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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樊飞 通讯员 王凤章 陈明 报
道）今年，无棣绿泰工艺品有限
公司订单量成倍增长，销售额已
经突破了400万元。“税收专家
顾问跟进宣传辅导，服务很周
到。有了税务部门的问需帮扶，
企业发展的信心更足了！”公司
总经理翟俊玲说。

苇帘是无棣县历史悠久的
工艺品之一。无棣县有芦苇湿
地近25万亩，得天独厚的渤海
湾环境，造就了无棣芦苇坚韧
厚实的特性。当地农户将芦苇
作为原料，编成各种生产及生
活用具。为助力本地苇帘企业
发展，无棣县税务局建立“一对

一”政策推送和问需帮扶机
制。税收专家顾问团队网格化
下沉到企业一线，开展全方位
税企沟通和精细辅导，搭建税
企沟通桥梁，并建立问题反馈
台账，针对企业反馈的堵点、难
点、痛点问题提供针对性个性化
服务，做到企业经营模式、涉及
税收优惠政策、政策享受情况

“三个及时掌握”，企业发生重大
涉税事项跟进税收辅导、出台新
政策跟进政策宣传、提出政策
帮扶需求时跟进调研“三个及
时跟进”，营造更有利于苇帘加
工企业成长的服务氛围，帮助
小微企业端稳“致富碗”。

无棣县税务局：

税收专家顾问团队下沉企业一线
精准化问需帮扶苇帘加工企业成长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第十批）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十批信访举报件共计15件（来电1件、来信14件）。截至9月14日，已办结14件，阶段性办结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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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批 2021年9月14日）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
（通讯员 王家琪 报道）为加强
社会公众金融知识宣传教育，
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有效
防范金融风险，营造清朗金融
网络环境，招商银行滨州分行
为切实落实面向社会公众宣传
金融知识责任，经过精心准备
和策划，通过支行网点、户外大
屏、走进社区、线上平台等渠
道，联动线上线下宣传资源“四
部曲”，集中开展了“金融知识
普及月、金融知识进万家、争做
理性投资者、争做金融好网民”
系列宣传活动。

招商银行滨州分行充分发
挥网点宣传主阵地效应，在各

网点LED屏播放“普及金融知
识 提升金融素养 共建清朗网
络 共享美好生活”标语，在营业
厅显著位置摆放宣传海报，并
在“公共教育区”摆放多种金融
知识宣传折页。厅堂服务专员
身披绶带，利用客户等候时间
开展“金融知识小课堂”活动，
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

在发挥网点宣传阵地的基
础上，招商银行滨州分行积极
组织市场员工针对不同受众群
体制订了周末进社区宣传活动
方案，走进社区开展金融知识
普及宣传活动。在社区物业的
积极配合下，招商银行滨州分
行员工带着金融知识宣传物料

在社区广场进行了各类金融知
识宣传，包含基础金融知识、倡
导理性投资和合理借贷，预防
金融诈骗等各类金融知识。

在做好社区宣传的同时，
招商银行滨州分行在户外LED
屏上集中开展了系列金融知识
宣传，包含了警惕非法集资、远
离过度借贷、谨慎选择投资渠
道等内容，通过显著的广告宣
传渠道，强化金融知识普及宣
传效果，切实提升宣传工作质
效，践行银行企业社会责任。

招商银行滨州分行还通过
线上渠道，利用微信公众号平
台，根据真实案例，制作了系列

“以案说法”长图文进行金融知

识宣讲。针对校园在校大学生
群体，使用漫画推理案件的形
式，制作了“大学生离奇失踪事
件”宣传漫画，向社会公众宣传
校园贷、过度借贷带来的危
害。通过新媒体宣传手段，吸
引更多社会公众学习了解金融
知识，维护金融秩序稳定。

招商银行滨州分行将紧紧
围绕本次“金融知识普及月”活
动要求，整合内部宣传资源，积
极发挥主动性，重点围绕“一老
一少”两大重点人群进行针对
性金融知识宣传，提升社会公
众金融知识，共同维护金融稳
定。

