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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序号

受理
编号

54

D3200
002018
062500
16

南通市崇川区城东街道新桥新
村小区 20 号楼和 21 号楼西侧道路
上的污水管网存在漫溢现场。

55

D3200
002018
062500
29

南通如皋市的波涛化工厂，在
督察期间，为逃避检查，污染较重的
双酚 S 生产线停产。

56

D3200
002018
062500
35

南通市如东县河口镇吴埝村 4
组有家养猪场，
占地 2000 平方米左
右，气味扰民，污水未经处理直排
周边河道。

57

58

59

D3200
002018
062500
41

D3200
002018
062500
45

D3200
002018
062500
48

60

D3200
002018
062500
68

118

X3200
002018
062500
09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的平潮镇
污水处理厂，处理工艺不能有效处
理污水；乡镇的雨污分流系统形同
虚设；
通扬运河水质差。

南通启东市的王鲍第二砖瓦有
限公司，含油废土经南通市环保局
审批后可以进行焚烧，但投诉人认
为南通市环保局违规审批，应由江
苏省环保厅审批，且必须经过一定
处理才能焚烧，
不能直接焚烧。

前期向督察组反映
“南通市通
州区三余镇胜利村 17 组纪汉琪养
猪场，
臭味扰民，
猪粪直排农田，
死
猪直接扔在农田”处理情况不满
意，
仍有臭味。

南通海门市包场镇 335 省道两
边，违章搭建，随意堆放垃圾并
焚烧。

X3200
002018
062500
10

南通市海安市海安镇中坝路
131 号的海安县联发染整厂，废气
污染。

120

X3200
002018
062500
21

南通市南通醋酸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6 月 11 日接到当地环保部门通
知，
12 日就立即停产，
以逃避检查。

121

122

123

X3200
002018
062500
28

X3200
002018
062500
30

污染
类型

南通市
崇川区

其他
污染

经查，新桥新村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兴建的老小区，新桥新村 20 幢、21 幢位于新桥
新村 3 号道东侧，南侧为新桥菜市场。经现场核查，20 幢三单元北侧污水井（临近西侧
道路）存在污水外溢迹象，
20 幢、21 幢周边环境卫生较差。

南通市
如皋市

其他
污染

2018 年 6 月 27 日现场检查，
南通波涛化工有限公司双酚 S 车间未生产，
5 月 14 日该
公司向如皋市环保局长江分局报备，由于销售及设备维修原因，自 2018 年 5 月 15 日停
产，公司拟停产 2 个月。检查时苯骈三氮唑车间、甲基苯骈三氮唑在生产，废气处理设
施在运转，喷淋液符合操作规程要求。根据验收资料和环保日常监管情况，该公司双
酚 S 项目所产生的污染物能得到有效的处理，符合环保要求。前期检查发现该公司存
在车间无组织气体不能完全收集、排放废水出现总氮超标的问题。

南通市
如东县

畜禽
养殖

经查，该养猪场目前生猪存栏约 150 头，无环保相关手续,最近居民距离该养猪场
约 100 米。该养猪场建有两个土质蓄粪池，
采用简易防渗措施，
猪粪尿收集至蓄粪池发
酵还田；
养猪场东侧 10 米和南侧 10 处排水渠附近无猪粪尿排入痕迹；
该养猪户猪舍东
北侧面积为 0.3 亩的蓄粪池位于基本农田内，
其余均符合用地要求，
但未办理设施农用
地手续。现场检查时猪舍门窗未关闭，
养殖废气无组织排放，
有一定异味。

南通市
通州区

南通市
启东市

南通市开发区小海街道的金
红印花有限公司排污证一证多用， 南通市
违规将厂房和生产线租赁给其他 开发区
小老板非法从事印花和染色，排放
废气扰民。

119

X3200
002018
062500
24

行政
区域

南通市通州港区通洋工业园内
的南通弘顺印染有限公司（原名通州
市金红化纤印染有限公司），存在以
下问题 ：1. 环评中的设备已全部淘
汰，新设备无环保手续擅自投入生
产 ；2. 污水处理设施未完成环保验
收，污水排放量与许可证不符，3. 印
染污泥台账数量不符，污泥处置去向
不明。

南通市启东市崇海界河与毛套
河交汇处向东 200 米、800 米（原大
丰乡爱丰村 8 组及 2 组）的陆永兵养
鸭场，养殖废水直排海界河，污染河
水，
臭味扰民。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富民菜
场旁边的一条河流，水体黑臭；广告
宣传车高音喇叭噪声扰民；开发区
新开路深夜，改装汽车和摩托车的
交通噪声扰民。

