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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众 信 访 举 报 转 办 和 边 督 边 改 公 开 情 况 一 览 表（第十九批次）
（2018 年 6 月 24 日）
序号

42

43

44

45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前期反映的“
南通市海安县白甸镇白
甸村 8 组的江苏升辉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经环
保部门审批， 喷漆房气味和噪声对投诉人生活产生
影响，污水未经处理直排到东塘河。 ”问题答复不满
意，不满意的原因是：1.该企业生产无环保手续，夜间
进行喷漆生产，油漆味扰民，噪音扰民，实际问题未
D320000 解决；2.厂区距离最近的居民区只有 4 米，喷漆房距
20180623 离最近居民区只有 10 米；3.答复中回复
“
焊接作业区
0006
已迁移距居民区 70 米以外， 满足 50 米的卫生防护
距离要求”， 实际情况不满足 50 米的卫生防护距离
要求；4.答复中回复
“
该公司原先建设的喷漆房已于
5 月 10 日拆除”，实际并未拆除，依然在生产；5.海安
县环保局批复的（海环管（表）[2014]01018 号中，提
到企业污水接管，实际未接管，该企业通过暗管将废
水直排东塘河、东西河、新开河，造成河水黑臭；6.车
床使用切削液，废切削液随废水排入河中。 7.高压配
电房距离居民区不到 10 米，答复中回复属于豁免范
围，但投诉人认为有辐射影响。

D320000
20180623
0008

D320000
20180623
0012

南通市如皋市城北街道邓园社区 21 组的
南通创源电化学有限公司，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排
东风河，导致河水黑臭。

行政
区域

南通市
海安市

南通市
如皋市

南通市
如皋市

大气

经查，举报反映的实为如皋市安通银杏叶有限公司，其银杏叶烘干加工项目未通过环
保审批，现场检查燃料为木柴，未发现煤炭，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大气

47

南通市
如东县

南通市如皋市江安镇镇中村 4 组的滨江服
D320000
装水洗厂，环评造假，该企业的印染污水直排镇
20180623
里生活污水处理厂，存在废气、噪声扰民情况。
0043

南通市
如皋市

水

水,
大气,
噪音,
其他
污染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基本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1. 南通市环保局责成海安市环保局对两家企业检查中发
现的环境违法行为必须依法查处到位，并督促企业整改到位。
2. 要求海安市环保局对南通升辉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废切
削液的产生和处理情况作进一步调查并依法查处。

1. 如皋市环保局责令该公司调整危废仓库的位置并按规范
建设一个新危废库，消除环境安全隐患；将拟停运酸洗车间及配
套的废气污染防治设施按要求向审批部门报备后拆除；对合并后
的酸洗车间及废气污染防治设施投入运行后及时监测，并强化各
类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确保达标排放。
2.该公司目前已清空危废仓库，暂存于化学品原料库内；已
报备酸洗车间及配套废气设施拆除和调整情况，同时在如城街道
协助下对北侧居民逐户说明了对现有废气处理设施和危废仓库
的整改情况，6 月 27 日已拆除一台旧废气处理设施和酸洗车间，
其他还在拆除过程中。

无

按如皋市“散乱污”整治要求进行整治，目前，该项目已停产。

根据前期举报情况，再次现场核查，该企业铸造车间废气收集处理设施在运行，厂区内
无明显粉尘，新购置的清扫除尘车按时清扫作业，铸造车间生产时大门关闭，人员从边上小
门进出。 二期工程厂房正在建设之中，原堆放于一期工程厂区内的杂物已清离，原堆放于厂
区北侧棚内的浇铸包耐火层修复产生的固废已清离并妥善存放待处置。 污水处理设施正在
运转，生产清洗废水、生活污水分类处理，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单位已对设施进行现场维护。
该公司环评审批文件中对铸造车间清砂工序污染防治措施未提及， 企业自主建设除尘设
施，清砂废气经收集后通过布袋除尘处理；环评报告中对废水处理设施产生的废矿物油未
作评价，企业无相应处置计划，目前气浮池运行去除的矿物油已清出存放于危废房内。