招商银行滨州分行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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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平市临池镇东台
村309国道西侧 ，友
缘炉窑瓦厂于 2020
年投产，年底企业负
责人李某苗私自把
环评以及生产工艺
改动，并把验收材料
做涂改，以达到环保
审批的要求，蒙混过
关应付环保部门检
查。该企业实际生
产工艺与原审批工
艺不符，私自建设炉
窑烧砖瓦，使用煤炭
作为燃料，污染空
气，生产废水污染东
台村地下水源。

投诉人称依据政府
文件（临政发〔2018〕
9号）规定：严控污染
行业发展，严禁新建
扩建商砼以及砖瓦
窑、洗沙、石料厂、石
灰窑等重污染行业，
但是邹平市临池镇
东台村村南润川混
凝土有限公司却于
2019 年取得环保审
批手续。卫生防护
距离不足50米，却取
得环保验收手续；生
产废水排放到东台
村村民集体饮用水
井附近，造成污染；
噪音、粉尘影响严
重。

邹 平 市 环 保 局 在
2016-2018年期间审
批了建筑垃圾破碎
项目三十余家，事实
上这些项目都是破
建筑石子和玄武岩
石子，存在批建不
符，而且都存在违法
占地，石料露天堆放
问题。

村东北角，刘某涛养
殖了大量家禽，产生
大量畜禽粪便，噪声
污染，臭气熏天。

滨州市沙河街道办
事区小马村，该村北
领铝厂、西南电厂，
东边高速公路，上千
伏高压电在村民的
房顶上，噪声、辐射、
灰尘污染严重。

邹平市

邹平市

邹平市

邹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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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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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审批服务局、邹平市水利局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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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缘炉窑瓦厂”应为
邹平县泰兴景观砖厂，该厂年产青瓦
1000万块、青砖7000万块技改项目
于2020年7月由邹平市行政服务审
批局批复（邹审批环评〔2020〕296
号），2021年4月完成（一期）项目自
主验收。经现场核查，其环评及验收
文件均为原件，无涂改情况。
2.该项目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并安
装低氮燃烧器。现场检查时，该厂工
艺与环评一致，未发现存有煤炭。
3.因市场原因，企业现场未生产。项
目生产过程中无废水产生，不存在生
产废水污染地下水情况，制胚车间内
有积尘。
4.临池镇东台村饮用水源为地下水
源，水源井位于村委会办公室附近，
未发现异常。

9月5日，邹平市组织临池镇、市生态
环境局邹平分局、邹平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邹平市水利局对信访件反映的
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如下：
1.2018年2月，临池镇为了推进大气
环境整治，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
对部分行业进行限批的通知》（临政
发〔2018〕9号），要求严禁新建扩建商
砼等项目。经查，邹平润川混凝土有
限公司原混凝土项目位于309国道
东侧，于2016年12月由原邹平县环
保局批复建设。2019年 3月公司项
目迁至东台村南侧，已重新办理了环
评手续，不属于新增商砼类项目。
2.经查阅项目环评文件，该公司卫生
防护距离为100米，公司距东台村最
近距离为110米，满足卫生防护距离
要求。
3.该公司主要废水为设备及车辆冲
洗废水和生活污水。设备及车辆冲
洗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生
活污水建有化粪池，由环卫部门定期
清运。群众反映的东台村集体饮用
水井距离该厂约100米，水井周边未
发现废水排放痕迹，不存在生产废水
排放到饮用水井附近的问题。
4.现场因检修未生产。该项目建有
全密闭生产车间，车间内建有喷淋设
施，现场无噪音，厂区有积尘。

9月5日，邹平市组织邹平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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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邹平市有30家建筑垃圾破碎
企业，其中25家土地手续不全。18
家在生产过程中发生过使用石料作
为生产原料的违法行为，2017-2019
年邹平市生态环境部门均进行了立
案查处。
2.2021年 3月，邹平市开展煤场、料
场、建筑垃圾破碎、石料加工、停车场
等重点行业企业专项整治，截至目
前，30家建筑垃圾破碎企业，取缔10
家，剩余的20家正在停产整改。10
家已取缔的项目原料尚未清理完毕。

