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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受理编号

D3200002
018060900
09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大桥镇永济社区东园组139号，有
一茶水楼使用１台无压茶水炉， 凌晨4
点开炉，晚上8点结束，为居民提供开
水服务，经营12年。

本信访所反映的涉及大桥段336
国道约23公里， 起于江都与高港交界
处， 终于姚港支河桥， 沿线涉及10个
村、1个社区。

扬州市瘦西湖景区管委会下属的
瘦西湖旅游发展集团， 未经林业局批
准，在2018年4月12日砍伐了瘦西湖景
区内很多大树（六七十棵），具体地点
在平山乡堡城路扬州国医书院西侧平
山茶场范围内

扬州仪征市真州镇胥浦开发区内
居民区与工业区混杂， 居民区西面的
锦辉化纤，存在噪声、废气污染；居民
区东面的浦峰化纤锅炉烧秸秆， 存在
粉尘、噪声污染；居民区北面的一家纸
箱生产企业使用燃煤小锅炉， 存在粉
尘、噪声污染。

行政区域

江都区

污染类型

大气
固废
其他

调查核实情况

6月10日下午现场检查，发现炉堂燃料
为木材，6米高烟囱未见明显烟尘， 茶水炉
未配套废气除尘设施。 房屋院墙东侧堆放
大量木材及1袋引火用碎布条。茶水楼有营
业执照、 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照在有效期
内，目前已停止使用。

6月10日实地勘查，现场未发现道路沿
线两侧堆积大量生活垃圾， 但存在原垃圾
池拆除地点， 仍有垃圾倾倒及个别地段零
星垃圾抛洒现象。 部分村民仍习惯将垃圾
倾倒在原垃圾池设置地点， 主要集中在红
旗河东至广船国际船厂段。

扬州瘦西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于
3月5日向景区管委会安环局申请了 《关于
唐子城综合整治濠田河上游段后续工程（一
河两岸）现状树木移栽的请示》，请示内容包
括“需对现场影响施工的原有树木和杂树进
行移栽和清除”， 得到了景区安环局公用设
施处的批准，该公司对该工程移栽和清除的
树木是合法的。清移13棵，其中，对根系缠绕
于自来水管道的7棵水杉予以清除，另外2棵
桂花、4棵海桐球已移栽至城北景观工厂内，
并非信访反映的六七十棵。

经查，该信访反映内容部分属实。
该信访被举报企业3家分别为仪征市

浦峰化纤有限公司、扬州锦辉化纤有限公
司、仪征荣泰工贸有限公司（信访件中居
民区北面的一家纸箱生产企业）。这3家企
业属非金属加工制造业，均不属于化工行
业。

（一）现场检查情况 1.仪征市浦峰化
纤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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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纤有限公司涤纶长丝加弹生产项目正在生
产，9台加弹机正在运行。3. 仪征荣泰工贸
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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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监测情况：仪市环境监测站对3家
企业噪声、废气采样监测，厂界噪声、废气，
以及居民点噪声均达标。

是否属实

基本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要求茶水楼的茶水炉改用油、气、电等清
洁能源后方可恢复使用。 对占道木材及违规
建设木材加工房进行清理拆除， 同时落实长
效监管。

按照农村环境“五位一体”要求落实长效
管护，在原垃圾池拆除地段村庄重新选址摆放
垃圾桶，并安排保洁人员及时清理，加大宣传
与巡管力度。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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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令改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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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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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底完成整改工作。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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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底完成整改工作。

同时， 仪征市政府要求真州镇政府，（1）
按 《仪征市真州镇胥浦工业集中区规划环境
影响报告书》 批复要求，2018年8月底前全面
完成真州镇胥浦工业集中区雨、 污管网建设
工作。（2）对照即将出台的仪征市城市总体规
划 (2016-2030)要求，优先对该区域进行布局
调整，解决群众诉求。

问责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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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江都区

扬州市
景区

扬州市
仪征市

固废

其他

大气
噪音

属实

不属实

部分属实

无

无

扬州市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八里
镇马港河路1号的扬州光欣医用塑料
有限公司，排放刺鼻气味的废气，对附
近金港家园小区居民产生影响。

6月11日实地勘查发现， 该单位排放
的废气主要有两台定型机产生的高温热定
型油烟废气。由于企业距离居民较近，尽管
该单位废气能够做到达标排放， 但在不利
气象条件下对厂区西侧的金港花园小区居
民仍有气味影响。近年来，环保部门持续督
促企业对高温热定型油烟废气深度治理解
决“达标扰民”问题。多次监测结果表明各
项污染因子符合相关排放标准。

