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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众 信 访 举 报 转 办 和 边 督 边 改 公 开 情 况 一 览 表（第二十八批次）
（2018 年 7 月 3 日）
受理
序号 编号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问责
情况

属实

1. 如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现场应急处
置，受污染河水全部处置完毕，永丰河恢复贯通，河水正常。2. 如东县环保局对该公
司通过私设暗管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超标废水、危险废物废胶桶未规范设置危险废
物识别标识、露天堆放水处理污泥、未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等违法行为进
行立案查处，同时将按照相关程序对企业涉事人员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3. 如东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按照网格化管理要求，加强对该企业的监督管理。如东县环保局
和如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将定期跟踪企业停产整治情况，确保处罚依法执行到位，
企业环境违法行为整改到位。4. 汇鸿（南通）安全用品有限公司已停产，已封堵两处
私设管道，将露天堆放的水处理污泥存放至固废仓库。目前正在进一步排查环保方
面的其他存在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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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海门市四甲镇的金易
橡塑有限公司、包场镇的海门南
D320 回橡胶有限公司、麒麟镇的麒麟
经查，金誉橡塑（海门）有限公司和南通展麒橡胶有限公司分别于 6 月 1 日、5 月 27 日停产至今。南通回力橡胶有限公司正常
00020 橡胶厂，废气扰民，废水超标排 南通市 水， 生产，由于前期也有相关举报，根据现场检查及监测显示，该公司废水、废气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废水、废气经监测均达标。
18070
海门市 大气 以上三家公司虽然近几年不断投入加大废气处理能力，但由于未能完全实现负压生产，废气对周边环境仍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在
20012 放。6 月 29 日当地政府要求橡
气压低等不良气候条件下尤为明显。
胶制品企业停产整顿，这些厂没
有完成整改继续违规生产。

基本
属实

1. 针对海门市再生橡胶生产的行业性问题，海门市委、市政府形成了《海门市再
生橡胶企业转产转型专项行动方案》
（海政办发〔2018〕64 号），对全市所有再生橡胶
企业开展集中整治，通过就地转型转产一批、进区入园一批、关闭取缔一批，彻底解
决海门市再生橡胶企业的环境问题。2. 海门市要求南通回力橡胶有限公司加强过
渡时期的日常管理，确保设施正常运行，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同时要严格按照
自行监测要求，定期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监测，如发现超标，立即采取停产限产
措施，查明原因问题解决后方可恢复生产；责令金誉橡塑（海门）有限公司、南通展麒
橡胶有限公司在联合验收结论出台前不得恢复生产，若达不到准入条件的，要求属
地区镇严格按照方案要求，实施关停，并在 2018 年年底前完成主要生产设备拆除等
工作。3. 各属地区镇政府将加大对过渡时期再生橡胶企业的管理力度，督促企业严
格执行各项环保制度，并做好过渡时期对周边群众的宣传、沟通和解释工作。4. 海
门市环保局将加大对过渡时期再生橡胶企业的执法监管，一经发现环境违法行为，
从严从重查处。

无

38

D320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军
大
00020 山花园附近有工业企业废气扰 南通市 气，
18070 民，质疑军山花园建设项目环评 开发区 其他
20020 审批手续。
污染

经查，南通军山花园项目环评于 2008 年经南通市环保局批准（通环表复〔2008〕0006 号），针对小区周边企业废气扰民问题，
已将部分企业实施搬迁，违规项目责令停产。目前，小区周边主要有中格复合材料（南通）有限公司、南通正大饲料有限公司、嘉吉粮
油（南通）有限公司等工业企业，相关整改情况如下：
1.嘉吉粮油（南通）有限公司400吨/日棕榈油物理精炼项目等四个项目未经环保
验收擅自投入运行，目前已停运，正在开展验收工作；企业正在实施废气提标改造工程。现场对该公司厂界无组织废气排放情况、军
山花园小区、金水湾小区空气质量开展环境监测,无组织臭气浓度均符合国家标准，但有时仍能闻到豆粕气味。2. 中格复合材料（南
通）有限公司有异味产生的玻璃格栅模塑、拉挤生产项目已停产，设备已拆除，厂区周边无明显异味。3. 南通正大饲料有限公司未经
环保审批的虾蟹饲料项目已全面停产，
相关原料、产品已全部清理出厂区，
厂区周边无明显异味。