9月5日，邹平市组织黄山街道办事
处、邹平市农业农村局对信访件反映
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有关情
况如下：
1.反映的养殖场为邹平市黄山街道
贺家村刘某涛养殖场，位于村庄东北
角。现存栏牛17头、羊100余只、鸭
500余只、鹅100余只。
2.现场检查时，养殖场有异味，有畜
禽鸣叫声。

9月5日，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
开发区生态环境服务中心、沙河办事
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
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小马村村北500米以外铝厂为滨
州市宏诺新材料有限公司，该公司产
品为电解铝，其废气经配套的治理设
施处理后排放。其西南方向1000米
电厂为绿动热电有限公司，建有4*
330kwh热电机组，配有密闭式干煤
棚，实现了燃煤的密闭卸车及输送，
其产生的燃煤废气经配套的废气治
理设施处理后外排。村东有输变线
路一条，已在市生态环境局备案。
2021年4月30日，开发区生态环境服
务中心委托检测单位对输变电线路
地磁辐射进行检测，输变线路的工频
电场强度、工频磁场强度最大数值分
别为1.2kV/m、5.34A/m，符合《电磁环
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规定的
工频电场强度公众暴露控制值4kV/
m、工频磁场强度公众暴露控制值的
80 A/m要求。
2.现场检查时小马村未见明显粉尘
污染。铝厂、电厂厂区均实现监测数
据在线联网，在线数据显示各项指标
值均正常，厂区内及周边道路因车辆
运输等原因，有积尘现象。
3.因靠近高速路，存在车辆行驶、鸣
笛等噪音扰民问题。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1.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邹
平分局对临池镇东台村水
井进行取样监测，监测结
果为耗氧量0.20mg/L，氨
氮 0.078mg/L。监测结果
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
III类。
2.待邹平县泰兴景观砖
厂恢复生产后，滨州市生
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对其烟
气和厂界粉尘进行监测，
并根据监测结果依法处
理。

1.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邹
平分局对临池镇东台村水
井进行取样监测，监测结
果为耗氧量0.20mg/L，氨
氮 0.078mg/L。监测结果
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
III类。
2.滨州市生态环境局邹
平分局责令该企业对厂区
积尘进行全面清理，当日
已完成。
3.邹平润川混凝土有限
公司恢复生产后，滨州市
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将第
一时间对其厂界噪声、粉
尘进行监测，并根据监测
结果依法处理。

1.9 月 2 日，邹平市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行
业扬尘专项整治的通知》，
正在开展新一轮专项综合
整治行动，对土地手续不
全的企业，立即停产整改，
未完成整改前不得投入生
产；对存在违法行为的企
业，依法查处。
2.10 家露天堆放物料的
企业均按要求采取了苫盖
喷淋措施，防止扬尘产生，
直至10家企业原料清理
完毕。

1.黄山街道办事处定期
督导养殖户将产生的粪污
日产日清，并确保粪污处
理设施正常运行。同时，
一日2次喷洒除臭剂，消
除异味影响。
2.黄山街道办事处经与
养殖户沟通，因鸭鹅粪污
异味、噪音扰民，养殖户自
愿15天内将存栏鸭鹅清
理完毕。
3.黄山街道办事处指导
养殖户开展环境整治，进
行规范提升。

1.开发区生态环境服务
中心责令宏诺新材料、绿
动热电加强污染治理设施
的巡检，确保设施正常运
行。加强厂区现场管理，
及时清扫，定期洒水。
2.9月 2日至9月3日，开
发区生态环境服务中心对
绿动热电和宏诺公司厂界
无组织排放进行监测，监
测结果显示，绿动热电厂
界 颗 粒 物 为 0.200-
0.257mg/m3，宏诺公司厂
界 颗 粒 物 为 0.200-
0.270mg/m3，均符合相应
标准。
3.9月6日，对小马村声环
境质量现状进行昼夜间监
测，监测数据表明，小马村
东靠近高速公路敏感点噪
声值昼间为 53（dB(A)）、
夜间为 44（dB(A)），村西
昼间为 51（dB(A)）、夜间
为 41（dB(A)），均符合相
应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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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沾化区冯家
镇白家村以北2里的
民恒环保材料有限
公司夜间偷着生产，
加工煤灰球过程中
粉尘污染严重，影响
居民生活。