针对该企业“达标扰民”问题，开发区管
委会将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尽快讨论制定该
企业搬迁淘汰方案， 从根本上解决厂群矛
盾。 八里镇环保办落实属地网格化管理职
能，八里镇负责派专人观察该公司废气对西
侧金港花园小区居民影响，特别是在不利气
象条件下对居民的影响并做好记录，发现问
题及时对该公司废气排放情况进行检查监
测，减少企业废气扰民现象发生。

D3200002
018060900
39

5 扬州
经济技术
开发区

废气
扰民

基本属实 无

扬州兴扬抗磨材料有限公司位于
吴桥镇西桥社区， 主要从事耐磨材料
生产。 该企业生产过程中不产生外排
废水，厂房西北两侧最近的居民约40
米。

经调查， 举报人反映扬州兴扬抗磨材
料有限公司废气无处理装置情况不属实，
但存在一定程度废气污染。 检查发现企业
存在以下问题：1.排气筒未规范化整治、无
标识；2.车间窗户破损处较多，布袋除尘器
出灰口未密闭收集，场地积尘较多；3.场地
物品堆放较为凌乱。

企业针对存在的问题制定整体整改方
案，并已停产整改。一是对废气排放口进行
规范化整治；二是修复破损窗户清理场地积
尘， 对布袋除尘器出灰口进行密闭处理；三
是规范污染防治的运行， 确保达标排放；四
是加强厂区管理。吴桥镇负责督促该企业的
整改工作。

X3200002
018060900
08

6 江都区 大气 部分属实 无

扬州市广陵区李典镇的扬州恒润
海洋重工有限公司的废渣排放到长
江。

经调查， 调查组认为信访反映的废渣
排放到长江问题不属实。

6月10日接中央督察回头看交办件后，
广陵区环保局监察大队执法人员于6月11
日再次到企业现场检查。经调查，该公司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主要有钢渣、水渣、脱硫石
膏、除尘灰，均作为资源综合利用，其中，钢
渣、水渣、脱硫石膏作为副产品出售给苏州
日益升建材有限公司、 徐州车源水泥有限
公司、 江苏金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
综合利用 （与上述单位签有购销合同），除
尘灰回用于烧结配料， 上述一般固废均不
外排弃置。

针对此前反映该企业填埋弃置废渣的
举报信息，6月2日，江苏省环保厅、江苏省
公共新闻台、 省环保厅第一督察专员办扬
州监察室、广陵区环保局、李典镇政府联合
派员赴现场， 要求企业调用挖掘机在举报
人指认的5个点位开挖，均未发现有废渣填
埋现象。

针对1200米卫生防护距离内剩余居民的
拆迁问题， 李典镇政府与高桥镇主要负责人
进一步对接磋商，决定集中力量、加派人手，
加快推进剩余居民的拆迁工作，2018年12月
底前完成。责任单位李典镇政府，责任人方锦
来。

针对企业物料码头初期雨水收集系统改
造、物料堆场新增喷淋系统等问题，要求企业
及施工方加派人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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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委托的第三方运维单位正在落实与环保
部门的联网工作，要求6月底之前稳定实现数
据上传。 责任单位扬州恒润海洋重工有限公
司，责任人姚明星。

D3200002
018060900
60

7 广陵区 土壤 否 无

扬州高邮市的华翔金属有限公
司，废气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二氧化
硫超标排放

经调查， 调查组认定该信访反映的情
况基本属实。

6月10日现场检查时， 该企业正在生
产，天气为晴天，雨水排口未排水，提供了
相关废水、废气运行台账、记录。6月10日下
午， 高邮市环境监测站对该企业有组织废
气排气筒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铅尘；厂界
下风向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铅尘；雨水排
口，周边水体西侧赫旺河、南侧干渠分别采
样，监测结果均符合相应标准。

1.对企业废气在线监控数据多次数值超
标问题，高邮市环保局5月11日立案，5月18日
下达了责令限制生产决定书 （邮环责改字
[2018]65号），6月8日下达了处罚事先（听证）
告知书（邮环罚告字 [2018]44号 ），拟处罚款
人民币十万元。

2.扬州华翔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已完成脱
硫系统升级改造，对其他环境问题进行了整
改。

D3200002
018060900
74

8 高邮市 大气 基本属实 无

小纪镇靠近鲁仃河边的碧水油脂
厂， 在刮西南风时候刺鼻气味影响兴
化群众，影响兴化市饮用水源地。

经调查，在不利气象条件下，碧水油脂
厂产生的废气对周边群众存在污染扰民的
情况基本属实， 对兴化市饮用水源地影响
不属实， 但因碧水公司位于通榆河供水通
道卤汀河西侧1000米范围内， 对兴化市饮
用水源地存在一定环境安全隐患。