南通市
通州湾
示范区

南通市
海门市

南通市
海安市

南通市
开发区

水

其他
污染

调查核实情况

1. 平潮镇污水处理厂（南通市通州区栖枫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经查，
该污水处理
项目于 2010 年 3 月 5 日通过环评审批，
尚未通过环保验收。2017 年启动实施污水处理
项目提升改造工程，主体工程现已基本完工，目前全厂处于运行调试阶段。该污水处
理项目采用 CASS 工艺，
现场检查时污水处理厂各单元均在运行，
次氯酸钠消毒池为本
次提升改造新增单元，正在调试。经采样监测，废水总排口总氮超标。2. 乡镇雨污分
流系统。2016 年全镇共新建污水管网 4.6 公里，2017 年共新建污水管网 5.3 公里，其中
老小区雨污分流改造 1.2 公里。2018 年，全镇将新建污水管网约 9.7 公里，目前已完成
2.12 公里，其余正在施工中。针对镇区污水主管网已实施多年以及建设街、通扬路管
网水流不畅通的实际情况，
平潮镇 2017 年 12 月对镇区污水主管网进行机器人探测、疏
通维护，
2018 年 1 月疏通到位。根据施工单位 2018 年 4 月 16 日完成的污水管网现状分
析报告，检测过程中发现 6 处污水管井中有雨水管混流问题。3. 通扬运河水质。2018
年 6 月 26 日，
区环境监测站对通扬运河平潮中学、勇敢大桥断面河水采样监测，
所测指
标均符合地表水Ⅲ类标准。
经查，启东市王鲍第二砖瓦有限公司含油废白土综合利用项目于 2012 年 5 月取得
启东市环境保护局环评审批意见，2012 年 7 月取得同意试生产批复，2012 年 12 月通过
启东市环保局组织的项目“三同时”竣工验收（启环发〔2012〕140 号）。公司于 2012 年 8
月取得省厅颁发的含油废白土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核准经营范围是处置、利用含油废
白土（HW08）8000 吨/年#，有效期至 2017 年 12 月（初次发证日期 2012 年 8 月 14 日），目
前正在换证过程中，已于 2018 年 4 月取得启东市环境保护局预审意见，换证材料于
2018 年 5 月提交南通市行政审批局，
目前正在审核过程中。根据原环保部《关于做好下
放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审批工作通知》
（环办函〔2014〕551 号）、江苏省厅《关于做好危险
废物经营许可审批权限下放管理工作的通知》
（苏环办〔2016〕51 号）规定，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除环办函〔2014〕551 号下放至省厅的许可证审批事项外，原由省厅审批的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颁发、变更和期满换证事项均下放至省辖市环保局审批。故该公
司利用含油废白土（HW08）类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期满换证事项由南通市行政审批局
办理。该公司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到期换证，2018 年以来未接收处置过废白土。
2018 年 6 月 13 日，启东市环保局检查发现该公司粉煤灰原料堆场未采取遮盖等防扬尘
措施、含油废白土危废暂存场所地面未采取有效防渗漏措施，
外排烟气经监测超标。

经查，南通金红印花有限公司年产 6000 万米印花、1000 万米染色项目于 2016 年编
制自查评估报告并备案登记，该公司建有 3 个车间，其中一、二车间设备由该公司投资
建设，承包给他人管理，厂内现有设备未超出自查评估报告内容，上述 3 个车间定型机
废气经静电净化装置处理后高空排放。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停产整改。企业原有
燃煤锅炉和导热油炉均已拆除，燃气锅炉不在运行。前期现场检查发现的该公司“11
大气,
、
“蚊帐染色项目、5 台磨毛机生
其他污染 台染缸更新项目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擅自开工建设”
产项目未办理环保验收手续，
擅自投入运行”
等环境违法行为，
开发区环保局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立案查处；
另针对该公司无排污许可证违法排污的环境违法行为，
区环保局已
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责令该公司停止违法排污行为并处罚款，
目前该公司正在申领排污
许可证，
已通过自行监测、信息公开等环节。

畜禽
养殖

根据前期举报情况，
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已对该养殖场发出《整改通知书》，
并进行
立案查处。养殖场在调查过程中已将农田中的粪污清理，
农田中管道封堵，
病死猪在三
余镇监督下进行无害化处理，
同时与通州湾示范区环境卫生管理所签订粪污清运合同，
定期对化粪池中粪污进行清运，
目前清运工作已开展。经再次核查了解，
举报人不满意
的起因是养殖场附近居民从养殖场化粪池中运输粪便用来施肥，导致臭味扩散。针对
举报人反映的臭味问题，
要求养殖场停止将粪污直接还田利用处理，
严格按照要求由环
境卫生管理所清运处置，
减轻臭味影响。