滨州市经济开发区
里则办事处彭集村
中心街有一家亚鑫
筛网厂，白天焊接筛
网过程中产生废气，
噪音扰民，污染持续
三四年时间。

村主任赵某同将 60
亩耕地挖掘后填埋
化工垃圾，现已改做
停车场。

1、纯化镇政府西 10
米交叉口以北 1000
米路东两间板房，板
房下面埋有大量石
油污泥和药剂（地下
约3米）。2、镇政府
以东1里路顺通加油
站西侧停车场院内
( 已预制硬化）填埋
大量石油污泥和药
剂。3、镇邮局东侧
有一小桥，以南10米
在以东300米有一藕
池，池底埋有大量石
油污泥和药剂。

滨州市沾化县富国
街道马家村以南水
库西侧金华混凝土
搅拌站：1.夜间生产
噪声扰民；2.该厂长
期向水库内填埋建
筑垃圾，污染水质；

泊埕河东南岸排列
着4个排放废物的大
坑，其中3个是放鲁
北和鲁渝博创红泥
的，1个是放其他废
料，污染地下水。

沾化区

滨城区

滨城区

博兴县

沾化区

无棣县

大气

大气

土壤

土壤

土壤

土壤

9月5日，沾化区组织市生态环境局
沾化分局、冯家镇对信访件反映的问
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山东沾化民恒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位于白家村以北2里，该公司于2017
年 3月2日取得环评批复，2018年 5
月7日完成环保验收。从事洁净型
煤生产及配送项目，企业建设了密闭
的生产车间，所有生产工序全部在密
闭空间内进行，生产过程中采用布袋
除尘、湿式作业、双碱法脱硫除尘等
污染防治措施，原煤及成品装卸均在
仓库内进行，原煤仓库设有喷淋降
尘。
2.因订单量较少、夜间用电优惠，企
业主要在夜间进行生产。
3.对厂区周边环境进行排查，企业厂
区北侧为空地，东侧为公路，南侧为
玉米地，西侧为玉米地和冬枣园，经
实地查看南侧玉米地、西侧玉米地和
冬枣园未发现粉尘污染现象。
4.检查时发现企业布袋除尘器卸灰
口周边未封闭，卸灰时易产生扬尘。

9月5日，滨城区组织区自然资源局、
市生态环境局滨城分局、里则街道办
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
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反映的为滨州经济开发区亚
鑫筛网厂，位于里则街道办事处彭集
村中心街，属居民院内小型加工厂，
2016年注册营业执照，按照2021年
度《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
名录》分类，该厂属于环评豁免项目。
2.该厂主要经营筛网焊接，现存钢丝
压花机2台、电焊机5台、焊接烟尘收
集器2台。
3.现场检查时，企业未生产。据了
解，该厂已停产多日，现场无原料及
产品，但生产设施简陋，正常生产时
焊接过程中产生烟雾、噪音，对周边
村民造成影响。

9月5日，滨城区组织区应急管理局、
区交通运输局、区自然资源局、市生
态环境局滨城分局、梁才街道办事处
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
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反映的地块位于梁才街道南
赵居委会，为农用地，面积约59.745
亩，现由山东省阳信昌泽物流有限公
司租赁使用，现状为35亩左右停车
场及部分办公用房。
2.2010年 9月，宋某键、赵某杰租赁
此地块，但并未开发，由其表弟孙某
彬在此临时存放滨化集团皂化残渣
（石灰渣）30万吨。2015年9月，山东
省阳信昌泽物流有限公司清空场地，
孙某彬将29.2万吨皂化残渣（石灰
渣）清走，将剩余约8千吨残渣填埋
至该地低洼处整平。

