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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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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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1.滨州市邹平市焦桥镇天
阳碳素，金象煤厂，浩轩煤
厂，三家煤厂无手续，在夜
间正常经营，有扬尘和污
水。
2.滨州市邹平市焦桥镇董
家村牌坊下姚孙煤厂，无
环保手续，正常经营。

柳泉村东段二村村民张某
枝，2017年起在紧靠居民
房屋的自家耕地，私自养
鸡鸭鹅、猪，污水、粪水横
流，臭味熏天，影响居民正
常生活。该养殖区域与该
村生活饮水水井不足300
米，投诉人称会对饮用水
井造成污染。多次反映未
果。

中海国际会展中心，三楼
拍卖噪声扰民。

行政
区域

邹平市

邹平市

开发区

污染
类型

其他
污染

水

噪音

调查核实情况

9月15日，邹平市组织焦桥镇人民政府、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滨州市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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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煤场”均位于邹平市焦桥镇刁宋村，其中天阳碳素为一家炭素企
业，预焙阳极项目环评手续于2016年12月20日通过原邹平县环境保护局
备案（邹环函〔2016〕596号），无煤炭以及煤炭储存场所，生产所用物料均
在密闭车间内储存，现场未发现扬尘问题。企业生产工艺中无废水产生，
生活污水配套建有污水处理站；金象煤厂和浩轩煤厂负责人均为袁某军，
位于天阳炭素西侧，未办理相关手续，现场存煤8000吨左右，仅使用密目
网覆盖，地面未硬化，现场存在扬尘污染，无污水。
2.“姚孙煤厂”为邹平文煜煤业有限公司，位于邹平市焦桥镇董家村，储存
18万吨/年煤炭项目于2017年9月18日通过原邹平县环保局批复，2019
年2月21日完成验收。现场检查时，该煤场存煤10000吨左右，建有密目
网简易煤棚一座，地面未硬化。

9月15日，邹平市组织黄山街道办事处、市农业农村局、市水利局、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滨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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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枝养殖户”位于邹平市黄山街道柳泉村东南，占地约2.45亩，该养
殖户距离最近居民房屋100余米，现养殖鸡70余只、鹅100余只，无鸭和生猪养殖。
2.9月15日现场检查时，养殖户地面积攒少量鸡、鹅粪，未发现粪水横流
现象，但存在养殖异味。
3.该养殖户300余米处有饮用水井一处，现场勘查时井已封口。经查看8
月24日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水井水质的检测结果，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9月17日，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水井水质
进行检测，出具的水质监测结果显示，达到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
4.多次反映未果问题。第二轮省环保督察期间，收到信访反映张某枝养殖
户臭味扰民的问题后，已组织黄山街道办事处、市农业农村局、滨州市生态
环境局邹平分局进行了调查核实，指导养殖户定期清理粪污、喷洒除臭剂，
减少养殖异味对周边群众的影响，同时，经与养殖户协调，同意逐步退养。

9月15日，开发区组织开发区执法局、开发区生态环境服务中心对信件反
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会展中心三楼创赢文化公司书法直播间存在直播带货行为，不存在拍
卖活动。
2.直播活动均在密闭房间内且距离最近的居民区200米以上，未发现噪
声扰民现象。

是否
属实

属实

部分属
实

不属实

处理和整改
情况

1.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对袁某军2
家煤场地面未硬化、未采取密闭措施，
邹平文煜煤业有限公司地面未硬化、未
建设密闭料棚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
处，共处罚金261250元。
2.焦桥镇人民政府组织对袁某军2家
煤场进行清理取缔，9月21日已清理完
毕。
3.焦桥镇人民政府责令邹平文煜煤业
有限公司停产整治，9月19日存煤已清
理完毕。

1.黄山街道办事处督促养殖户张某枝
立即整改，清扫圈舍、粪污日产日清，一
日4次喷洒除臭剂，并健全粪污处置台
账，消除异味影响。安排网格员持续加
大日常监管力度，确保养殖户严格按照
要求进行养殖。
2.黄山街道办事处与养殖户协调，因本
人年事已高，自愿全部卖出后不再养
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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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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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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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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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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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镇张鹅村张某民将加
工小麦的废弃物直接排放
在大沟里，污染水环境。