基本
属实

1.如皋市环保局责令该公司对二期环评进行修编，将一期
环评报告表中未评价的铸造清砂工序补充评价； 将污水处理
产生的废矿物油补充评价；按照修编报告要求，及时规范处置
浇铸包耐火层修复产生的固体废物。
2. 如皋市环保局要求企业严格按照环评审批要求实施二
期工程的建设。

经查， 南通千里香食品有限公司配建一套物化 + 生化废水处理设施处理清洗废水和
生活污水,尾水排入厂区南侧小河；有一台 0.3T 生物质锅炉，配建有水浴除尘装置，未配
备高效除尘设施。 2018 年 6 月 15 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废水处理设施正在运行，外排废
水经监测超标；该公司雨污管道分流不彻底，污水排口和雨水排口未按规范要求设置。6 月
24 日再次现场检查时，外排废水经监测符合国家排放标准。

部分
属实

1. 如东县环保局对该公司 6 月 15 日废水超标排放的行为
立案查处，责令其立即停止超标排放废水的行为，责令其限制生
产三个月并处罚款。
2.如东县环保局要求该公司对雨污管道彻底分流，建设规范化
污水排口和雨水排口，锅炉配备高效除尘设施，限期两个月完成。

基本
属实

1. 如皋市环保局责令该公司严格按照环评审批要求完善
各项污染防治设施，环保
“
三同时”到位后方可投入生产。
2. 如皋市环保局责令该公司按照环评审批要求设置锅炉
废气排气筒。

南通市崇川区城东街道新桥新村 3 号路路
边的农贸市场环境脏乱差。

南通市
崇川区

其他
污染

经查，新桥新村 3 号道属于内部道路，出店经营、店外堆放现象较为严重，存在露天杀
鸡行为，叫卖声及来往车辆的鸣笛声等对周边居民生活有一定影响，部分机动车非法占道
停放。

属实

D320000
南通如皋市城南街道新华村 4 组南侧的养
20180623
猪场，排放刺鼻气味扰民。
0050

南通市
如皋市

畜禽
养殖

经查，该养殖户目前生猪存栏约 140 头，建有一半敞开式干粪堆房，距东南向居民较
近，有养殖恶臭，干粪堆场存在雨污合流隐患，场内雨污分离不彻底，湿粪用泵抽到周边农
田施肥，干粪由周边村民拉走作农肥，该养殖场周边水渠内及南侧鱼塘无污染迹象。

基本
属实

根据如皋市畜禽养殖整治要求开展整治，7 月 31 日前完
成息养关闭。

D320000
20180623
0049

51

52

南通市 1.如皋市长江镇的东升国际石材中心
4 号馆和 2 号馆附近，扬尘污染。 2.启东市天汾镇
D320000
农业银行东侧 1000 米左右的石材厂，污水未经处
20180623
理直接排放，粉尘污染。 3.启东市吕四港镇环卫所
0073
对面的袁小红石材加工，厂污水未经处理排放、粉
尘污染。4.启东市吕四港镇吕四宾馆斜对面的石材
加工厂，污水未经处理排放、粉尘污染。

108 X320000

南通市通州区姜灶镇的通州长虹印染有限
20180623 公司，批建不符，长期试生产未验收，废水偷排。
0003

X320000
20180623
0009

南通市辖区开发区小海镇东首南通金红印
染有限公司，批建不符、废气直排、污水通过暗
管直排通启河。

南通市如皋市丁堰镇的西东印染如皋有限
.
X320000 公司使用暗管（通扬运河丁堰段生活垃圾填埋地
20180623 向北 40 米左右） 向通扬运河排放污水， 排放黑
烟、黑灰，严重扰民；信访人还质疑丁堰镇污水处
0020
理厂的处理资质和处理能力。