9月5日，博兴县组织纯化镇、县公安
局、市生态环境局博兴分局对信访反
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如下：
1.信访反映的纯化镇政府西10米交
叉口以北1000米路东板房处，现场
挖掘发现有黑色油泥。
2.对顺通加油站正西预制地面进行
破拆挖掘，发现黑色油泥。
3.对信访反映的藕池处池底进行挖
掘，未发现有黑色油泥。对藕池东侧
进行挖掘，发现有黑色油泥。

9月5日，沾化区组织市生态环境局
沾化分局、富国街道对信访件反映的
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
下：
1.信访反映的是沾化金华混凝土有
限公司，该公司年产15万方混凝土
项目于2016年9月取得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现状评估备案。
2.该公司噪音主要在原料运输车辆
装卸过程中产生，企业仅白天（早6
时至晚22时）进行生产，晚上22时后
停止生产。调取金华混凝土有限公
司2021年8月5日至9月5日生产记
录，期间最早生产时间为早上6：00，
最晚生产至20：55。
3.反映的向水库内填埋建筑垃圾问
题。该公司南侧为马家村池塘，非水
库。该公司租赁马家村池塘部分区
域用于原料棚建设，建设地基时将砂
石混合物倒入池塘区域。市生态环
境局沾化分局9月5日对反映的池塘
水质进行取样，PH、COD、氨氮等指标
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Ⅴ类。
4.现场检查时，企业已经建设原料
棚，物料入库存放，但是原料棚四周
封闭不严，易造成扬尘问题。

9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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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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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的4个大坑分别为山东鲁渝
博创铝业有限公司赤泥库、山东鲁北
海生生物有限公司1#赤泥库和2#赤
泥库以及位于埕口镇泊埕河冯家庄
村河段东侧的坑塘。
2.鲁渝博创赤泥库、海生生物1#赤
泥库、2#赤泥库现场已全部苫盖，安
装了自动喷淋装置，底部用HDPE膜
进行防渗。鲁渝博创根据环评要求
于2021年4月委托第三方对赤泥库
进行了地下水取样检测，检测结果显
示铁及重金属（锰、铜、锌、镉、铅、六
价铬、汞、砷）均未超标，未污染地下
水；海生生物于2021年5月委托第三
方对两处赤泥库进行地下水取样检
测，检测结果显示铁及重金属（锰、
铜、锌、镉、铅、砷）均未超标，未污染
地下水。
3.2021年5月，接信访反映埕口镇泊
埕河冯家庄村河段东侧填埋有大量
粉煤灰，无棣县核实后，对暂存的粉
煤灰进行清理，2021年6月完成清运
后形成了坑塘。现场核查时，坑塘内
存有积水。

部分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滨州市生态环境局沾化分
局责令山东沾化民恒环保
材料有限公司对布袋除尘
器卸灰口周边进行封闭，9
月8日企业已按要求对布
袋除尘器卸灰口完成封
闭。

滨城区要求该企业进一步
完善环保治理设施，经验
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9月5日下午，该企业已自
行关停，将生产设备全部
清理完毕。

1.9月6日，滨化集团将该
地约8千吨皂化残渣（石
灰渣）清理至滨化新型建
材有限公司暂存库。
2.滨州市生态环境局滨
城分局将聘请第三方机构
对周边土壤和地下水进行
检测，依据检测结果依法
处理。
3.滨城区责令该停车场
进行停业整顿，区应急管
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联合
督查整改。

1.委托山东蓝城分析测
试有限公司对三处油泥进
行取样检测，依据对油泥
的检测结果进行依法处
理。
2.对三处地块黑色油泥
全力进行挖掘清理，将黑
色油泥按危废处置程序转
运至油田规范贮存厂暂
存，现正在清理转运中。
3.委托山东蓝城分析测
试有限公司对土壤损坏情
况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
果做好后续土壤修复工
作。

