企业”为塑料颗粒加工企业1家，木片加工企业1家，废旧纸箱收购点1家，储煤企业1家，其中塑料颗粒
加工企业已于2020年被依法取缔；木片加工企业(阳信县傲宇木坊有限公司)已于2021年5月份停产，8月份拆除设备；废旧纸箱收购点正常
经营；1家名为久盛煤炭运销有限公司的储煤企业，手续齐全，未发现环境违法行为。院内企业均不产生刺鼻气体。通过对厂区进行夜间执
法检查，未发现异味问题。

9月11日，惠民县组织淄角镇人民政府、市生态环境局惠民分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公安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
况如下：
1.新三春新型建材有限公司，2020年8月开工建设，2020年10月建成投运。该公司机制砂、建筑用石加工项目于2020年6月19日通过惠民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批复（惠环审表〔2020〕241号）。2020年10月进行了自主验收。该公司自今年5月份停产，现场检查时，未发现噪音污染
问题，但该企业地面未硬化，部分物料苫盖不严；车间集尘罩破损，影响粉尘收集效果。
2.惠民县诚诺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2020年1月14日办理营业执照，2020年6月4日取得检测资质（编号：201521340488）。公司检测设备、
人员、检测原始记录等符合规定。市生态环境局惠民分局聘请第三方专家对检测线进行检查，发现其存在柴油检测线取样探头更换不及时
的问题。9月12日，山东省生态环境厅组织专家到该企业进行现场检查，未发现数据造假情况，但发现企业标气使用不规范，滤光片不透光
度数值使用错误，人员配备不到位等问题。

9月11日，沾化区组织市生态环境局沾化分局、区城北工业园管委会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沾化皮革园区位于区城北工业园，园区内各制革企业均建设了废水处理设施，废水处理设施能够满足废水处理需求。园区建设有一座日
处理能力为15000吨的集中污水处理设施，目前日进水量11000方左右，能够满足园区污水处理需求。
2.园区建设了规范的污水排放口，设置了污水排放口标识牌，便于公众检查、取样，同时在园区污水入潮河总排口设置了视频监控系统并与
市生态环境局联网。利用电子屏幕进行数据实时更新不属于强制性要求。各制革企业污水排放采用“一企一管”模式，在“一企一管”末端安
装有废水自动在线监测设备，实时对废水排放指标进行监测，监测数据与环保部门联网，重点污染源自动检测数据和企业自行检测数据向社
会公开。现场检查时，各企业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自2020年以来，市生态环境局沾化分局、市公安局沾化分局对发现的三源皮业、胜丰
皮业偷排偷放行为进行了查处。
3.各制革企业均建有符合标准要求的固废、危废暂存场所，对一般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分类储存、分类处置。9月11日检查时，未发现“固废
和危废存放混乱”问题。
4.园区各企业2020年1月至2021年8月份危废台账及转移联单，共产生并转移危废约8800吨；园区2020年1月至2021年8月份一般污泥台
账，共产生污泥65600吨，已转移一般污泥64000吨。
5.地下水监测情况。沾化区城北工业园按照规划环评的要求，每月、每季度对园区地下水进行监测，查阅相关检测报告，园区地下水主要指
标均达标。
6.土壤监测情况。2021年4月16日-18日，区城北工业园委托青岛中博华科检测公司对城北工业园及周边11个点位进行土壤检测，各点位
检测数据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
7.2021年9月7日，沾化三源皮业有限公司未对停止使用的污水池内污泥进行清理，直接用土回填，沾化区对原污水池内的污泥进行了清理，
正在对企业涉嫌违法行为依法处理。

9月11日，开发区组织杜店街道办事处、区综合执法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发区分局、开发区生态环境服务中心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
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原山东都特服饰有限公司厂房现被滨州市艾瑞克铺地材料有限公司租用。该企业环保手续齐全，主要产品为楼梯防滑踏步，生产中使用
的物料不属于危险化学品，均存放在车间内。该企业所产生废气主要为挤出过程产生的有机废气、混料过程中产生的粉尘。有机废气通过
UV光氧设备处理后经15米排气简排放。混料粉尘经布袋除尘装置处理达标排放。该企业噪声主要为设备运行过程、场内车辆使用产生的
噪声，通过采取高效低噪设备等措施降低噪声。生产边角料经粉碎后回收利用，UV光氧设备维修产生的废活性炭、灯管为危险废物，在厂区
危废间中存放。
2.厂区内办公楼西侧建有移动遮雨、防尘篷布，为厂内闲置用地，非公共绿化区域，亦非厂区绿化用地，故不存在毁绿建设厂房行为。
3.9月11日，开发区委托检测公司对滨州市艾瑞克铺地材料有限公司厂区噪音、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情况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滨
州市艾瑞克铺地材料有限公司厂界噪声值昼间最大为56（dB(A)）、夜间最大为49（dB(A)），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类区标准要求(昼间<60（dB(A),夜间<50（dB(A))。颗粒物为 0.212-0.266mg/m3，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0.3mg/m3）、挥发性有机物（以非甲烷总烃计）为0.94-1.10mg/m3，满足《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标准第6部分有机化工行业》（DB37/2801-2018）表3中厂界监控点浓度限值的要求（≤2mg/m3）。
4.该企业投产较早，后企业周边建设了居民区，因距离周边居民较近，存在噪音扰民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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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月12日，市生态环境局博兴分局委托山东绿
洲检测有限公司对企业进行24小时检测，就臭气
浓度、氨气、硫化氢取样检测，检测结果符合《恶臭
污染物排放标准》。
2.市生态环境局博兴分局责令该企业进一步采取
措施减少异味，降低对周围居民的影响。

1.市生态环境局阳信分局责令运通生物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立即整改，对车间进行加固密闭，加大清
扫和洒水频次，抑制扬尘产生，已于9月12日完成
整改。
2.市生态环境局阳信分局对运通生物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储煤车间密闭不严问题立案调查，处罚款
58750元。
3.待企业恢复生产后，市生态环境局阳信分局对
企业厂界噪音进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依法处理。

1.市生态环境局惠民分局责令新三春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对现场环境进行清理整顿。对厂区地面未
硬化位置进行清理，厂区保持清洁和有序；对物料
进行全面苫盖，并定期检查，确保物料全覆盖；更
换车间集尘罩，加强收集效果。已整改完成。
2.市生态环境局惠民分局责令惠民县诚诺机动车
检测有限公司立即对柴油线取样探头、标气及滤
光片进行更换，同时要求企业加强检测人员的培
训管理，确保检验设备、检测程序规范。9月14日
整改完成。
3.待企业复产后，市生态环境局惠民分局对噪声
和粉尘进行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处置。

1.市生态环境局沾化分局、市公安局沾化分局加
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严厉打击各类环
境违法行为。
2.市生态环境局沾化分局、沾化区城北工业园按
照要求定期对园区地下水、土壤进行监测。

1.开发区生态环境服务中心要求滨州市艾瑞克铺
地材料有限公司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巡检，确
保治污设施正常运行。
2.开发区生态环境服务中心要求企业调整工作计
划，夜间不得在厂区内使用移动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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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办结

已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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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已办结

无

无

无

无

无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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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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