部分
属实

1. 开发区环保局对嘉吉公司相关项目未经环保验收擅自投入运行的违法行为
立案查处。同时，督查其加快废气深度提标改造工程的实施进度，限期 8 月底前完成
改造工程并投入试运行。2. 开发区环保局要求中格公司规范开展半成品装配作业，
所有半成品装配作业须在室内进行，待异地新厂正式投运后将半成品装配工段整体
搬离通富路厂区。3. 开发区环保局将强化对正大公司的日常监管、监测，严防企业
擅自恢复产生异味工段的生产。

无

39

1. 南通天龙塑业有限公司 经查，该公司塑料制品生产过程中吹塑机和注塑机融化塑料粒子时有气味产生，自查评估报告中
没有要求配套建设废气处理设施，车间废气未能有效收集和处理，现场检查时，车间外及厂界下风向未闻到明显异味，在厂界下
风向采样监测，非甲烷总烃远低于相关标准。该公司配有两台空压机和一台循环水泵，运行时有噪声产生，未采取有效的隔声降
D320
南通市如东县掘港街道天
噪措施，上述设备靠近公司北围墙，北围墙外不足 10 米处为居民住宅楼，噪声敏感点昼间厂界噪声经监测符合相关标准，虽然结
大 果达标，仍对厂区北侧住宅楼居民有一定的影响。此外，检查还发现，该公司未编制环境应急预案、危险废物管理不规范，未建设
00020 龙塑料制品厂，离居民区太近， 南通市 气，
18070 噪声和异味扰民；厂内还开了一 如东县
危险废物仓库、未建设规范化雨污排口。2. 如东江海庭院餐厅 该饭店位于南通天龙塑业有限公司厂区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
噪音
20027 个江海庭院饭店，油烟扰民。
记表已备案登记，营业过程中产生的油烟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排入下水道，废水直接排入城市污水管网，未配套建设隔油池，
废水经采样监测超标。此外，该餐厅经营用房是由天龙公司厂房改建的，不符合土地规划部门要求。3. 如东县掘港镇车爵士酷装
美容养护中心 检查中发现，该洗车场也位于南通天龙塑业有限公司厂区内，2017 年 6 月进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登记，其用房属违章搭建。

基本
属实

1. 如东县环保局对南通天龙塑业有限公司危险废物未按规范进行管理、未建设
危险废物仓库和未编制环境应急预案的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并处罚款；限期一个月
内对空压机和水泵产生的噪声采取有效的隔音降噪措施，减少对附近居民的影响；
限期一个月内建设规范的危险废物仓库，并实施雨污分流，建设规范化雨、污排口；
限期二个月内对车间废气进行有效收集和处理，编制好应急预案并报环保备案。2.
如东县环保局对如东江海庭院餐厅未设置规范化油烟排口和废水超标排放的行为
环保局责令改正，并处罚款；如东县城管、国土部门对该餐厅的违规建筑进行立案查
处。3. 如东县城管、国土部门对如东县掘港镇车爵士酷装美容养护中心的违规建筑
进行立案查处。

无

40

南通市如皋市江安镇小燕
D320 村鹏程眼科医院向东 1000 米泰
00020 豪服饰斜对面的一家洗涤厂（老 南通市
18070
如皋市
20038 板叫王友兵），未经处理的废水
直排厂区南侧的胜利河内。

基本
属实

按如皋市“散乱污”企业整治要求进行整治，生产设备已部分拆除，废水沉淀池
已用土填平，将于 7 月 31 日前拆除全部生产设备，并清离现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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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20
00020
18070
20039

经查，杨印兵猪场目前存栏母猪 20 头，小猪 40 头，壮猪 150 头左右，该养猪场产生的猪粪经化粪池处理后，干粪送农田综合
利用，上清液排入西侧泯沟。现场发现西侧泯沟环境较差，水色较深，有泡沫漂浮。据现场负责人介绍，因养猪年代久远，化粪池
效果不太好，导致部分猪粪直排西侧泯沟。