其他
污染

1. 违章搭建。经查，包场镇 335 省道两侧的确存在违章搭建情况，海门港新区已成
立专项工作组对该区域违章搭建情况进行全面摸排，确认存在的违建，进行分类、分责
任治理。在农保区的由国土部门进行处理，
在公路控制红线 40 米范围内的由市交通局
包场公路管理站负责处理，其余的由综合执法局进行处理。2. 随意堆放垃圾并焚烧。
经沿包场镇 335 省道开展现场巡查，
发现沿线的确存在部分垃圾堆放不规范，
个别点存
在焚烧痕迹。

大气

其他
污染

经查，
举报反映的为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 7 个子公司，
有废气排放的子
公司为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南通联发天翔印染有限公司、南通联发领才织染有
限公司、南通联发印染有限公司及江苏联发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
主要是各生产单元烧
毛、后处理工段产生的废气，
污水处理设施区域废气，
污泥压滤、贮存区域产生的废气及
污泥焚烧工段产生的废气。经查阅相关资料，以上各子公司废气委托监测各项污染指
标均达到相应标准限值。检查发现，
部分子公司存在以下环境污染问题：
1. 南通联发领
才织染有限公司 1 套油烟净化装置、南通联发天翔印染有限公司 2 套油烟净化装置、南
通联发印染有限公司 3 套油烟净化装置为老型号油烟净化装置，
处理效率不能满足最新
环保要求。2. 江苏联发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污泥压滤区域（含污泥压滤辅助设施）、污
泥贮存区域、污水处理设施水解酸化池加盖封闭设施废气收集效率不能满足要求，
污水
处理设施中污泥浓缩池、前物化池未加盖封闭，
周围区域有一定异味。

南通市
开发区

畜禽
养殖

噪音,
水

问责
情况

处理和整改情况
1. 城东街道安对新桥新村 20 幢、21 幢周边卫生进行保洁，
并对污水井盖周边
着重清理。2. 市政养护公司逐一检查窨井，对存在堵塞情况的管道，利用高压水
枪车进行疏通。3. 两幢楼周边保洁和污水井盖周边已清理，
管道已畅通。4. 城东
街道将加强对该区域日常管理，
强化保洁力度，
做好长效管控。

无

部分
属实

1. 如皋市环保局对该公司废水总氮超标排放违法行为，
下达了《责令改正违
法行为决定书》，并立案查处。2. 如皋市环保局督促该公司双酚 S 车间恢复生产
前，
对各项污染防治设施进行全面检查，
确保生产时各项污染防治设施能够稳定
有效运行，做到稳定达标。3. 如皋市环保局责令该公司加强对无组织废气收集
处理。4. 该公司已分析废水总氮超标原因，
采取针对措施；
无组织废气收集不完
全的问题正在整改。

无

部分
属实

1. 如东县环保局要求该养殖户在西侧建筑高度 2 米以上的封闭式挡风墙，
并
及时清理圈内粪污，减少臭气产生扰民。2. 如东县国土局要求该养殖户按规定
办理设施农用地手续。3. 河口镇人民政府按照网格化的要求对该养殖场加强监
管，
对简易蓄粪池进行整改，
消除环境安全隐患。

无

部分
属实

1. 通州区环保局 2017 年 4 月 10 日已对南通市通州区平潮自来水厂有限公司
受委托运营的平潮镇污水处理厂未经验收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下达《行政
处罚决定书》，
责令其停止污水处理运营并处罚款，
因该污水处理厂为公益项目，
按照法律规定，
未停止运营；
2018 年 6 月 29 日对南通市通州区栖枫污水处理有限
公司尾水中总氮超标行为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责令其立即改正，
尾
水达标排放。2. 通州区住建局牵头组织平潮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配套管网建
设，
并对南通市通州区栖枫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设施运营进行监督管理；
要求南通
市通州区栖枫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南通大恒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强化污水处理设
施运行管理，加快项目调试进度，保持设施各单元正常运行，确保尾水稳定达标
排放，健全污水处理、污泥转运台账。3. 平潮镇政府加快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建设，尽快实施 6 处雨污混流阴井封堵工程，目前已招标，2018 年 7 月 31 日前完
成 6 处雨污混流阴井水下封堵；科学推进全镇污水管网建设，有效提升全镇管网
覆盖率和污水收集量，尽快完成南通市通州区栖枫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污水处理
项目环保
“三同时”
验收，
目前已签订验收合同，
6 月 21 日完成现场监测，
拟于 6 月
30 日组织环保竣工验收专家现场会。4. 通州区环保局继续加强对通扬运河水质
监测，
发现异常随时采取应急管控措施。