1.前官庄村于2019年6月
拆迁旧村时，以埋建筑垃
圾为由在旧村内用挖掘机
挖掘10米深30至50米长
不等的大坑数十个，于6月
26日晚上十点半左右运进
一大车气味呛人的化工垃
圾。
2.西王生态园的北墙外有
一条水沟。前官庄村的领
导晴天截断，雨天挖开，使
上游一化工农药厂的废水
冲入，靠雨水稀释下泻。

滨州市邹平市韩店镇大位
家村地下水污染已持续多
年，一直未治理。

阳信县

邹平市

邹平市

土壤

水

水

9月16日，阳信县组织商店镇人民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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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民小麦加工点位于阳信县商店镇张鹅村，西邻S315省道，东靠黄
金寨沟。该加工点主要从事玉米、小麦的研磨代加工业务，2021年3月份
建成投产，未办理相关手续。
2.由于市场原因，该加工点自8月底至今一直处于停产状态。在该加工
点车间东侧外有一出料口，用于收集研磨加工产生的麦糠等废弃物，该出
料口东侧为黄金寨沟，由于收集不及时，部分麦糠等废弃物散落在黄金寨
沟岸边，该项目生产过程中不产生废水，无废水排放。加工点由张某民夫
妻两人经营，吃住饮食都在村内家中，加工点无生活污水产生排放。

9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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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
平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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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垃圾填埋问题。反映的填埋垃圾地块位于邹平市韩店镇前官庄
村，2019年6月因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该村进行了拆迁，拆除的旧宅基地
建筑垃圾就地回填、覆土。2021年5月，曾接到信访反映类似问题，韩店
镇人民政府对该地块进行了两次挖掘勘察，均未发现化工垃圾。9月15
日现场检查时，反映的地块已种植玉米，长势良好。对反映的“6月26日
晚上十点半左右运进一大车气味呛人的化工垃圾”问题，已组织公安部门
调查取证，目前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2.官庄北沟排污问题。反映的水沟为官庄北沟，位于邹平市韩店镇西王
生态园北侧，沟内有少量存水，水清澈透明。9月15日现场检查时，反映
的“晴天截断，雨天挖开”实为官庄北沟西首与庆淄路管网对接处设置的
闸门，主要是为了强降水期间提闸放水，方便庆淄路两侧雨水下泄。反映
的上游农药厂为山东美罗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该企业生产工艺中
无废水产生，生活废水经收集进入韩店镇城市污水管网。现场检查时，未
发现企业产生废水。

9月15日，邹平市组织韩店镇人民政府、市水利局、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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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位家村位于邹平市韩店镇东南。村民饮用水已接入邹平市农村自来
水有限责任公司公共供水管网，并已实现户户通水，村民饮水不取用地下
水。
2.查看2021年6月对韩店镇大位家村地下水取样检测结果，显示符合地
下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

属实

部分属
实

部分属
实

1.商店镇人民政府通过讲解相关政策，
业主张某自愿停止经营，自行对生产设
备进行拆除，9月17日已拆除完毕。
2.商店镇人民政府组织对黄金寨沟岸
边部分麦糠等废弃物进行清理，已清理
完毕。

1.邹平市组织公安部门立即对拉运化
工垃圾问题进行排查，结合周边群众走
访调查，对疑似点位进行挖掘，根据挖
掘结果依法处置。
2.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对前官
庄北沟内存水进行取样检测，待检测结
果出具后，依法处理。

9月15日，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已对
韩店镇大位家村地下水进行了取样检
测，9月17日，地下水水质检测结果显
示检测项目符合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
Ⅲ类标准。

已办
结

未办
结

已办
结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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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批）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二十一批信访举报件共计9件（来电6件，来信3件）。截至9月25日，已办结3件，阶段性办结1件，办理中5件。其中责令整改2家，立案处罚3家，罚款150.818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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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批 2021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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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滨州市邹平市焦桥镇道口小
学，前期不清楚哪个部门在焦
临路的道路上安装了减速带，
过往车辆经过时候会有车辆运
输噪音，并且有周边的居民感
觉到震动。

无棣鑫岳燃化有限公司2#催化
裂化再生烟气系统数据不实，
投诉人称颗粒物实际数据与实
际不符。

滨州市邹平市长山镇尹家村，
村内的老书记王某兴非法占用
村南500米左右的耕地挖沙售
卖，耕地被挖大坑，并填埋硫酸
镁渣子硬化路面，村内的地下
水也有异味。滨州市邹平市长
山镇尹家村现任村书记王某
生，在老书记王某兴挖沙的大
坑东20米左右的的沙坑中，填
埋炼铜，锌，铝的废渣，和一些
制药厂的废弃液体。