属实

1. 启东市环保局要求杨印兵立即停止向外环境直接排放养殖废弃物的环境违
法行为，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污染，清理整治西侧泯沟。2. 寅阳镇政府要求杨
印兵养猪场于 2018 年 10 月底前完成拆除。3. 市环保局、市农委、寅阳镇政府督促杨
印兵养猪场的环境整治工作，确保问题处理到位。4. 启东市政府要求寅阳镇党委政
府做好与信访群众的解说与沟通工作，并通报该信访处理结果。5. 杨印兵养殖户
2018 年 7 月 4 日开始清理整治西侧泯沟。

无

42

南通海门市悦来镇人民西
路的海门市金易焊接材料有限
D320 公司，存在以下问题：1. 该公司
00020
南通市
18070 污水直排河道。2. 厂区内南侧 海门市
厂房出租给另外一家公司，
该公
20041
司夜间排放黑色粉尘和刺鼻气
味污染扰民。

经查，海门市金易焊接材料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焊接材料、金属粉末生产，项目已通过环保审批和验收。该项目无工艺废水产
大 生，废气为各车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颗粒物，配套建设了三套颗粒物脉冲滤袋处理设施。该公司前期已被举报，前期检查时，废
气， 气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废气经监测均达标。7 月 7 日再次现场检查，该公司高速机车间筛粉工段正在组织生产，配套的废气处理
水 设施没有全部运行。此外，经核查，该公司南侧厂房分别为该公司的混粉包装车间、双辊皮带车间及破碎机车间，未发现出租给
另一家公司的情况。

部分
属实

1. 海门市环保局对企业生产过程中部分配套的废气处理设施运行不正常的环
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要求企业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加强管理，确保污染防治设施
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2. 悦来镇政府按照环境监管网格化要求督促企业立即
改正违法行为，加强对企业的日常巡查和管理，对周边群众组织开展宣传、沟通和解
释工作。海门市环保局加强对企业的执法监管，加大检查频次，发现违法行为，依法
从严从重查处。

无

经查，举报反映的为南通市汇晟建材市场有限公司，主要是将市场门面以租赁方式租给商户从事石材加工、销售。关于环保
相关手续方面，前期通州区环保局已实施行政处罚，企业已整改。该公司现有从事石材切割、磨边的经营户 34 家，核查情况如下：
1. 废水方面。切割废水和水幕除尘定期排水均排入各自的沉淀池后回用，各加工车间外雨水管道未发现生产废水排入的迹象，也
未发现设置排污口，生产区域内局部为有水生产区，用水区域设置了水循环收集使用系统。该公司雨污分流不彻底，生活污水排
入雨水管道，排查发现，一部分生活污水排入各经营户自家化粪池，另一部分通过雨水管道排入市场自建的初期雨水收集池，由
环卫部门定期清运，现场目测九圩港横河河水浑浊，经监测属劣Ⅴ类，主要原因为早期的市场生活污水和沿河居民生活污水排放
所致。2. 废气方面。石材打磨过程中有粉尘产生，粉尘收集处理装置均处于运行状态，现场对正在加工的部分商户有组织排放粉 部分属
尘进行了抽测，并对汇晟公司整个市场无组织排放粉尘进行了监测，均符合相应标准。3. 噪声方面。石材加工时有噪声产生，通
实
过走访周边群众未发现有夜间生产加工行为，经监测，厂界噪声值均符合相应排放标准。该公司卫生防护距离内共有 67 户居民，
另有防护距离外但距离较近的居民 17 户，厂界噪声对附近居民确有影响。目前，平潮镇政府正在对上述 84 户居民实施拆迁，目
前已拆 65 户,另 19 户认为拆迁补偿价格低以及安置房没有房产证未签订拆迁合同。4. 固废方面：大理石边角料、石粉及废胶桶
均暂存在二期空置厂房内，并分别与南通弘瑞工业废物综合处置有限公司、如东大恒危险废物处理有限公司签订有处置协议，有
处置台账。沿九圩港横河北岸坡发现有大理石边角料填埋，经走访周边群众得知拆迁前九圩港村村委会和沿河住户对河道北侧
岸坡进行过固岸作业。