1.滨州市生态环境局沾
化分局责令企业停产，对
原料棚封闭不严问题进行
整改。要求企业科学规划
生产，进一步压缩生产运
营时间，早7:00开工，晚
20:00 停止生产。目前，
企业正在对原料棚缺失部
分进行修补，9月9日整改
完成。
2.待企业恢复生产后，滨
州市生态环境局沾化分局
对企业噪音进行监测，根
据监测情况依法处理。

1.进一步加强监管，防止
赤泥库对地下水造成污
染，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
准》，市生态环境局无棣分
局要求山东鲁渝博创铝业
有限公司、山东鲁北海生
生物有限公司自行检测频
次至少每季度1次，每两
次检测之间间隔不少于1
个月。
2.为进一步确认坑塘的
地下水是否受到污染，无
棣县于9月5日对该坑塘
周边进行打井取样检测，9
月7日山东安和安全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
《环 境 检 测 报 告》（AH-
HJ1037-2021）显示铁及重
金属（锰、锌、铅、铜、砷、
镉、硒）均符合相应标准。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未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序
号

1

2

3

4

受理编号

D2SD202109040060

X2SD202109040252

X2SD202109040242

X2SD202109040138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东方花苑小区内环
境脏乱差，距离 103
号楼北侧不到 20米
处有臭水沟一直在
建设当中，因为近期
下雨导致臭水沟内
有积水，产生了臭味
和蚊虫，导致居民不
敢开窗，小区居民在
遛狗时不栓狗绳导
致狗在小区内随地
大小便，小区 103号
楼东北角不到十米
处有物业堆放的建
筑垃圾。

位于孙镇霍坡村以
西的邹平佳牧饲料
有限公司，外排刺激
异味，晚上味道更
大，把玉米浆等原料
中分离出来的废水
储存，在下雨时将废
水偷排到沟渠内，使
用燃煤小锅炉，严重
污染周边环境。

无棣县车王镇梁什
村村主任梁某波在
村东南角建办砖厂，
非法占用村里耕地
及果园 30余亩。砖
厂一墙之隔就是学
校，生产噪音、震动、
废气影响学校师生、
村民学习和生活。
砖厂污水直排村民
农田，夏季臭气熏
天。

山东奥格森新材料
有限公司
1、长期使用 CFC-11
发泡剂（一氟三氯甲
烷），用于生产硬泡
组合聚醚，数量巨
大，破坏臭氧层，给
生态环境造成严重
破坏。
2、该公司生产组合
聚醚项目，从2015年
实际生产至2018年，
一直没有通过环评
安评审批。
3、2016年12月，该公
司使用伪造资料，通
过年产5万立方米聚
氨酯板材生产线项
目的环评安评，博兴
县环保部门批复号
为：博环验（2016）40
号。通过环评是山
东奥格森公司的兄
弟公司-山东奥源节
能保温科技有限公
司。在未取得环保
部门批准的情况下，
山东奥源节能保温
科技有限公司，从
2015年8月开始在该
场地非法生产聚氨
酯板材，期间生产的
所 有 板 材 都 还 有
F11。

行政
区域

惠民县

邹平市

无棣县

博兴县

污染
类型

大气

大气

生态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9月5日，惠民县组织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孙武街
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
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103号楼北侧有一条水沟，因地势
低洼积存雨水发酵导致有蚊虫和异
味，此处水沟因地势低洼自然形成，
非建设而成，检查时未发现建设情
况。
2.走访物业及周边群众得知少数群
众遛狗时存在不栓狗绳，小狗随意大
小便情况。
3.小区103号楼东北侧堆放有县住
建局用于作为修路路基使用的建筑
垃圾。

9月5日，邹平市组织孙镇人民政府、
市生态环境局邹平分局、邹平市发展
和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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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信访件与8月30日接到的受理
编号为“X2SD202108290135”的信访
件举报对象一致，均举报邹平佳牧饲
料有限公司。该企业因未办理土地
手续，已在8月 31日被责令停产整
顿。9月 5日现场检查时企业未生
产，无异味。
2.该企业的项目生产工艺为胚芽粕→上料→混料→搅拌→均质→喂料→烘干→成品，生产过程无废水产
生。厂区雨水经管网收集后排入孙
镇市政雨水管网。
3.现场检查未发现燃煤小锅炉，未发
现煤炭使用痕迹。该公司所使用的
燃料为生物质燃料。