滨州市邹平市焦桥镇刁宋村北
侧露天煤厂，产生扬尘，污染环
境。

孙镇新高村支书高某私自将村
里的好土卖掉，拉电厂煤灰充
填；2019年把基本农田转包他
人，堆放鸡粪，破坏土地，污染
空气。

行政
区域

邹平市

无棣县

邹平市

邹平市

邹平市

污染
类型

噪音

其他污染

生态

大气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9月16日，邹平市组织焦桥镇人民政府、邹平市交通运输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根据《山东省公安厅山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及周边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鲁公通〔2019〕38
号）要求，为有效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焦桥镇人民政府于2021年9月12日在邹平市焦桥镇道口小学门口设置振荡
标线。
2.现场检查时，焦临路车流量大，大车较多，通过减速带时有噪音。振荡标线东侧30米左右为居民住宅，经现场体
验，大型货车快速通过时，略有震感。

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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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
实，有关情况如下：
1.无棣鑫岳燃化有限公司2#催化裂化再生烟气系统为渣油综合利用项目配套设备。2#催化裂化再生烟气系统在
线监测设备于2019年4月与环保部门联网。2020年6月至今，委托滨州众思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维护。调阅
运维记录，运维公司按照规范要求，以七天为周期进行在线设备巡检，以十四天为周期进行零点、满度校准，并自动
将相关数据上传至“滨州市环境监测监控系统v6.0”。调阅企业《固定污染源烟气自动监测设备比对检测报告》，
2020年第四季度（2020年12月10日颗粒物手工检测值10.5mg/m3、CEMS测量值11.72mg/m3）、2021年第一季度（3月
9日颗粒物手工检测值8.1mg/m3、CEMS测量值6.9mg/m3）、第二季度（6月8日颗粒物手工检测值1.5mg/m3、CEMS测量
值0.8mg/m3），颗粒物比对检测结果符合《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标准。2021年6月16日无棣县
对企业催化裂化再生烟气进行监督性检测，结果显示烟尘（颗粒物）排放浓度2.13mg/m3，在线数据2.01mg/m3，符合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标准。
2.“该企业为了掩盖造假事实，避重就轻暴露了真实的排放数据（2021年9月数值）”问题。该公司2#催化裂化装置
2021年8月31日20点43分因电力系统故障，造成装置紧急停工，停工时间对脱硫除尘塔进行改造，9月2日装置开
工后，在线监测烟尘（颗粒物）出现连续日均值超标现象。企业立即委托中国石油大学检测中心对废气治理设备进
行分段检测，检测完成后（9月6日）停产。根据9月8日出具的分段检测结果研判分析及设备拆检，烟尘超标是除
尘设备改造时细分罐隔板脱落造成的。

9月16日，邹平市组织长山镇人民政府、邹平市公安局、邹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滨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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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山镇尹家村王某兴占用耕地挖沙售卖并填埋硫酸镁渣”地块原为邹平市长山镇尹家村窑厂取土用地，占地面
积4亩，1962年长山镇尹家村村集体建设窑厂，在此处取土烧砖，发现土下有沙，挖沙售卖，后形成土坑。长山镇尹
家村原书记王某兴于1995年承包后，2012年4月以建筑垃圾回填，后建设配件厂。①2020年以来先后3次接到类
似问题的举报，长山镇人民政府分别于2020年9月10日、2021年5月15日、2021年5月24日对举报人指证的该地
块进行3次挖掘，共开挖8个点位，均未发现硫酸镁废渣。②针对地下水异味问题，已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尹家
村地下水进行取样检测。
2.“王某生填埋化工废渣地块”原为老窑厂取土产生的洼地，长山镇人民政府曾于2020年10月将该地块作为建筑
垃圾消纳场，2021年4月份对该消纳场内建筑垃圾进行了清运。9月16日现场检查时，经初步挖掘未发现该地块
有填埋废渣、废液问题。

9月16日，邹平市组织焦桥镇人民政府、滨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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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桥镇刁宋村北共有2家煤场，分别为袁某军煤场、邹平舜德燃料有限公司。袁某军煤场与第20批编号
D2SD202109140015反映内容一致，该煤场未办理相关手续，9月15日，焦桥镇人民政府对袁某军煤场进行时检查发
现，该煤场地面未硬化，未采取密闭措施。针对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依法进行查处；针对
该煤场未办理相关手续，焦桥镇人民政府依法进行取缔。邹平舜德燃料有限公司煤炭储存项目于2017年11月10
日由原邹平县环保局批复，于2019年10月12日完成验收。
2.9月16日检查时，袁某军煤场仍有存煤8000吨左右，尚未清理完毕，堆煤使用密目网覆盖，未发现扬尘问题；邹平
舜德燃料有限公司现存煤15000吨左右，使用密目网覆盖，未封闭仓储，物料露天存放，地面未硬化，存在扬尘污染
问题。