6月10日现场检查，碧水公司离最近的
小纪镇吉东村居民有300米，2017年以来江
都区环保局共接到关于碧水公司气味扰民
的信访投诉11件， 每次均按信访办理程序
进行调处。根据2017年以来信访情况，对下
风向气味影响客观存在。

2017年9月， 小纪镇启动卤汀河沿线三家
油品企业关停工作，2017年10月13日小纪镇
对碧水公司采取强制断电措施， 并对相关动
力设备张贴封条。2018年5月碧水公司开始自
行拆除企业窑炉及导热油炉， 确保企业完全
处于关停状态。 小纪镇积极引导企业加快设
备拆除进度。

D3200002
018060900
51

9 江都区 水、大气 部分属实 无

扬州高邮市的扬州日兴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近几年产生的固体废
物去向不明。

经调查，调查组认定该信访反映不属实。
6月9日收到信访后， 高邮市组成联合调

查组迅速进行检查。 调查方法是根据企业危
废管理台账、 贮存情况和危废处置设施进行
了现场调查核算。 根据该公司危险废物管理
台账，自行处置危废产生量与处置量、库存量
之和基本平衡。

根据该公司固废焚烧炉运行记录， 该公
司自建危废处理设施处理量未达到设计量。

委外处置危废管理情况： 该公司2014年
底委外处置危废量无积存，2015年1月-2018
年5月底实际产生委外处置危废量335.05吨，
实际委外处置危废284.26吨， 委外处置相关
手续与台账合法齐全，2018年5月底贮存委外
处置危废50.79吨。

该公司存在问题：1.2016年危险废物管
理计划中中间体废物预计产生量2300吨/年，
实际产生量3310.18吨，实际产生量大于预计
产生量；2. 危险废物入库实际台账以批次进
行记录，未记录每个吨包袋重量；3.危险废物
贮存量较大。

针对该公司上述环境问题，6月13日高邮
市环保局已责令该公司限期整改，整改措施：
1.重新向高邮市环保局备案2016年危险废物
管理计划；2. 危险废物台账同时记录批次入
库量及每个吨包袋重量；3. 进一步落实省环
保厅 《关于印发江苏省危险废物减存量控风
险三年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苏环办 [2017]
186号）要求，对照现有处置能力，2019年3月
前完成现贮存危险废物的处置。

X3200002
018060900
12

10 高邮市 大气 不属实 无

扬州高邮市龙虬镇高邮环保产业
园内的江苏永辉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永辉公司”），存在未批先
建、环评弄虚作假、环评检测数据造假
等问题。

经调查， 永辉公司“未批先建” 问题属
实。目前，该项目环评还在修改，未达到技
术评估专家会上要求。关于环评检测数据，
环评单位委托谱尼测试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开展了现状监测， 技术评估单位对检测公
司的资质及数据进行了初步审核， 检测机
构对环评检测数据质量负责。 暂未发现环
评弄虚作假情况。

高邮市环保局于5月24日发现该公司存
在“未批先建”的环境违法行为，于当日对永
辉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责令永辉公司“工业固体废弃物集中处置项
目”停止建设。6月1日，高邮市环保局对永辉
公司“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已开工建设”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立
案调查，拟处罚款人民币16.5万元。

X3200002
018060900
20

11 扬州市
高邮市

其他 部分属实

根据安排，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18年6月5日—7月5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25～83585266，专门邮政信箱：南京市1420邮政
信箱，邮编210014。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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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防震减灾工作能力
我市召开防震减灾工作联席会议

本报讯 （吴丹 ）15日上
午， 市政府召开全市防震减
灾工作联席会议， 传达学习
国务院和省防震减灾工作联
席会议精神， 回顾总结2017
年我市防震减灾工作情况，
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
务。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
扬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扬充分肯定了过去一
年我市防震减灾工作取得的
成绩。他指出，近年来，市委、
市政府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
首位， 加强防震减灾工作能
力得到明显提升， 我市连续

多年荣获全省防震减灾工作
综合考核市级先进单位。对
于下一步工作， 陈扬提出三
点要求， 一要做好 “临战”准
备，全面增强防御能力；二要
保持“决战”态势，全面增强救
助能力； 三要营造 “会战”氛
围，全面增强组织领导能力。

陈扬强调， 做好防震减
灾工作， 责任重大， 使命光
荣。保持以对党、对人民高度
负责的态度，开拓创新、扎实
工作， 努力提升我市的综合
防御和保障能力， 开创全市
防震减灾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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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丹婷 凡仁 露莎） 记者
昨从我市火车站、汽车站了解到，昨天
一天， 我市公铁累计发送乘客近3.1万
人次， 其中， 公路发送乘客2万人次左
右，安排加班车10多个；火车站发送乘
客近1.1万人次， 扬州火车站出发的动
车票“一票难求”。预计6月18日还将迎
来返程客流的最高峰，提醒市民及时购
买返程车票，以免贻误行程。

