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组将群众举报环境

信访问题线索陆续交

办我市查办整改。我

市各地各部门聚焦问

题、立行立改，边查边

改，对查证属实的环

境违法问题进行了严

肃处理，并将查处情

况向社会公开。不少

地方举一反三，进一

步在监管上找盲区，

查漏洞，在执行上找

短板，查不足，进一步

夯实责任，使生态环

境保护真正成为各级

各部门、企事业单位

和社会全体成员的行

为自觉。14日上午，

我市统一部署，按照

要求，分组调查中央

环保督察组督察交办

件办理情况。

（第四批 2018年6月14日）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调查核实情况
该信访件反映的噪声、 废气污

染扰民问题与第三批内容一致，为重
复信访。针对此次信访件新增反映的
浓烟扰民、企业私设暗管偷排污水问
题，6月11日广陵区环保执法人员及
李典镇政府检查人员现场检查，未发
现有浓烟排放现象。 根据视频分析，
此次浓烟排放和该企业无关。

关于信访人反映的企业通过暗
管排放污水问题， 广陵区环保局多
次现场检查未发现企业设置污水排
口。6月2日，江苏省环保厅、省公共
新闻台记者、 省环保厅第一专员办
扬州监察室、广陵区环保局、李典镇
政府根据举报人提供的暗管排放位
置信息，要求企业现场开挖，在位于
该厂物料码头南侧约120米处发现
一根地下铁管。经核实，此管为恒润
海洋重工公司前身环洲钢铁厂雨水
排涝管， 2015年恒润海洋重工公司
对厂区雨污分流系统改造时， 弃用
该管并实施了封堵， 开挖现场发现
该管封口锈迹明显，无排水痕迹。

经核查， 举报人反映的企业通过
暗管偷排污水、浓烟扰民问题不属实。

问责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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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理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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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扬州市广陵区李典镇秀
清村的恒润海洋重工有限公
司，噪声扰民，排放粉尘、浓
烟扰民， 通过暗管排放污水
到长江。

行政区域

扬州市
广陵区

污染类型

大气、水、
噪音

处理和整改情况

1.责任单位：李典镇政府；责任人：方锦来。
具体措施：2018年6月8日接中央督查回头看交办件后，李

典镇政府立即与高桥镇主要负责人对接， 就1200米卫生防护
距离内剩余居民的拆迁问题进一步磋商，决定集中力量、加派
人手，加快推进剩余居民的拆迁工作，12月底前完成。

2.责任单位：扬州恒润海洋重工有限公司；责任人：姚明
星。

具体措施：物料码头初期雨水收集系统改造工程 、物料
堆场新增喷淋系统工程，要求施工方加派人手、加快进度，确
保6月底之前完成；8套废气在线监控系统的联网工作， 运维
单位正在跟上级环保部门联网， 要求6月底之前完成数据上
传工作。

是否属实

部分属实

扬州市广陵区皮坊街的
环境脏乱差， 堆满生活垃圾
和建筑垃圾。

扬州市仪征市真州镇的
胥浦工业园区内企业噪声和
废气污染严重（浦峰化纤、锦
辉化纤、 海腾塑胶、 经纺伟
业、金泰无纺等企业 ），西边
的居民区离工业园区距离
近。

6月9日下午，仪征市主要领导召
集环保局、 真州镇政府相关人员，召
开处理调查协调会议并到现场进行
检查。

6月10日、11日，仪征市环保局工
作人员赴现场对6家企业进行检查。

经查， 该信访反映内容部分属
实。

1.仪征市浦峰化纤有限公司
现场检查时，企业涤纶短纤维生

产线正在生产； 生物质锅炉正在运
行，使用的燃料为生物质，水膜除尘
设施正在运行。

2.扬州锦辉化纤有限公司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涤纶长丝加

弹生产项目正在生产，9台加弹机正
在运行。

3. 扬州市海腾塑胶制品有限公
司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PET聚酯切
片深加工项目正在生产。

4.仪征文达通无纺有限公司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无纺布生产项

目"正在生产，无纺布生产线正在运行。
5.仪征金泰化纤无纺布有限公司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在生产，两