无

部分
属实

1. 启东市环保局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对该公司粉煤灰堆场未采取遮盖、含油
废白土危废暂存场所地面未采取有效防渗漏措施两环境违法行为作出了责令立
即改正并处罚款。2. 启东市环保局于 2018 年 6 月 16 日对该公司超标排放烟气污
染物环境违法行为作出了责令立即改正，
并处罚款的环境行政处罚告知，
并启动
按日计罚程序。3. 启东市环保局要求公司尽快完成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换证
手续，
在未完成之前不得非法接收处置含油废白土。

无

部分
属实

1. 南通开发区环保局尽快对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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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环境违法行为下达行政处罚决定（通开环罚立〔2018〕12 号），
督
促企业对违法行为进行改正。2. 南通开发区环保局继续强化对企业的环境监
管，未取得排污许可证之前不得擅自恢复排污行为。3. 南通开发区环保局对举
报件中反映的废气排放扰民等情况加强监督检查，
违法行为一经发现，
将依法从
严予以查处。

无

基本
属实

1. 针对前期养猪场粪污未规范处置，综合执法局、三余镇人民政府已核发
《整改通知书》，
要求养殖场按规定处置，
建议使用吸粪车抽取，
不外排，
以降低臭
味影响。同时综合执法局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核发《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责令
养猪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粪污按行业主管部门要求规范处置，
并处罚款。2. 三
余镇人民政府要求养殖场禁止将粪污交由附近居民直接还田处理，必须由与之
签订合同的通州湾示范区环境卫生管理所清运处置。3. 胜利村村委负责对养殖
场附近居民进行走访沟通，消除矛盾；配合三余镇人民政府做好监管工作，包括
养殖场场区周边环境的整洁，
养殖场不得扩建，
绿化种植情况。

无

基本
属实

1. 海门港新区管委会制定违章搭建问题整改措施，
2018 年 7 月 6 日前完成排
查摸底，摸清底数；2018 年 12 月 30 日前完成立案查处，要求自行拆除；对未按要
求自行拆除的违章搭建，2019 年 10 月底前完成集中取缔拆除；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确保违建零增加。2. 全面排查清理道路两侧垃圾及焚烧痕迹，发现一处清理
一处；完善垃圾收贮运制度，强化宣传教育，严格督办巡查，加强环境治理力度。
3. 工作组已组织属地村居工作人员开展对周边群众的沟通、宣传和解释工作。

无

基本
属实

1. 海安市环保局对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存在的环境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要求
该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底前必须落实相关措施整改到位，
一是对污泥压滤区域、污
泥贮存区域、污水处理设施水解酸化池加盖封闭设施进行维护保养，确保废气收
集满足要求；
二是对污泥浓缩池、前物化池实施加盖封闭；
三是对处置效率不能满
足最新环保要求的油烟净化装置实施淘汰更新，并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
（海环令字〔2018〕18 号），逾期未整改到位将责令停产。2. 开发区（城东镇）按
照网格化环境监管和领导包案责任制度要求，加强对该公司督查巡查力度，确保
整改到位，
不发生环境违法违规行为。

无

市、区两级环保部门将继续强化对该公司的监督管理，督促其加强厂区环境
管理，
确保各类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
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无

属实

针对举报件中反映的内容，
南通开发区环保局对南通醋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蒸汽、
电、天然气等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企业 6 月 11 日至 6 月 13 日应不存在临时停产情
况。6 月 14 日、6 月 19 日南通开发区环保局对醋酸化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6 月 14 日中 不属实
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下沉督察第三小组、6 月 23 日省环保厅也对该公司进行了现场
核查，
以上多次检查均未发现企业临时停产规避检查的情况。