9月16日，邹平市组织孙镇人民政府、邹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滨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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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掉好土，充填煤灰地块”为孙镇新高村东侧排水沟，面积约2亩，2016年因实施了连片高效种植项目，新高村
对该排涝沟以粉煤灰进行回填，覆土后种植农作物，现场检查时该地块已种植玉米，玉米长势良好。
2.“基本农田转包他人，堆放鸡粪”地块位于邹平市焦桥镇新高村北侧农田北端，面积约10亩，为高某（新高村党支
部书记妻子）的流转土地。2020年10月，其曾在农田北侧堆放过鸡粪，覆膜发酵后全部用于农田施肥。现场无鸡
粪堆放现象，种植的玉米长势良好。

是否
属实

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
情况

1.邹平市交通运输局对邹平市焦
桥镇道口小学振荡标线道路上下
游分别增设和完善单悬臂标识，
对振荡标线前方50米左右增设单
立柱减速标识，减轻噪音影响，9
月18日标识已设置完毕。
2.邹平市交通运输局加强执法检
查，不定时进行检查督导，确保过
往车辆将车速降到规定速度以
内，有效减少噪音影响。

1.市生态环境局对企业超标排放
行为立案查处，罚款527500元。
2.企业对细分罐隔板进行焊接恢
复，对除尘设备进行改造，9月22
日已完成整改。
3.企业复产后，滨州市生态环境
局无棣分局开展监督性检测，定
期比对检测数据。

1.长山镇人民政府、滨州市生态
环境局邹平分局针对“王某生填
埋化工废渣”问题，继续进行走访
调查和挖掘，进一步核实填埋情
况，根据调查结果依法处置。
2.针对地下水异味问题，滨州市
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待检测结果
出具后依法处理。

1.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对邹平
舜德燃料有限公司地面未硬化、
未采取密闭措施的违法行为立案
查处，处罚款77500元。
2.焦桥镇人民政府组织对2家煤
场存煤进行清理，并对袁某军煤
场依法取缔，9月19日已完成。

孙镇人民政府经与种植户协商，
待玉米成熟收割后，对回填的粉
煤灰立即挖掘清运并规范处置。

是否
办结

已办结

未办结

未办结

已办结

未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6

7

8

9

X2SD202
1091500

52

X2SD202
1091500

46

X2SD202
1091500

18

X2SD202
1091501

22

村书记吕某胜2016年将 8000
余吨工业垃圾填埋在保安村向
东5公里再向南260米水库南
段，污染地下水和水源地；2014
年，以清淤南洼水库为名，在水
库堆坝，截渗沟堆坝，村集体南
洼双河地基本农田挖土。

博兴县张侯村北面烨辉路以南
有七、八十亩取土的大坑，在坑
边有个洗沙厂（没有手续），大
多晚上干活，没有任何环保治
理措施，产生扬尘和噪音，洗沙
污水直接排到大坑里，污水灌
倒周围的农田里。

临池镇郑家村多家砖厂夜间生
产冒黑烟，粉尘污染严重，尤其
是潘某胜，违规占地，在农田上
磕石头，噪音大，投诉人认为粉
尘污染农田土壤。

投 诉 人 对 X2SD202108290135
公布的调查处理情况有异议。
举报人认为根据国家法律，应
该对该工厂在未经批准、没有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22.25亩
农用耕地上建设的建筑物予以
拆除、恢复耕地原貌，以保护国
家的农用耕地不受毁坏。

沾化区

博兴县

邹平市

邹平市

土壤

水

大气

生态

9月16日，沾化区组织泊头镇人民政府、区自然资源局、滨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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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反映的工业垃圾填埋区域位于西吕村南洼水库南侧，白蜡林北侧。水库内水用于灌溉农田使用，不是饮用
水源地，水质未发现异常，9月16日，市生态环境局沾化分局已对水库水质取样检测，经检测，化学需氧量、氨氮实
测值均符合标准。
2.9月16日，市生态环境局沾化分局、泊头镇对信访描述的位置西吕村南洼水库南侧、白蜡林北侧进行挖掘，共挖
掘长6米、宽5米、深3米点位2处，场地上有取土点一处，长40米、宽30米、深2米，均未发现工业垃圾。
3.区自然资源局、泊头镇对水库、截渗沟、南洼双河地进行了巡查，未发现在水库和截渗沟堆坝及双河地基本农田
挖土问题。