南通市
通州区

南通市
如皋市
启东市

南通市
通州区

南通市
开发区

南通市
如皋市

餐饮
油烟

水,
大气

经查，举报反映的 7 家流动烧烤摊点均未安装规范的油烟净化装置，油烟直排，无食
品（餐饮）经营许可证。 部分摊点操作声音和说话声对西侧居民楼有一定影响。

1.经查，东升南通国际石材城有限公司已建成 5 个交易馆，4 号馆和 2 号馆位于东升石
材交易中心内，距离最靠近的周边居民 200 多米。 该公司未执行规划环评批复，交易馆内
部分租赁业主未经环评审批，擅自从事石材制作加工。 每个交易馆内设置一小区域加工，生
产设备主要为切床、打磨设备，下料时带水切割，打磨配备了水帘除尘，均在室内加工。 切料
水在地面干透后，清扫不及时，粉尘明显，手工打磨时粉尘也未有效收集处理。 2.经查，启东
三家石材加工厂分别为林海石材、袁晓洪石材和马琴石材，石材加工过程中产生切割粉尘、
噪声、冷却废水，切割粉尘呈无组织排放，其中林海石材切割冷却废水直排南侧河道，另两
石材加工点切割冷却废水排入沉淀池，循环回用不外排。

其他
污染,
水

经查， 南通长虹印染有限公司 2005 年 11 月其废水处理改扩建工程通过限期治理验
收；2016 年底参加环保违法违规项目清理登记并备案；2017 年 12 月 26 日取得排污许可
证。 2018 年 6 月 25 日现场检查，该公司自 6 月 20 日开始停产，污水处理设施生化单元在
运行，经调查，该公司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期间用水及排水量基本平衡，查看周边
河道，除设置在姜张河上的 1 个雨水排口和 1 个厕所排口外，未发现其他入河排污口，未
发现生产污水偷排行为和迹象；现场对照排污许可证核查其设备，发现 9 台染缸未经环保
审批擅自建设， 尚未投入生产； 该公司位于川姜镇总体规划确定的规划建设用地范围以
外，不符合城镇规划。

其他
污染,
大气,
水

经查，南通金红印花有限公司正在进行停产整改，正在申领排污许可证，已通过自行
监测、信息公开等环节，定型机废气采用静电净化装置处理，原有燃煤锅炉和导热油炉均
已拆除。 经现场检查及对通启河沿线进行排查，暂未发现企业废气直排、废水偷排等情况，
但前期检查却发现企业有“11 台染缸更新项目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擅自开工建设”、“蚊
帐染色项目、5 台磨毛机生产项目未办理环保验收手续，擅自投入运行”、
“
无排污许可证违
法排污”等环境违法行为。

水,
大气

1.经查，西东印染如皋有限公司建有废水总设计能力为 2500 吨 / 天的污水处理设施
两套，其中有部分清水进行中水回用，检查时正在运行，总排口在线监控及采样监测结果
均达标。该公司配有一台 10 蒸吨 / 小时的天然气锅炉，锅炉烟气经监测达标。该公司高温
预定型工序两台油烟净化装置检查时正在运行， 油烟净化后产生的废油渣委托南通九洲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代为处置，目前暂存于危废仓库，危废仓库地面未按规范设置引流沟、
应急收集池，未采取防腐措施。经对丁堰镇垃圾中转站北侧约 40 米丁堡河边进行开挖，未
发现有暗管。 2.经查，丁堰镇污水处理厂目前建成规模为 0.2 万吨 / 日，主要处理镇生活污
水，日处理量 300 吨左右。 为提高运行负荷率，丁堰镇目前正推进主镇区丁新路雨污合流
污水管网和丁新东路污水管网改造。 丁堰镇区污水管网改造过程中，有生活污水汇入通扬
河现象。 丁堰镇污水处理厂已列入如泰运河沿线城镇污水处理厂一级 A 提标改造计划，
目前正在进行方案设计。