经查，南通弘顺印染有限公司化纤印染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估报告于 2018 年 4 月通
过专家评审，
2018 年 5 月通过南通开发区环保局备案登记。现场核查，
现有设备与早期
环评审批及验收设备确有不符，但未超出后评估报告内容，且根据后评估专家评审意
见，
企业现有总生产规模仍维持在一期验收规模。该公司建有一座 6000 吨/天的污水处
理设施，
以上污水处理设施涵盖在后评估报告内，
现场检查时，
污水处理设施正在运行，
南通市 其他污染, 现场正在排水，在线监控及现场采样监测结果显示废水污染物浓度未超过国家排放标
开发区 水,土壤
准，雨水排口经采样监测未超过国家排放标准。根据企业排污许可证污染物排放浓度
限值及排放限值换算出的年废水排放量，该公司 2017 年以及 2018 年 1 月至 5 月废水排
放量未超出换算量。该公司水处理污泥与淮安市飞月新型节能墙材有限公司签订了处
置协议，委托期限：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根据企业提供的水处理污泥处
置台账，共处置水处理污泥量为 391.06 吨，目前公司贮存量为 600 吨。现场检查发现，
该公司废助剂桶堆放在厂区库房内，
未规范张贴危险废物标志标识。

南通市
启东市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经查，
举报反映的实为启东市双胞胎鸭子养殖专业合作社，
该合作社在毛套河、海界
河交界处及东侧 800 米处各建有 1 处养殖点，在海界河内架设网簖，鸭子散养在河道内，
棚舍占地面积约 1400 平方米，
目前两处共存栏鸭子 15000 余只。陆上养殖场内建有化粪 属实
池，尾水入河，东侧泯沟有污染情况，现场环境较差，养殖废气对周边居民造成一定污染
影响。

1. 关于富民港河黑臭问题。南通开发区建设局于 2018 年 3 月 22 日至 4 月 15 日期间
委托专业单位多次对富民港河进行了现场河道勘察及水质检测，结果显示该河道属于
轻度黑臭。经统计，
富民港河民兴路以北至天星横河段涉及排口约 58 处，
其中对上海路
至民兴路段排出口进行了重点排查，
发现此河段约有 18 个排出口有明显污水排出，
主要
原因为河道周边小区部分居民自行改造排水系统，
将阳台水、车库水等生活污水排入雨
水管道后入河，造成水体水质恶化。2. 关于富民港菜市场边广告宣传噪音扰民问题。 部分
2018 年 6 月 27 日，
中兴街道城管中队对富民港菜市场周边进行现场巡查，
未发现广告宣 属实
传车高音喇叭噪音扰民问题，但发现路边西瓜等水果摊贩等有利用喇叭进行叫卖的情
况。3. 关于新开路深夜交通噪音扰民问题。2018 年 6 月 28 日，南通市交警五大队加强
了对新开路的夜间巡逻值守并安排勤务指挥室专门调取新开路周边监控摄像视频，未
发现改装的汽车及摩托车出现。

1. 南通开发区环保局对该公司“废助剂桶未按规范要求设置危废标志标识”
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2. 南通开发区环保局督促企业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后
评估报告及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要求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规范运行各项污染防
治设施。3. 该公司已将厂内贮存的废助剂桶转移处置，
下一步将强化对厂区危险
废物的贮存管理。

1. 东海镇政府现场发出整改通知书，要求其立即将河内网簖拔除，不得再散
养在河道内。东侧污染泯沟立即进行整治清理。改善养殖场内环境，
粪污及时清
理还田。2. 启东市农委、东海镇政府加强对该养殖场的监督管理，要求业主加强
养殖管理，
严禁污染物未经处理直排外环境。3. 东海镇政府做好周边群众的信访
维稳工作；
召开全镇畜禽粪污治理动员大会，
对全部畜禽养殖场开始排查整治，
向
养殖户发放整治告知书，提出整改要求，定标准定时间，由养殖户自行签署承诺
书，承诺开展整治或自愿清棚停养，全面达成整治目标。4. 该合作社已于 6 月 29
日将河内网簖全部拆除；
东侧泯沟污染正在清理整治中，
预计一周内整治到位。
（一）关于富民港河黑臭问题 1. 富民港河黑臭水体整治项目已经列入南通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黑臭水体专项治理行动方案，
正在招标。2. 开发区河长办将督
促中兴街道“河长办”及该河河长认真履职，加强巡河力度，加大巡河频次，做到
发现问题立即上报、及时处置。3. 开发区水利部门将加大引江调水的力度，提高
引江调水的频次，
做到有水必引，
有效拉动水体流动，
及时补充更换新鲜水源，
促
进河道水质有效改善。
（二）关于富民港菜市场边广告宣传噪音扰民问题 开发区管委会已责成中
兴街道强化对富民港菜市场周边的日常巡查管理，督促周边摊贩文明经营，不得
使用高音喇叭进行吆喝叫卖。
（三）关于新开路深夜交通噪音扰民问题 交警五大队将加强对改装汽车和
摩托车的查处力度，
同时联合车辆管理部门共同对此类情况加强管理。

（下转 A7 版）

无

无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