条无纺布生产线正在运行。
6.仪征荣泰工贸有限公司
场检查时，该公司纸制品加工长

丝加弹项目正在生产。项目配套的锅
炉已于5月1日停止使用,改用仪化公
司蒸汽，现场检查时未发现锅炉有使
用迹象。

6月9日、10日， 仪市环境监测站
对6家单位噪声、废气进行了监测，以
上单位厂界噪声、废气，以及居民点
噪声均达标。

6月9日， 文峰街道党工委相关
主要负责人及广陵区城管局负责人
等现场实地察看， 提出应急处置方
案，研究长效管理措施。6月11日，广
陵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带队到皮坊街
社区现场指导，提出整改要求。经调
查， 举报人反映的问题集中在皮坊
街东段拆迁闲置地块， 该地块2009
年开始拆迁，现剩余12户尚未拆除，
属于历史遗留地块。 该地块占地面
积约420亩， 目前现存建筑垃圾、生
活垃圾约32万余方，场地现有4个道
路出入口，长期以来经常有垃圾车、
渣土车夜间偷倒， 导致垃圾大量囤
积。经核实，举报情况属实。

1.仪征市浦峰化纤有限公司
（1）已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仪环改[2018]92号），

将有浆块等固体废物露天堆放，贮存场所不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行为，责令改正并处罚款1万元。（2）根据两高司法解释，企业非法处
置的废油重量超过三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法》第五十七条之规定，作为刑事案件已移送公安机关。（3）对废水超
标行为，立案查处且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拟处罚款10
万元。（4）对雨污分流不彻底等环境管理不到位的行为，下达《限期改
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2018年7月底完成整改工作。

2.扬州锦辉化纤有限公司
对企业存在环境管理不到位的行为，下达《限期改正违法

行为决定书》，要求7月底完成整改工作。
3.扬州市海腾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1）对企业私设排口，废水中石油类指标超标的行为，立案查

处且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拟处2万元罚款。（2）对废油
贮存在车棚内，贮存场所未采取防流失措施，立案查处且下达《责
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拟处罚款1万元。（3）对新建办公楼项目未
经环保审批，立案查处且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拟处1万
元罚款。（4）对企业存在的环境管理不到位的行为，下达《限期改正
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7月底完成整改工作。

4.仪征文达通无纺有限公司
（1）对企业调查发现存在环境管理不到位的行为，下达《限期

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7月底完成整改工作。（2）针对扬州舜
力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租赁仪征文达通无纺有限公司厂房，从
事新建无纺布项目未向环保部门报批环评文件即开工建设的行
为，立案查处，责令停止建设，发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并
拟处2万元罚款；对项目未经验收的行为，拟处20元罚款。

5.仪征金泰化纤无纺布有限公司
（1）对新增餐盒制造项目，未向环保部门报批环评文件，立

案查处且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拟按投资额百分之
二处罚约2.6万元。（2）对废润滑油、废机油等危险废物贮存场所
未采取防流失措施，立案处罚且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 拟处罚款1万元。（3） 对企业存在的环境管理不到位的行
为，下达《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7月底前完成整改工
作。（4） 针对扬州市地球卫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租赁仪征金泰
化纤无纺布有限公司厂房，从事制线项目未向环保部门报批环
评文件及未经验收行为，责令整改，拟处20万元罚款。

6.仪征荣泰工贸有限公司：对企业调查发现存在环境管理不
到位的行为，下达《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7月底完成整
改工作。

1.文峰街道立刻采取应急措施：12日前安装2处铁门，安装
6个探头，安排20名专职人员，对4个道路主要出入口进行24小
时看管。推动迅速启动垃圾清运招标程序（预计清理费用1000
万元）。并制定长效整改措施。

2. 区城管局配合文峰街道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及建筑
垃圾清运堆放地点确定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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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10日， 平山乡
接到了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
件，内容涉及景区平山乡九溪
玫瑰园小区边上的设备加工
厂噪声扰民；小区马路对面移
动信号塔无环保手续 、 无公
示；平山乡附近还分布着近10
家设备加工厂，金属加工废气
噪声扰民等问题。

记者来到这个位于中兴

路90号的设备加工厂，平山乡
科技环保办主任徐有宏指着
厂门口两块戗牌介绍，这个设
备加工厂叫扬州市玉宏物资
回收中心，与九溪玫瑰园小区
一墙之隔，这个厂原先用航吊
装卸货物，噪音让周围群众不
堪其扰。 在其周边还有4家喷
涂车间，没有环评，噪音扰民，
平山乡联合市环境监察机构

对其进行了检测， 情况属实。
随后， 平山乡在2016年8月13
日组织开展了整治清理行动，
扬州玉宏物资回收中心和4家
喷涂车间全部搬离。

围绕景区打造世界级旅
游度假区这一目标，景区实行
了“退二进三”举措，记者在现
场看到，目前原厂区引进了一
家钢材销售项目。厂区没有了

噪音，没有了油漆污染。
当记者走出厂外，槐二村

西庄组村民朱坤说：“我在这
里生活十多年了， 比较安静，
生活也很舒服。自从九溪玫瑰
园小区边来了10多家小厂后，
我们生活节奏被打乱了。白天
这些厂作业，声音很大，还有
油漆的味道，已经影响了我的
身体健康。现在，政府拆除了
这些企业，我们老百姓鼓掌支
持， 感谢督察组领导关心我
们，还我们一片碧水蓝天。”

