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市继续受理环境信访举报办结情况一览表

填报单位：成都市环保督察办（盖章）                                                                                                                                           填报时间：2017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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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办结

1
171127T01

091
来
电

成都
武侯
区

来话人反映武侯大道文昌段
120号有一家玻璃厂，是三无
企业，且长期晚上生产产生的
噪音分贝极高，严重扰民，向
村上、金华街道反映无果。请

处理。

噪声，其
他

投诉人反映的武侯大道文昌段 120 号
附近的玻璃厂，为金花桥街道文昌社
区的原无证玻璃加工厂。10 月 22 日
按照“散乱污”企业“三清”工作要
求，文昌社区立即对该作坊进行了清
理，切断电力供应；清除机器设备及
生产原材料。经现场调查，该点位在 
2017 年 10 月已进行处理，现为库房
。现场玻璃制品正在搬离，未见生产

加工。

属实
按照“散乱污”企业“三清”工作要求，文昌社区立即对该点位进行了清

理。11 月 30 日，工作人员前往现场进行复查，该点位已清空。
无 无

李辰明 武侯区经科局中小企业
科科长 电 话：13666293313

刘姿言 武侯区经科局中小企业
科工作人员 电 话：

13881906651
曾劲强 金花桥街道办事处城管
科副科长 电 话：13880867668
邓康红 金花桥街道办事处环保

科工作人员 电 话：
13348813272

李 涛 金花桥街道文昌社区环保
员
 

电 话：15928057367

报送人：
曾劲强 金花
桥街道办事处
城管科副科长 

电话：
13880867668

http://www.ch
engdu.gov.cn/
chengdu/hbdc/
ztzl_hb.shtml

是

2
171121T00

576
来
电

成都
双流
区

来话人反映170924T00472相同
问题，反映九江街道九源路双
华医院背后的农贸市场的空地
上，近期经常有人在此为集装
箱喷漆，无任何的防护措施，
严重污染当地的环境。来话人
再次来电称该处并未搬迁，未
也停产，空气污染问题至今未
得到任何改善。请处理。

大气

2017年11月29日，我街办和社区到该
企业现场调查核实，该企业叫田源集
装箱公司，是把集装箱加工改造成简
易居住用房，营业执照是武侯区，没
有排污许可证，目前该企业已停工，

没有生产。

属实

一、现场对企业的电源进行拆除，要求该企业在三天内搬离厂区内的一切
机器设备，目前企业已停工，机器设备正在搬离。

二、如只作为堆放场地，必须办理新执照，到环保部门备案，看能否作为
堆放地。                         三、如不能办理新执照或此处不能
作为堆放地，我们要求在20天内全部搬离。              四、街办要求
社区在这段时间内对该企业严格监控，如发现有私自再次违规生产，将对

该企业按整治三无企业方式严格处罚，并坚决关闭。

无 无
叶顺书  九江经发科长

13568959520      刘胜    九
江环保科科长13881816970

刘胜    九江
环保科科长
13881816970

http://www.ch
engdu.gov.cn/
chengdu/hbdc/
ztzl_hb.shtml

是

3
171121T01

011
来
电

成都
崇州
市

来话人反映崇州市崇阳街办东
泉村9组的大理石厂，在生产
时排放废气，且粉尘污染严

重，请处理。

大气、扬
尘

2017年11月30日，我局会同环保局、
市场质量监管局、崇阳街办联合进行
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时成都市井源机
械有限公司未生产。经调查，成都市
井源机械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石材加

工，产品为大理石桌面，年产量约为
10000张，生产工艺为：原料——切割
——打磨——刷胶——水磨——成型
——成品。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兵，
持有《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845510870690，成立日

期：2010年03月23日，但未办理环保
备案。

属实

针对调查发现的问题，现场责令成都市井源机械有限公司立即停止生产行
为。

由市经信局副局长方驰（联系电话：13708088330）负责，责令成都市井
源机械有限公司12月31日搬离。崇阳街办加强对该区域的巡查与监管，发

现环境违法行为及时制止并上报环保局。

无 无

白  舸 崇州市经信局环安科科
长         18161269112

雷加杰 崇州市环境保护局执法
大队中队长 13982042003

杨兴虎 市场质量监管局执法四
中队中队长 15108393235

陈树昌 崇州市崇阳街道办副主
任         13668162241

白  舸 崇州
市经信局环安

科科长         
18161269112

http://www.ch
engdu.gov.cn/
chengdu/hbdc/
ztzl_hb.shtml

是

http://www.chengdu.gov.cn/chengdu/hbdc/ztzl_hb.shtml
http://www.chengdu.gov.cn/chengdu/hbdc/ztzl_hb.shtml
http://www.chengdu.gov.cn/chengdu/hbdc/ztzl_hb.shtml