属实

基本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无

无

属实

经查， 南通滨江服装水洗有限公司服装水洗生产项目于 2014 年 10 月通过如皋市环
境保护局环评审批，2017 年 12 月开始建设， 目前正在安装污染防治设施， 未通过环保验
收。 该公司环评报告表中的建设地址、生产工艺与实际一致，环评报告表经公示无异议后，
经如皋市环保局审批同意，该公司的环评审批文件真实有效。2018 年 6 月 25 日现场检查，
该公司尚未投入生产， 正在安装废气、 废水处理设施， 该公司生产车间距南侧居住户 33
米，环评审批文件未设置卫生防护距离要求；锅炉燃料为生物质颗粒，锅炉废气排气筒高度
未达环评审批文件要求，环评要求天然气管网到位后淘汰生物质锅炉改为燃气锅炉，目前
管网未到位；该公司没有印染工艺，废水主要为水洗废水、生活废水及锅炉水膜除尘废水。

问责
情况

1. 如皋市环保局对该公司未及时启动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
案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2.如皋市环保局责令其加强环境应急管理，开展环境突发事
件应急演练；要求其按照特种行业标准，规范建设初期雨水收集
池和雨水排放口。
3.该公司现已将雨水排放井内的废水全部回抽到污水管网，
专管排入园区宏皓污水处理厂处理；排入园区雨水管网的排口已
实施封堵，待规范改造完毕后再行开启。

1.2018 年 6 月 25 日，城东街道城管部门制定流动摊点和店
外经营等问题专项整治计划，发放《开展新桥三号道及周边环境
秩序专项整治的通知》， 劝离流动摊点 22 处， 规范出店经营 18
家，清理占道停放车辆 10 辆，降低各类生活噪音。
2.城东街道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城东分局对道路两侧存在的露天
杀鸡等行为进行专项整治；督促道路义务管理员强化对道路秩序的
疏导；要求属地小石桥社区强化道路及周边环境卫生的保洁力度。
3. 城东街道联合公安部门会同属地社区对占道停放机动车
辆的问题进行教育管理。

D320000
南通市通州区二甲镇青年中路和交通路交
20180623
叉口的嗲一点烧烤店等 7 家烧烤店， 夜间占道
0064
经营，油烟、噪音扰民。

110

经查，南通康比电子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14 日开始将原分布在车间东侧和西侧的两
个酸洗车间部分清洗设备合并，并新上一台废气净化处理装置。 6 月 25 日检查时，西侧酸
洗车间已拆除，东侧酸洗车间已停产，但有近期生产迹象，原配套的酸洗处理塔暂未拆除，
塔内吸收液 pH 试纸检测呈弱碱性，现场正在对新上的废气处理设施进行调试，暂未投入
使用，对拟拆除的废气处理设施目前尚未按环保要求向审批部门报备。 该公司危废仓库距
北围墙外居民搭建出租屋距离较近，存在消防和环境安全隐患。

D320000
南通如皋市长江镇车马湖村 4 组的银杏烘
20180623 干厂，燃煤排放废气扰民。
0016

D320000
南通市如东市河口镇锦成村的千里香食品
20180623
有限公司，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0038

109

经查， 南通创源电化学有限公司电镀废水分质分类专管送如皋宏皓金属表面水处理
公司进行处置，该公司新建的镀锌生产线调试过程中，发生废水溢流事故，造成雨水管网
中重金属污染物超标，虽未排入外环境，但未能及时有效处置，初期雨水收集池设计不规
范。 此外，经调查，东风河水质黑臭问题主要是由于开发区东风河南段污水管网水量较大，
有时发生溢流，污水混入雨水管网进入东风河，导致河水黑臭，现场未发现该公司未经处
理废水直排东风河。