政 务 速 递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再上新台阶
我市召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本报讯 （记者 赵天 ）昨
天，市政府召开全市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推进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全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
作进行了部署安排 。 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陈扬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上，市信用办通报了全
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情
况，市人社局、工商局、人行和
高邮市作交流发言。 近年来，
市委办、政府办和相关部门出
台40多个信用管理文件，充分
发挥了信用在行政管理事中
事后监管的作用。全市公共信
用信息平台一 、 二期完成建
设，建成“扬州市公共信用GIS
平台”， 率先在全省开启了信
用系统地理模块管理功能 。
2017年，全市共归集56个部门
各类主体信用信息1亿多条 ，
入库率达到99%等。

陈扬表示，党的十八大以
来 ，党中央 、国务院把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
重要位置 。省委 、省政府和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 。各地 、各部门要统
一思想 ，提高认识 ，切实增强

做好信用体系建设的责任感
和紧迫感。

陈扬强调，推进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事关全市发展大局
和扬州城市形象。当前和今后
一段时期， 我市正按照省委、
省政府 “六个高质量发展”的
战略部署 ，加快推进 “强富美
高”新扬州建设。各地、各部门
要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纳入
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统筹考
虑 ，与本地 、本部门工作实际
有机结合，以系统性思维加强
研究谋划、 抓好推进落实。同
时，既要打好经济牌、生态牌、
文化牌， 也要打好诚信牌，多
维度展示扬州的美好形象。

陈扬要求 ，各地 、各部门
要突出重点 ，精准发力 ，着力
提高信用信息汇集水平，完善
信用联合奖惩体系，加快重点
领域创新步伐，加大信用宣传
教育力度，全力推进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要明确
目标 ， 强化组织 ， 对照全市
2018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
作要点 ，落实工作责任 ，强化
协调推进， 严格督查考核，确
保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各项目
标任务落实到位。

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全市服务业重点工作督查推进电视电话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丁蕾） 为
总结服务业发展中所取得的成
效，明确今后一段时间的重点工
作及举措，确保实现重点指标任
务的双过半，扎实推进服务业取
得新发展、新成效，昨天 ，我市
召开了服务业重点工作督查推
进电视电话会。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陈扬出席会议并作讲话。

会上， 市发改委 （服务业
办） 通报了今年以来全市服务
业发展和重点指标完成情况，
仪征、邗江、广陵、景区和市经
信委、科技局、商务局、文广新
局分别围绕产业发展、 重大项
目建设等内容作了交流发言。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市服
务业发展总体呈现 “扩量、提
质、增效”的良好态势。1-4月，
全市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24.2%， 比上年同期提高

2.4个百分点，高于全市固定资
产投资增速13.6个百分点 ，高
于全年目标12.2个百分点 ，增
速位于全省第一。此外，预计上
半年，全市新开工、新竣工、新
达效“三新”服务业重大项目指
标总体能够实现“双过半”。

陈扬肯定了我市服务业发
展取得的成效，并表示，扬州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服务业发
展，我市围绕服务业产业发展、
服务业重大项目建设， 出台了
具体的措施。 此次召开全市服
务业重点工作督查推进电视电
话会， 是为了对服务业发展做
个统筹、督查与推进。

陈扬要求， 要切实强推服
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和紧
迫感，聚焦重点抓住关键，狠抓
政策落实、强化督查考核，全面
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深入推进派驻纪检监察工作
我市召开派驻纪检组履行监督责任汇报会

本报讯 （记者 周晗 乔国

军） 为体现市委、 市纪委同频
共振、 同心协力推进 “两个责
任”，层层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
党各项部署的坚定决心， 我市
昨召开派驻纪检组履行监督责
任汇报会。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 市监委主任李航主持会议
并讲话。

会上，我市7个派驻纪检监
察组逐一进行了汇报，并开展了
座谈交流。市纪委市监委相关执
纪监督室结合实际工作，对各个
派驻纪检监察组履职情况进行
了点评，同时对深入推进派驻工
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李航充分肯定了各派驻纪
检监察组的工作， 认为今年以
来， 派驻纪检监察组在市纪委
市监委的领导下， 认真履行监
督工作职责， 加强对被监督部
门党员干部、 公职人员自觉履
行职责、 遵守党纪党规和秉公
用权、廉洁从业等情况的监督，
有效发挥了“探头”和“哨兵”的