9月16日，博兴县组织店子镇人民政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县农业农村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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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信访件与第16批编号X2SD202109100140的内容基本一致。洗沙厂为山东省博兴县鑫博达建筑材料厂，成立
于2012年2月15日，经营范围为河沙加工销售，30万吨/年河沙加工项目于2011年11月取得环境影响登记（博环
登〔2011〕56号），有排污许可证（有效期限：2020年12月19日—2023年12月18日）。
2.9月11日检查时，发现该企业无土地使用手续，厂区及坑塘区域总占地面积为67050平方米（100.58亩）。其中，
厂区30106平方米（45.16亩），涉及有林地16369平方米（24.55亩）、其他林地1876平方米（2.81亩）、耕地11861平
方米（17.79亩）；坑塘区域占地面积36944平方米（55.42亩），涉及耕地19941平方米（29.91亩）、坑塘水面17003平
方米（25.50亩），为张王村集体土地。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鉴定，该企业厂区所占用林地及耕地30106平方米
（45.16亩）农用地耕作层被破坏，达到种植条件严重损坏程度；东侧坑塘区域36944平方米（55.42亩）实际未占用，
不纳入破坏用地鉴定范围。博兴县公安局将对该企业违法占地行为立案侦查。
3.9月11日检查时，该企业建有防风抑尘、喷淋防尘、沉淀池等设施，但沉淀池无法正常使用，洗沙水直排坑塘，未
发现污水灌倒农田问题。市生态环境局博兴分局对该企业外排废水取样检测，结果显示氨氮超标0.27倍。针对
其存在的洗沙水直排行为和污水超标问题，市生态环境局博兴分局下达处罚告知书，处罚款392500元。企业因违
法占地，店子镇政府组织对企业厂区内所有设备、原材料及违法建筑进行拆除清理。
4.9月16日检查时，企业已转运砂石料10500吨，现场2套设备中已拆除一套，另一套正在拆除中，由于生产设备拆
除无法对噪音、粉尘污染进行检测。

9月16日，邹平市组织临池镇人民政府、邹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滨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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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平市临池镇郑家村共有5家砖厂，分别为山东健豪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邹平县东杰建材厂、邹平县鸿升轻质保
温砖厂、邹平县德浩耐火材料厂、邹平芳钰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5家砖厂均办理了环评手续，并按环评要求配建了
污染治理设施。
2.冒黑烟、粉尘污染问题。现场检查时，山东健豪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因设备检修自2021年8月28日停产至今，邹
平县鸿升轻质保温砖厂未生产（复产准备中），其余3家砖厂正在生产，物料已苫盖，治污设施正常运行，未发现排
放黑烟现象，厂区内有积尘。
3.违规占地问题。潘某胜于2015年10月、2019年8月违法占用郑家村土地共计10.31亩建设建材厂（健豪新型建
材、东杰建材），邹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7年4月13日对潘某胜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年10月28日
对邹平县东杰建材厂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罚款、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并分别于2018年3月26日、
2021年6月25日申请邹平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邹平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5日作出《行政裁定书》（2018）鲁
1626行审73号（山东健豪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裁定予以强制执行。邹平市人民法院尚未出具行政裁定书（邹平县
东杰建材厂）。
4.噪音、粉尘污染问题。“在农田上磕石头”原为山东健豪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西侧一石料破碎项目，已于2020年10
月27日清理取缔，现场无生产设备，有建材原料堆放。现场查看郑家村砖厂周边农田，农作物长势良好。