1. 通州区环保局责成南通市汇晟建材市场有限公司立即整改，严格执行雨污分流，
确保生活污水不外排。
2. 通州区环保局要求该公司立即清理九圩港横河北侧填埋的大理石边料，7 月 10 日
前清理到位。
3. 通州区环保局进一步强化对该公司的环境监管，依法查处违法排污行为。
4. 平潮镇政府对九圩港横河实施清淤疏浚和河道整治，同时加快居民拆迁进度。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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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D320
南通市如东县开发区强生 南通市
00020 手套厂附近的永丰河，
河水呈牛
18070
如东县
奶状。
20003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水

经查，举报反映的河道为如东经济开发区永丰河，受污染河段在永丰河太行山路桥东侧雨水排口附近，受污染河段长度大约
200 米，水面宽度 10 多米，事发时，受污染河水颜色呈乳白色。经问询调查，开挖取证，判断永丰河河水污染源为汇鸿（南通）安全
用品有限公司。经查，2018 年 7 月 1 日上午 10 时 20 分至 10 时 48 分，该公司工人在进行设备维修时，擅自用潜水泵将车间集水池
内的约 6 立方米的内含天然乳胶的废水排入污水管道，因该公司污水管道与雨水管道在厂内有暗管相通，导致部分废水流入雨水
管网，通过雨水排口排入永丰河，永丰河水质监测结果显示河水受到污染。经查，该雨水排口系汇鸿（南通）安全用品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3 月非法新建。此外，检查发现，该公司还存在废胶桶未设置危废标识，水处理污泥（一般固废）露天堆放、未采取“三防”
措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未按规定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等环境违法问题。

水

南通启东市寅阳镇寅南村
19 组的一家养猪场（老板名为杨 南通市 畜禽
印兵），共养有约 200 头猪，将猪
粪直接倾倒在养猪场旁东西走 启东市 养殖
向河道内。

水,
大
气,
土
壤,
噪音

经查，举报反映的为王友斌服装水洗加工作坊，服装水洗生产项目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未配套建设废水处理设施。现场检
查时不在生产，该加工作坊废水主要为服装水洗废水，排入生产厂房北侧沉淀池内，现场检查时未排水；该加工作坊距南侧胜利
河 30 米左右，河水水质感观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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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九圩
D320 港村的石材市场，粉尘、噪声、污
00020
南通市
大理石废料埋在附
18070 水污染严重，
近的小河边，生活污水未经处理 通州区
20048
直排附近的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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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诉
人
对
D320000201806210069 的公开
的答复表示不满意，原因是没有
D320 正面回应以下三个方面的质疑：
00020
南通市 其他
18070 1.“规划 493.4 亩的农田来接纳 如东县 污染
处理后的沼液”中农田位于什么
20050 位置不清；2. 周边群众也不了解
环评审批情况；3. 公开设置 100
米卫生防护距离的依据。

拟建的河口镇畜禽粪污处置中心项目由河口镇人民政府审批，并在如东县政府网站进行了公示。根据建设项目审批的相关
规定，该项目需要进一步完善手续。关于该项目沼液还田区域，要求在手续完善过程中进一步明确。拟建项目环评表依据《制定
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
（GB/T13201-91）计算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为 50 米，并按照级差规定将本项目卫生防护
距离提级确定为 100 米。

部分属
实

1. 企业需进一步完善项目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手续，不得开工建设。2. 河口镇
以及相关部门将加快做好周边村民的宣传解释工作，争取取得广大村民的理解和支
持，群众工作不到位不开工建设。3. 南通市政府责令如东县政府进一步明晰审批权
限，组织专家对环评文件进一步技术审查；向河口镇畜禽粪便处置中心拟建地周边
群众群众说明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合理性，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待稳评等相关手续
完善后方可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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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20
南通如皋市如皋经济开发
00020 区的延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南通市
18070 生活污水通过雨水排口直排东 如皋市
20052 风河。

经查，延康汽车零部件如皋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汽车内外饰件的表面处理。现场检查，打开井盖逐个排查，该公司雨水管网内
无水流动。该公司共有两个化粪池，生活污水先通过化粪池处理后经厂区内污水管网排入金轮路园区污水管网。7 月 6 日检查
当日雨势较大，雨水管网内水位较高，在该公司北大门入口第三个雨水井取水样分析，监测结果重金属均低于相关标准。