作用。
李航强调， 在取得初步成

效同时， 要进一步提高大局意
识，强基固本，对标找差，不断
提高派驻纪检监察工作对全市
纪检监察工作的贡献度。 要在
实施精准监督上下功夫， 处理
好监督“全覆盖”与抓住“关键
少数”的关系，牢牢牵住“牛鼻
子”；要在聚焦“三类清单”上下
功夫，以主体责任清单、问题清
单、 巡察反馈意见问题整改和
跟踪督查“双清单”为抓手，进
一步督促被监督单位压紧压实
政治责任实； 要在探索 “嵌入
式”监督上下功夫，一方面“嵌
入”要精准，另一方面“嵌入”要
牢靠；要用在好“四种形态”上
下功夫， 更加精准地把握运用
各种形态， 特别是 “第一种形
态”；要在加强自身建设上下功
夫，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决
落实“两个维护”，做到“打铁必
须自身硬”， 真正成为政治过
硬、本领高强的纪律部队。

搭建文旅展示平台打通文明通道

2018中国（扬州）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
暨第十三届中国玉石雕精品博览会开幕

本报讯 （记者 聂超） 昨
天上午，2018中国（扬州）大运
河文化旅游博览会暨第十三届
中国玉石雕精品博览会在国展
中心开幕，本次展会以“传承、
融合、创新”为主题，通过搭建
文旅展示平台， 打通古老运河
文化和璀璨现代文明之间的通
道， 让各地各具特色的文旅产
品讲述精彩运河故事。 市委常
委、 宣传部部长姜龙出席开幕
式并讲话。

本次展会由扬州市政府和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主办， 来自
北京、天津、洛阳、杭州等16个
运河城市以及上海、广东、新疆
等15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特别
行政区共计300多家企业参展。
北京文投集团、 故宫博物院等
业内知名文化企业集团也应邀
参展。

此外，扬州玉器、漆器、琴

筝、 乱针绣等特色文化元素也
在展会现场集中呈现。 本次展
会为期四天， 期间将举行免费
鉴宝、文创专题讲座、民间工艺
大师学堂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提升市民观展体验。

姜龙在致辞中表示，每年，
市委、市政府积极搭建各种平
台 ，今年 ，通过大运河文化旅
游博览会暨第十三届中国玉
石雕精品博览会促进各参展
商加强交流合作，联手挖掘运
河文化价值，不断推进文化产
业与旅游、 科技的融合发展，
用旅游擦亮扬州运河文化的
“金名片”。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副会长
王志杰， 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周茂非， 扬州大学党委
书记姚冠新，市领导沙志芳、何
金发、王克胜等参加活动。

生态科技新城、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高度重视环保问题

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受群众点赞
通讯员 姚健 记者 吴忠祥

“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锦
都浴室污染问题，我镇党委政
府高度重视，专题开会研究部
署。”14日上午，记者在生态科
技新城杭集镇裔庙村采访时，
副镇长赵洪波介绍督办过程。

已建成十多年的锦都浴
室，一直使用燃煤锅炉，每天
黑烟滚滚，造成周边环境污染
严重，老百姓怨声载道。不仅
如此，该浴室还经常偷烧装修
下脚料，刺鼻味道影响周边百

姓生活， 当地老百姓多次投
诉。

2016年杭集镇开展环境
整治大行动，对全镇锅炉进行
了整治， 取消了所有燃煤锅
炉，锦都浴室也不例外。虽然
该浴室整改后使用了生物质
锅炉，但由于生物质锅炉排放
超标等问题，该浴室对周围环
境得影响依然存在，加之该浴
室经常偷烧装修下脚料，锅炉
房还存在消防安全不达标等

问题，2016年被列入中央环保
督察组督察交办件。

杭集镇党委政府即知即
改、立行立改，多次上门做思
想工作，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联合区环保局，请第三机构进
行评估和认证，拆除锦都浴室
锅炉房，责令暂停营业。

记者来到锦都浴室，迎面
走来一位村民， 叫刘正才，见
到记者采访， 他不无感慨地
说，“这个锦都浴室已经存在

了十几年了， 我们多次举报，
中央环保督察时，我们反映了
问题， 环保督察组很重视，很
快解决这个问题，现在锅炉也
拆除了，浴室也关闭了，再也
看不见烟囱冒黑烟了。”

村民梁正太看到大家都
在锦都浴室门口， 凑上前来，
对记者说：“我家就住锦都浴
室旁边，以前每天都能看到黑
烟滚滚，对我们生活造成很大
影响。感谢中央环保督察组帮
助老百姓解决了问题，环境好
了，空气干净了，我们生活也
舒服多了。”

飘了十多年的滚滚黑烟不见了

噪声废气扰民的加工厂全部搬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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