9月5日，无棣县组织市生态环境局
无棣分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车
王镇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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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反映的砖厂为无棣县益城新
型建材有限公司，在车王镇梁什村东
南处，圈占面积 31.9 亩（建设用地
1.86 亩 ，其他草地 1.92 亩 ，果园
28.12亩）。经现场测量，该公司违法
建筑物和构筑物共计13.33亩（建设
用地1.79亩、其他草地1.92亩、果园
9.62亩）。
2.该公司南侧为车王镇崔什小学，根
据该公司提供的检测报告显示，该公
司厂界噪音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2类噪声排放限值，现场检查时未发
现有涉及震动的工序，也未发现震动
情况。
3.该公司正在生产，上料口和粉碎车
间处有粉尘堆积。生产过程采用蒸
压工艺，不产生废水也未发现污水直
排村民农田情况，现场无明显异味。

9月5日，博兴县组织湖滨镇、市生态
环境局博兴分局、县行政审批服务
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对信访
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
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反映的山东奥格森新材料有
限公司，于2015年 1月 21日注册成
立，主要有聚氨酯板材项目、聚氨酯
组合料项目、聚氨酯保温板项目三个
项目。其中聚氨酯板材项目手续齐
全，环评批复手续为博环表﹝2016﹞19
号、验收手续为博环验﹝2016﹞40号，
安评手续项目编号为ZBAP15-61164。
2.关于“企业长期使用CFC-11发泡
剂（一氟三氯甲烷）”问题，因企业于
2018年6月被依法清理取缔，已难以
调查。
3.2018年6月，该企业违规建设聚氨
酯组合料项目、聚氨酯保温板项目，
无环评、安评手续，湖滨镇政府、县环
保局依法对其清理取缔。截至2018
年8月，该企业违规生产车间、设备、
原料、产品全部清理，同时，该企业自
行将有环评手续的聚氨酯板材生产
线拆除。因小清河复航工程迁占，该
企业原办公楼于 2020 年初全部拆
除。
4.信访反映的山东奥源节能保温材
料有限公司，为山东奥格森新材料有
限公司旗下贸易公司，不参与生产，
不需要办理安评环评手续。已于
2019年7月12日注销。

是否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处理和整改
情况

１.小区物业将低洼处积
存的雨水用吸污车抽走运
送至污水处理厂，将该低
洼处垫高整平。
2.小区物业将加大巡查
及保洁力度。对小区中的
杂草及动物粪便进行清
理，同时张贴宣传海报，引
导群众遛狗进行栓绳管
理，及时清洁遛狗时产生
的排泄物。
3.县住建局对堆放的建
筑垃圾进行整平、压实、覆
盖，形成路基，为进一步修
路做准备。同时在小区内
张贴小区规划设计图，对
居民进行宣传，让居民知
晓该道路规划情况。
以上整改措施9月5日全
部完成。

1.8月30日委托第三方检
测机构对企业烟气、烟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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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自8月31日起，邹平佳
牧饲料有限公司已停产整
顿。

1.根据《无棣县综合行政
执法实施方案》规定，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已将违法
认定材料转交县综合行政
执法局。县综合行政执法
局已立案，对当事人违法
行为进行处罚，责令该公
司立即拆除违法占地建设
的建筑物及附属物。同
时，责令将果园中的违法
建筑物和构筑物拆除并复
耕，9月12日已完成。
2.针对上料口和粉碎车
间密闭不严问题，9 月 5
日，市生态环境局无棣分
局下达《关于责令无棣县
益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立
即整改的通知》，已于9月
8日完成整改。

博兴县将加大巡查和整治
力度，及时处理群众反映
的信访问题。同时举一反
三，加强监管，加大执法力
度，坚决打击各类违法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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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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