不属实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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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20
00020
18070
20056

经查，南通松达纺织品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布料织造，无环保审批和验收手续，主要设备有 24 台喷气织机、1 台空压机及 1 台储
气罐。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布织造项目正在生产，生产车间噪声明显，主要噪声源为喷气织机及空压机，喷气织机车间已密闭，空
压机未采取隔声减震措施。该公司厂界噪声经监测超标。

属实

1. 开发区环保局对该公司“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擅自建设布料织造项目并投
入生产”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2. 小海街道督促企业全面停产整改，对织布车
间及空压机进行隔音降噪处理，未取得合法手续前不得擅自恢复生产。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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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如皋市袁桥镇，存在以
下问题：1. 原袁桥建筑站、原农
具厂内各有一家烤漆厂，排放刺
鼻气味扰民。2. 原农具厂内一
大
D320 家织布厂，污水直排。3. 无锡和
上海各有一家印染厂租赁恒昌
气,
00020 印染厂现有厂房进行生产，无环 南通市 水,
18070
如皋市
评 审 批 手 续 ，废 气 污 染 周 边 环
其他
20057 境，污水排入恒昌印染厂污水处
污染
理站内进行处理；恒昌印染厂污
水处理能力为 400 吨/天，实际
处理污水 4000 吨/天，远超设计
能力。

1. 原袁桥建筑站内烤漆厂 经查，举报反映的为如皋市卓典展示展览公司，从事展板喷涂项目的生产，未经环保审批和验收。
现场检查，该公司车间北侧设置有两个喷涂室，并排安装 3 台光催化氧化废气处理设施，喷涂作业时废气处理设施在运行，生产车
间内气味较大。 2. 原农具厂内烤漆厂 经查，举报反映的为如皋市野林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木质展柜制造，未经环保审
批和验收，车间配有切割机，无粉尘收集处理设施，该作坊无涂装工艺，仅在展柜表面贴装饰纸。现场检查，工人正在对展柜表面
进行处理，切割机不在运行，车间内有部分原料和成品，现场未发现油漆或喷涂痕迹。 3. 原农具厂织布厂 经查，举报反映的为如
皋创鸿纺织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针纺织品的制造、加工；纺织品、纺织原料销售，实际业务为丙纶线的织造，未经环保审批
和验收。检查时正在生产，生产车间内 80 台喷水织机正在运行，生产时产生的废水经车间内排水沟流入厂区北侧北焦港河边的
沉淀池内。喷水织机齿轮上的润滑油在机器运转时产生飞溅进入车间排水沟并最终排入厂区沉淀池。该公司沉淀池约 96 立方
米，水池内蓄水水位较高，水面浮油，沉淀池四周有大量废水渗漏并直接排入北焦港河，沉淀池渗漏处废水经监测超标。4. 如皋市 部分属
实
恒昌印染有限公司 将部分厂房和生产设备分别租给上海丰景服装辅料有限公司和吴江市齐氏纺织品整理有限公司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经查，如皋市恒昌印染有限公司该公司年产 1800 万米漂白染色布生产加工项目配套建设有日处理能力 1200 吨废水处理
设施一座，目前实际水量 700 吨/日，处理后的尾水排入北焦港河，设施出水排口安装有 COD、氨氮在线监控设备，与环保部门联
网。上海丰景服装辅料有限公司租用恒昌公司厂房设备主要从事衬布等纺织品的生产经营活动，检查时正在生产，高温定型设
备正在运行，高温定型机未配套建设废气处理设施，产生的废气经管道收集后直接排放，该公司无漂染工艺，现场未发现有废水
排放。吴江市齐氏纺织品整理有限公司租用恒昌公司的厂房及设备从事生产经营，同时恒昌公司提供 2 台氧漂机及 6 台卷染机
的产能给该公司，检查时不在生产，氧漂机不在运行，车间地面有部分积水，该公司氧漂废水经管道排入恒昌印染有限公司进行
处置，厂区环境脏乱差。