“通常情况下，昨天的客流高峰过
了之后， 今天上午会再有一个高峰，客
流量就趋于平稳了。 可是今天到下午，
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客流量。”汽车站当
天值班站长介绍，昨天全天，车站内的车
辆都保持着相对较高的上座率，“我们分
析， 可能今年端午小长假正好在高考和
中考结束之后，3天假期家长正好带着孩
子出去放松一下， 再回来接着填报志
愿。”昨天车站内，学生模样的乘客数量
特别多，有家长带着孩子一块儿出去旅
游的，也有几个同学结伴出游的。

昨天一天，西部客运枢纽以及汽车
东站累计发送乘客2万人次， 安排加班
车10多个， 大多数加班车都发往南京、
苏州、无锡等周边中短途城市。

昨天一天，火车站的客流量突破了
1万人次， 全天发送乘客近1.1万人次，
扬州火车站出发的动车票“一票难求”。

“昨天晚上在12306上买今天上午
出发的南京动车票， 就显示没有票了。
今天特意提早点过来看看， 想碰碰运
气，谁知道连无座票都没有了。”张先生
告诉记者，原本打算带着孩子坐动车去
南京红山动物园游玩，结果到了火车站
之后才发现动车票已全部售罄，只好临
时改乘汽车出发。

不仅去南京的动车票非常抢手，往
汉口方向的动车昨天也是满员出站 ，
“小长假期间， 扬州出发的动车票都十
分抢手，一定要提早购票，在网上买到
车票的要提早到车站来换票。”火车站工作人员提醒，不仅动车票
“一票难求”，明后两天我市往北京的直达列车票也已经全部售罄，
市民如需前往北京，不妨考虑从镇江、南京等周边火车站出发。

端午邻里情 侨眷一家亲
本报讯 （蒋桂岁） 近日，

曲江街道新农村党总支走访侨
胞、侨眷进行情况调查时发现，
很多侨眷都不与子女生活在一
起，且年事已高。每逢佳节倍思
亲， 为打消侨眷们对亲人的思

念之情，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曲
江街道新农村党总支组织志愿
者带着节日礼品上门慰问侨
眷， 使侨眷们在品尝佳节美食
之余， 感受村集体大家庭的关
心和温暖。

为加强社区

廉政文化建设，营
造风清气正的端

午氛围， 日前，邗
上街道贾桥社区

开展 “吃廉心粽
子、 过清廉端午”
活动。

胡春霞 摄

（上接1版） 统一由教育部门从
不动产登记机构获取。

市国土资源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我们已在市教育局
接了专线，方便教育部门调取与

新生入学相关的不动产登记信
息。有房的家长提供不动产权证
书（或房产证），无房的家长则需
要提供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号，
由教育部门统一进行核实。”

（上接1版） 提高水质。“三大措
施同步实施， 马桥排水沟不但
水质提升了， 还提高了自净能
力，达到了环保要求。”

黑臭水体整治工作好不
好，百姓说了算。对于水利部门
处理方案和措施， 举报人表示
满意。同时，也得到了周边群众
的一致点赞。

动真碰硬 关停“无
证”养牛场

中央环保督察、 省环保督
察、“263”专项行动，接二连三
的环保行动， 不断强化政府生
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主体
责任，同时，也对违法排污的企
业主产生很大的震慑作用。仪
征市动真碰硬关停“无证”奶牛
场，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

1月15日 ,扬州市 “263”专
项行动办公室暗访小组来到仪
征市真州镇全友箱包厂附近的
一家小型奶牛场， 发现圈舍是
用破旧工业厂房改造的， 里面

养了大大小小奶牛近10头，现
场弥漫着浓烈的臭味。 暗访人
员现场问询发现， 该养牛场既
没有营业执照， 也没有配套粪
污分离收集贮存处理设施，污
染环境的同时， 也影响了周边
居民的正常生活。

针对暗访小组查摆出的问
题， 仪征市镇两级部门高度重
视。1月16日上午， 由真州镇分
管环保领导带队， 会同镇农服
中心、兽医站、市场监管办、胥
浦市场监管分局、环保办、城管
中队和三八村等主要负责人，
集中来到奶牛养殖场进行实地
调查，了解情况。

经调查， 该奶牛场是一家
规模以下小型奶牛养殖场 （奶
牛存栏37头），位于真州镇三八
村谈云组，负责人为王某某。针
对该奶牛场存在的问题， 相关
部门在责令其限期关停的同
时，根据相关规定，建议给予确
定相应关停补偿标准。 半个月
后，王某某主动关停奶牛场。

入学不用开有房和无房证明了

仪征：推进突出环境问题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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