4
171121T01

379
来
电

成都
市

温江
区

来话人反映永盛镇三义村49号
的村民，每天养殖猪时，将粪
便到处排放，导致空气污染严
重，希望部门核实处理。（信

息保密）

大气

2017年11月30日我区永盛镇在接到区
环督办交办件来电举报件后第一时间
启动调查，再次对该地农户家中养猪
情况进行实地核查。经调查，永盛镇
场镇社区18组赵保年家中养殖生猪29
头，其中仔猪14头，净猪15头。猪粪
处理方式为化粪池发酵利用，未见直
排。根据现场调查情况，举报人反映

情况属实。

属实

（一）现场处理情况
2017年11月22日我区永盛镇工作人员及社区工作员在进行实地查看、了解
情况后对该农户进行了政策宣传，并责令其整改。要求其：1、减少饲养
数量；2、烟囱加高；3、化粪池加盖；4、清扫周围环境，减少气味；5、

清理物品、用具，整齐堆放；6、禁用皮渣做燃料煮食饲料。
（二）下一步工作措施

由区农发局督促该农户减少生猪饲养量，由永盛镇人民政府负责日常监管
工作。

（三）回访情况
2017年11月30日，永盛镇环保科对该农户整改情况进行回访，该农户已积
极按要求对环境卫生进行整改，加高了烟囱，清扫猪圈周围来及，化粪池
进行了加盖，改用了其他清洁环保燃料煮食饲料并承诺在2017年12月中旬

将净猪出售，不再新进猪仔，计划于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整改。

无 无
唐  褒  永盛镇环保科工作人员    

13881963050

唐  褒  永盛
镇环保科工作

人员    
13881963050

http://www.ch
engdu.gov.cn/
chengdu/hbdc/
ztzl_hb.shtml

是

5
171121T01

844
来
电

成都
新都
区

来话人反映石板滩镇云石路长
林村9组泡菜厂，长期排放废
水，污染当地水源，请处理。
（来话人要求个人信息保密）

水

从2月-11月份，全镇销售剩余盐渍青
菜5400.2吨，掩埋盐渍池435个，处理
泡菜废水700余吨。石板滩镇协调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区环保局和镇农发办
、市场监督管理所、派出所开展了联
合执法。先后召开专题会4次，制作悬

挂宣传标语80余付。

属实

接到举报信后，我区石板滩镇立即组织合兴片区有盐渍行为的盐渍户再次
进行了检查，要求村（社区）加强卫生管理，坚决防止盐渍污水进入沟渠
。2017年11月22日，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钟毓平带队再次到长林村9组，
督促盐渍户加快泡菜处置进度，要求村两委每天关注泡菜销售情况，对空
置出来的盐渍池立即回填掩埋。截至目前，已销售剩余盐渍青菜5200吨，
掩埋盐渍池425个。盐渍废水由镇上统一收集交第三方专业公司处置。石

板滩镇严格按照网格化监管要求，加强巡查监管。

无 无
     办案人：李云龙 石板滩镇
农发办副主任       联系电

话：13880887862   

填报人：蒋良
芬   石板滩
镇农发办工作

人员         
联系电话

18280158089      

http://www.ch
engdu.gov.cn/
chengdu/hbdc/
ztzl_hb.shtml

是

6
171127T00

601
来
电

成都
彭州
市

来话人反映天彭镇天彭大道
740号的石棉板厂，生产过程
中，噪音扰民，且存在排放废
气，污染换环境的问题，之前
职能给出断电整治的处理结
果，但该厂私自接电，仍在正
常生产，表示不满。请处理。

大气

    接到投诉后，致和镇环保办工作
人员立即赶到现场，经查，来话人反
映属实。该排污单位为彭州市金阳防
火板厂，有营业执照、环评，未通过
“散乱污”整治联合验收，现场正在

生产。

属实

    已责令彭州市金阳防火板厂立即停产，鉴于其违法事实约谈了该单位
负责人，要求严格按照彭州市“散、乱、污”整改要求进行整改，未通过
联合验收前禁止私自生产。同时要求五里社区两委加强巡查监督管理，防