大气

南通市
如皋市

50

水

现场勘查，存在问题的，不仅仅是江苏升辉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其厂区相通的还
有一家南通升辉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核实情况如下：1.环保手续方面：两家公司均无环保验
收手续。 2.废水处理方面：两家企业污水均由江苏巨邦环境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统一拉
运至白甸镇污水处理厂处理。 3.废气方面：江苏升辉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喷漆车间已拆
除，在生产的为南通升辉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喷漆车间，油漆废气采用水帘 + 活性炭吸附，
但油漆件在车间外大棚内晾干，未收集处理，形成无组织废气。 4.噪声方面：江苏升辉装备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室外行车存在噪声扰民的情形，南通升辉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加工车间未
采取噪声防护措施。 5.卫生防护距离方面：经测量，江苏升辉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电焊车
间距居民最近距离 18.8 米，卫生防护距离内约有 10 余户居民，不满足 50 米的卫生防护距
离要求；南通升辉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喷漆车间距居民 116.7 米，2016 年违规项目清理备案
手续中未设置卫生防护距离。 6.危废处置方面：江苏升辉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目前不使
用切削液，使用切削液的为南通升辉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但该公司未建立危废产生、转移等
管理台账，未按要求在管理平台申报，产生的少量废切削液暂存厂内新建的危废仓库，危废
标志、标识不齐全，危废仓库不符《危险废物贮存污染物控制标准》，检查时废切削液未外
排。7.高压配电房的问题：经测量，高压配电房距离居民区 14.9 米，属于豁免范围。中央督察
组现场检查组、省厅第四专员办会同南通、海安两级环保部门再次对两家公司进行督察，对
相关问题提出了整改要求，此外要求江苏升辉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邀请第三方专家合理
设置电焊工段生产区，以满足焊接车间 50 米的卫生防护距离的要求。

南通市
如皋市

D320000
南通市如皋市江安镇的汤臣汽车公司，存在
20180623
废气和粉尘污染。
0032

49

其他
污染

调查核实情况

南通市如皋市如城街道兴园路的南通康比
电子有限公司，酸雾刺鼻性气味扰民，检查时该
公司就停产。

46

48

污染
类型

1.对不符合市场准入、没有健康证的摊点，由通州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二甲镇政府、区城管局依法履行监管职能，坚决予以取缔。
2.由二甲镇规划符合准入条件的公共疏导点，实行规范管理，杜
绝扰民。 在建成之前，建立临时过渡点，科学合理规划过渡方案。
3.6 月 25 日晚检查，二甲镇青年中路和交通路交叉口流动食品
摊贩已不在经营，今后将进行不定时检查，确保整治行动的长效性。
1.如皋市环保局对东升南通国际石材城有限公司未经环评审
批擅自从事石材制作加工项目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 监督东
升石材交易中心内石材制作加工项目未经环评审批不得生产。
2.启东市环保局、吕四港镇综合执法局要求三石材加工点
立即停止经营，拆除清理现场加工设备。 林海石材已完成拆除
清理；袁晓洪石材已停止经营，由于清理设备需拆除屋顶，6 月
30 日前完成清理。 启东市环保局已对马琴石材加工点环保手
续不全，切割粉尘、噪声污染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1.通州区环保局对该公司 9 台染缸未经环保审批，擅自投入
建设的违法行为立案查处。
2.通州区环保局责令该公司停产检查，清理厂区内雨污水管
道，对雨污合流的排口由水利部门予以封堵，经相关部门验收同
意后方可恢复生产。
3.该公司新建染缸已停止建设，准备拆除；厕所排口已封堵。

1. 南通开发区环保局对该公司无排污许可证违法排污的环
境违法行为已立案查处，责令停止违法排污行为并处罚款。
2.南通开发区环保局对该公司
“
11 台染缸更新项目未办理环评
审批手续， 擅自开工建设”、
“
蚊帐染色项目、5 台磨毛机生产项目未
办理环保验收手续，擅自投入运行”的环境违法行为已立案查处。
3.南通开发区环保局强化对该公司的日常监管，未取得排污
许可证之前不得擅自恢复排污行为。

1. 如皋市环保局责令西东印染如皋有限公司规范设置危
废仓库。 目前，该公司危废仓库地面已设置引流沟及应急收集
池，地面防腐环氧工作已完成。
2. 如皋市环保局责成丁堰镇政府加快推进建成区污水管
网建设和“十个必接”截污纳管工作，尽快提高污水处理厂的
运行负荷率；加强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确保达标排放，同时
加快推进一级 A 提标改造。 目前，丁堰镇已对外溢通扬河的破
损点采取封堵措施， 生活污水收集后提升至污水处理厂深度
处理。
（下转 A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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