1. 如皋市政府按如皋市“散乱污企业”整治要求对如皋市卓典展览展示有限公
司、如皋市野林展览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整治。 2. 如皋市环保局对如皋市创鸿纺织
有限公司织造项目未经环评审批进行建设、织造项目配套的环保设施未经验收投入
生产、超标排放生产废水的违法行为分别立案查处。3. 如皋市环保局责令如皋市恒
昌印染有限公司出租上海丰景服装辅料有限公司的高温定型项目立即停止生产，废
气处理设施未安装到位之前不得恢复生产；对出租给吴江市齐氏纺织品整理有限公
司生产厂区环境开展整治。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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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20
南通市如皋市白蒲镇文著
00020 村林梓汽车站向西 1 公里处的 南通市
噪音
18070 南通弘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无 如皋市
20059 环评审批手续，噪声污染扰民。

经查，南通弘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220 万块砼多孔砖新建项目 2007 年 5 月通过环评审批。对照环评及批复，本项目产
能增加约 20%，建设地点、性质、工艺、原料及噪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未发生变化。如皋市行政审批局同意纳入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管理。本项目噪声主要来自于搅拌机、成型机、输送带等设备，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未按验收要求采取加设吸声罩、隔音
墙、厂房屏蔽、减震设置绿化带等措施，经监测，公司西厂界噪声超标，厂西北角最近居民宅前、厂西南角最近居民宅后所测昼间
环境噪声均达标。此外，检查发现该公司废气排气筒未设置标志牌。

部分属
实

2018 年 7 月 9 日，如皋市环保局对该公司污染防治措施不到位、噪音超标等
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皋环令字〔2018〕60 号），责令企业停产
整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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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20
南通市港闸区九圩港的港
土
00020 务公司内有一非法危废处置点， 南通市 壤,
18070 无任何手续，非法处置冶炼厂铜 港闸区 其他
20062 渣和船厂除锈喷砂，污染长江。
污染

经查，举报反映的项目为中远克莱芬防腐工程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铜矿砂加工生产，相关环保审批与验收手续齐全。而实际
经营主体为江阴市惠新德金属矿砂物资有限公司。现场检查，该公司已停产三个月，未发现非法处置冶炼厂铜渣和船厂除锈喷
砂现象。现场发现，该单位未对堆场铜矿砂堆进行有效覆盖，有扬散现象，且使用煤炭为燃料，而且实际经营地址与注册地址不
符，存在异地经营。

部分属
实

1. 港闸区环境保护局对江阴市惠新德金属矿砂物资有限公司贮存铜矿砂未采
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行为以及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使用高污染燃料的
行为进行立案查处。2. 港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未经批准，擅自变更公
司住所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其限期办理变更登记手续，逾期不登
记，将依法给予其相应处罚。

无

50

1. 海门市环保局要求该公司加强管理，采取措施有效控制氨水储罐补充氨水的过
D320
南通海门市三厂镇大生路 129
经查，海门大千日电有限公司发电项目，生产过程无刺鼻性气味产生，但在氨水储罐补充氨水的过程中会有因氨水挥发造成刺 部分属 程中可能造成的无组织排放；同时，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00020 号的海门大千日电有限公司，夜间 南通市
大气 鼻性气味产生。查阅该公司近一个月的废气在线监控数据，未发现有废气超标情况。经对该公司厂界外无组织废气（氨）进行监测，
尽快完成烟气超低排放技术改造工程项目和环保验收工作。2. 海门市政府要求属地政
18070 排放刺鼻气味扰民，投诉人怀疑偷 海门市
实 府三厂工业园区按环境监管网格化要求加强对企业的日常巡查和管理；海门市环保局
结果达标。
20070 排。
加强对企业的执法监管，一经发现违法行为，依法从严从重查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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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20
00020
18070
20072