止不达标排放。

是 无
王作勋，致和镇工作人员，

13458505211

李小琴，彭州
市迎督办工作

人员，
18980829839

http://www.ch
engdu.gov.cn/
chengdu/hbdc/
ztzl_hb.shtml

是

7
171124T00

342
来
电

成都
邛崃
市

来话人反映邛崃市桑园镇通泉
村3组唯一的洗碗厂，长期无
证经营，且污水直接排放，污

染严重，请处理。

水

经调查，投诉人反映的邛崃市桑园镇
通泉村3组唯一的洗碗厂名为成都市金
洁洁餐具消毒有限公司，注册法人：
何某燕，于2016年10月租用此处场地
用于餐具清洗、消毒服务，已办理营

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83MA62L15X9B。2017年11月27
日，环境监察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
该公司正在进行包装作业，手工清洗

设备未使用，但有使用痕迹。

属实

经查，该公司目前主要使用燃油发电机及手工进行清洗，清洗废水进入约
200立方米的沼气池处理后排放，现场检查时废水总排口无废水外排。执
法人员现场要求该公司负责人加强管理，确保废水达标排放。邛崃市环境
保护局将进一步加强对该公司的监督管理，若发现其外排废水超过国家规
定的排放标准，将依法进行查处。同时，针对该公司经营内容是否符合卫
生相关规定，邛崃市环境保护局已告知卫生部门予以调查处理。以上处理
情况已于2017年11月29日通过电话回复投诉人，投诉人对办理结果表示满

意。

无 无
李信奎（邛崃市环保局，执法大

队中队长、18602845006）

唐典（邛崃市
环保局，科

员，
13540404014

）

http://www.ch
engdu.gov.cn/
chengdu/hbdc/
ztzl_hb.shtml

是

http://www.chengdu.gov.cn/chengdu/hbdc/ztzl_hb.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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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71127T02

197
来
电

成都
新都
区

来话人反映新都区新繁镇新庞
村2组青白江节能电站内有加
工废品塑料的厂，每天晚上生
产时排放废气、废水，造成空
气污染，且噪音扰民，该厂也

无相关执照。请处理。

水、大气
、噪音其

他

新繁镇新庞村2社临近的只有一家高林
水电站，且该处水电站属于新繁镇曲
水村辖区，经过现场工作人员核实，
该处水电站周围并无塑料厂，毗邻水
电站右侧只有一家家具厂，该家具厂
负责人刘彬;在近期新繁镇“散、乱、
污”企业专项整治过程中，该企业因
相关环保手续不完善，已被强制断

电，且由我区新繁镇政府对其下达了
搬离通知书。新繁镇环保办工作人员
于2017年11月28日与29日多次同信访
人电话（02883994979）联系，均未接

通电话。

不属
实

我区新繁镇环保办要求曲水村村委会按照三级网格巡查机制加强日常监管
巡查，强化村组两级巡查机制。我镇将加强对上述区域的环境监管，防止

噪音、废气、粉尘影响周边环境。
无 无

办案人员：刘长安  电话号码：13488966863        
陈松林  经发办工作人员，联系电话：

18428302457

填报人员：陈
松林  经发办
工作人员联系

电话：
18428302457

http://www.ch
engdu.gov.cn/
chengdu/hbdc/
ztzl_hb.shtml

是

9
171127T00

315
来
电

成都
新津
县

来话人反映方兴镇白鹤村的和
其顺作坊无证工作，并且该厂
工作时排放大量黑烟，空气污

染严重。请处理。

大气

2017年11月30日，方兴镇会同县环保
局对和顺其豆腐厂进行了现场调查，
该厂正在申报纳入“散乱污”企业整
改规范类。现场检查时该厂未生产，
经走访当地群众反映该厂有偷产现

象，该厂使用天然气采用燃气锅炉提
供热能，场所外5米左右有一燃煤炉灶
用于职工做饭，点火时有黑烟。群众

反映情况属实。

属实

1、属地镇乡赓即对业主下达了《停工通知书》，并现场拆除了燃煤炉灶
。               2、要求该厂不得擅自生产，待完善相关手续及上级相
关部门联合验收后才予以生产。       3、由属地镇乡进一步加强该厂监
管，未完善相关手续前，不得生产。2017年12月4日多次对该投诉进行回
访，投诉人均表示：打错了，经回访周边住户，群众对整改情况均表示满

意。

无 无

刘梅（单位及职务：方兴镇副镇
长、手机号13668228797）、彭
建彬（单位及职务：方兴镇环保

办负责人、手机号
13880666069）、田洪林（单位
及职务：新津县环境保护局应急
办主任、手机号18181910930）
、吕伟（单位及职务：新津县环
境保护局执法工作人员、手机号

15828165703））。

刘梅（单位及
职务：方兴镇
副镇长、手机

号：
13668228797）

http://www.ch
engdu.gov.cn/
chengdu/hbdc/
ztzl_hb.shtml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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