9月16日，邹平市组织孙镇人民政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滨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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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信访件与第4批编号X2SD202108290135内容一致。邹平佳牧饲料有限公司占地33.75亩，其中，11.5亩符合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2.25亩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企业未办理土地手续。原邹平县国土资源局于2008年对
其违法行为已立案查处，并移交公安部门。
2.邹平佳牧饲料有限公司位于孙镇霍坡村西侧，建有20万吨/年单一饲料项目，外购玉米胚芽粕和玉米浆，烘干后
销售，建有生产车间2座，饲料生产线6条。8月30日第一次收到该企业信访件后，孙镇人民政府、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立即组织对邹平佳牧饲料有限公司进行检查，8月31日，依法责令该公司停产整
顿。
3.该地块（33.75亩）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中已全部调查为工业用地，在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第二轮试
划工作中，已将该地块划定为城市开发边界内，划定成果已于2021年9月20日上报省自然资源厅。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1.针对该企业违法占地问题，博
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
十七条规定，出具行政处罚告知
书，对该企业罚款903180元。
2.店子镇政府组织对厂区内所有
设备、原材料及违法建筑进行拆
除清理，预计9月21日全部清理
拆除完成。

1.临池镇人民政府对山东健豪新
型建材有限公司西侧土地堆放的
原料进行清理，9月19日已完成。
2.针对“生产冒黑烟，粉尘污染”
问题，9月16日、17日对邹平县东
杰建材厂、邹平县德浩耐火材料
厂、邹平芳钰鑫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开展夜查，9月19日，出具的检
测报告显示，数据符合山东省区
域大气污染排放标准。
3.针对潘某胜违规占地问题，邹
平市人民法院、邹平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依法处置。
4.针对“粉尘污染农田土壤”问
题，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委托
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土壤进行取样
检测，根据检测结果依法处理。

1.9月 18日，滨州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与邹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责令企业缴纳罚款。
2.按照《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
开展2021年卫片执法工作的通
知》（自然资办发〔2021〕29号）、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山
东省2021年卫片执法工作方案的
通知》（鲁自然资字〔2021〕42号）
要求，9月18日，已责成邹平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孙镇人民政府
及相关部门联合执法，依法依规
对人对事处理到位，确保执法到
位。

已办结

阶段性办
结

未办结

未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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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原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经滨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4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滨自然资规告字[2021]21号

编号

2021-K039

2021-K040

2021-K041

2021-K039至2021-K041地块：该三宗地作为一个标的挂牌出让，竞买保证金和挂牌起始价为4718万元。

2021-K042

2021-K042地块：固定资产投资强度≥240万元/亩，亩均税收≥16万元/亩，单位能耗GDP增加值≥0.52万元/吨标煤，单位排放增加值160万元/吨。

不动产单元号

37160211107

4GB00010

37160211107

4GB00009

37160211108

9GB00004

37160211102

0GB00014

土地位置

长江九路以南、渤

海二十四路以东

长江九路以南、渤

海二十四路以东

长江九路以南、渤

海二十四路以东

长江二路以南、渤

海二十八路以西

出让面积

（平方米）

56052

58541

24525

8201

土地用途

工业

工业

出让年限

50

50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容积率

不小于1.2

不小于1.4

建筑密度

/

不小于40 %

绿地率

/

不大于20%

增价幅度

（万元）

20

5

起始价

（万元）

1901

1985

832

242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901

1985

832

242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

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及已购买滨州市区土地

而未交清土地出让金或未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开

发的除外），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出让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

联合申请。

三、出让文件获取方式

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网上挂牌出让文件。竞买申请人可登录滨

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

bzggzyjy.cn/）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

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出让

文件。

四、竞买申请及竞买保证金缴纳

本次公告所涉及地块只接受网上竞买申请。

竞买申请人须携带相关有效证件到滨州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信息录入窗口或滨州市行政

审批服务局（二楼D06CA滨州中心窗口）申请办

理数字证书后，方可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

并参与竞买（已办理过数字证书的竞买人可直接

登陆网上交易系统使用）。

竞买申请人须在2021年10月23日16时30

分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按要求

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到账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10

月23日16时30分。

五、网上挂牌时间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时间为：

2021-K039、2021-K040、2021-K041号地

块：2021年10月15日8时30分至2021年10月

25日9时。

2021-K042号地块：2021年10月15日8时

30分至2021年10月25日9时5分。

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问，有竞买人

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

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入选人。

六、确定竞得人的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

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滨州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对网上挂牌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

查。审查通过者确定为竞得人。

七、联系方式

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电话：0543-3186937

联系人：孙女士

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543-3165508

联系人：杨女士

数字证书办理电话：

0543-3165535

联系人：李女士

0543-3172206

联系人：徐女士

2021年9月24日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山东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山东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二十批信访举报件共计6件（来电2件，来信4件）。截至9月24日，已办结4件，阶段性办结1件，办理中1件。其中责令整改1家，立案处罚2家，罚款26.12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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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批 2021年9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