投诉人对“南通启东市南阳镇
佐鹤村 2 组的养猪场（老板是丁卫
兵）臭 气 熏 天 ，离 村 民 住 宅 仅 30
1. 启东市环保局要求该养猪场及时清理猪棚和干粪堆场内的猪粪，干粪堆场做好
米。”的公开回复不满意。原因如
1. 举报反映的“干粪堆场内仅堆放少量猪粪。大部分猪露天粪堆放在农田里，没有分散用于施肥，恶臭气味扰民严重。”
密封措施，减少异味对周围环境影响，还田时尽量远离居民住宅。2. 启东市政府要求南
下 ：1. 干 粪 堆 场 内 仅 堆 放 少 量 猪 南通市 畜禽 检查时未发现养猪场有直排污染物、干粪室外堆放等情况，干粪区域已封闭。2. 举报人映的“当地政府不作为，建设养猪场时未考虑 部分属 阳镇人民政府对养猪场东、西两侧泯沟进行清理。3. 南阳镇政府尽快协调解决该矛盾，
粪。大部分猪露天粪堆放在农田 启东市 养殖 紧邻居民住宅的情况，质疑无环评审批手续。”该养猪场猪棚建筑面积约 350 平方，现存栏生猪 132 头，属非规模养殖，国家未有规定 实 并尽快拿出整治清理方案，确保问题处理到位。做好与信访群众的解说与沟通工作，并
里，没有分散用于施肥，恶臭气味扰
要求办理环评审批手续。猪棚距西北侧最近居民约 30 多米。
通报该信访处理结果。4. 南阳镇人民政府已于 6 月 30 日前完成养猪场西侧泯沟的清
民严重。2. 当地政府不作为，建设
理工作，目前正准备对东侧泯沟进行清理。
养猪场时未考虑紧邻居民住宅的情
况，质疑无环评审批手续。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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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20
南通市崇川区观音山街道伍桥 南通市
经查，举报反映的为祥峰金属管件有限公司，无营业执照，无环评审批手续，以做小加工、砂浆活动为主，经营者前期对部分旧工
00020
崇川区环保局、观音山街道要求该租赁户立即停止生产活动，并限期一个月内搬
村原村部西侧的金属加工厂油漆味
大气 具箱进行油漆翻新，导致异味较大，被周边住户举报。该金属加工厂紧靠埭伍桥社区安置过渡房，从事生产经营时，对过渡房租户存 属实
18070 扰民。
崇川区
离，该金属加工厂已停止生产。
在轻微噪声的影响。
20086

无

经查，举报反映的实为南通泰利达化工有限公司，现场检查该公司羧甲基纤维素、氨基酸系列表面活性剂在生产，废水及相应的
X320
南通市如皋市长江镇粤江路
废气处理设施在运转。对该公司污水排放情况进行核查，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5 月向污水处理厂排放污水量与环评规定年排放量
00020 36 号的江苏泰利达新材料有限公 南通市 水,
部分属
1. 如皋市环保局对该公司危险废物未申报违法行为立案查处。2. 如皋市环保局责
119 18070 司，臭味扰民，晚上废水通过管道偷 如皋市 大气 相符，该公司雨水公众井有视频监控，园区日常巡查也未发现异常。经对泰利达西侧约 150 米外的四号港进行采样监测，监测结果 实 令企业加强管理，消除跑冒滴漏现象。
水质正常。该公司生产原材料及产品都无恶臭因子，日常巡查未发现该企业有恶臭排放。此外，检查发现，该公司存在危险废物网
20003 排旁边的河中。
上未申报、生产现场存在跑冒滴漏现象等问题。

无

X320
该公司前期多次被举报，根据前期检查情况，启东市环保局于 2018 年 6 月对该公司粉煤灰堆场未采取遮盖、含油废白土危废暂
南通 启 东 市 王 鲍 第 二 砖 瓦
1. 启东市环保局前期已对该公司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2. 该公司目前正
120 00020 厂 ，长 期 燃 烧 煤 炭 排 放 废 气 污 染 南通市 大气 存场所地面未采取有效防渗漏措施、超标排放烟气污染物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该公司自 6 月 14 日晚上起停产至今，对废 部分属 在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换证手续，启东市环保局要求其尽快完成危险废物经营许
18070
启东市
气治理设施进行检查维护，公司已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对粉煤灰原料堆场采取遮盖防扬尘措施，于 16 日上午开始对危废暂存场所地 实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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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5
面采用环氧树脂防渗施工，于 24 日晚前完成。从目前现状和调查情况来看，未发现举报反映的长期燃烧煤炭的情况。

无

水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小海镇的
南通松达纺织品有限公司，织布 南通市
车间没有采取降噪措施，噪声扰 开发区 噪音
民。

（下转 A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