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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71208T0066
1

来电 成都 彭州

    来话人反映彭州市濛阳镇白土河
村村委会附近（以前的学校内）的家

具厂每天作业时喷漆，空气污染严重
。夜间作业到22:00左右，空气污
染，影响周围居民休息。请处理。

大气

    经2017年12月12日调查，来话人
反应的家具厂为彭州市萌新三青家具

厂，通过走访该家具厂四周未发现有刺
鼻气体，附近群众反映偶尔会闻到少量
刺鼻气体。

是
    根据该厂2017年6月29日废气检测报告结果显示，该厂气体排放符合标准；我镇要求
该企业加强环境整治工作，尽量减少废气排放，以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

否 无

蔡世才，濛阳镇人民政府安全环保

办工作人员，13980467329;陈亮，
濛阳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13548190260。

李小琴，彭州市

迎督办工作人
员，18980829839

http://ww
w.chengdu
.gov.cn/c
hengdu/dc
tb/hb_com
mon_list.
shtml

是

2
171211T0011

0
来电

成都
市

成华区

成华区大熊猫基地旁的石岭村13组3
号附近有两家无名家具工厂，每天生
产时排放大量废气，污染环境。表示

问题未解决，该处依旧存在环境污染
的情况。来话人再次来电称，该地的
工厂经常在深夜偷偷生产，排放废
气，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

请处理。

大气

2017年12月12日，下午15时,白莲池街

道办事处石岭社区到现场了解情况，石
岭村13组3号附近两家家具工厂存在私
自生产痕迹。

是

（一）处理措施。2017年11月15日，白莲池街道联合石岭社区人员对该两家小作坊进行了
封存，要求立即搬离。2017年12月12日，经现场查实，该企业私自拆封，偷摸生产。街道

同社区对该一家小作坊进行强制收缴工具，拆除生产机械的处理。另一家小作坊负责人表
示会在17号前将设备搬离。
（二）处理结果。2017年12月12日，经现场核实，石岭村13组两家生产作坊中一家小作坊
已被强制收缴工具，拆除生产机械；另一家小作坊负责人于12月17号已将设备搬离。

否 无

易启滨 白莲池街道办事处石岭社区

党委委员 13693400580
王鑫 白莲池街道办事处石岭社区居
委委员 15008464919

张彭静 白莲池街

道环保科工作人
员13679048612

http://ww
w.chengdu
.gov.cn/c
hengdu/dc
tb/hb_com
mon_list.
shtml

是

3
171208T0149

4
来电

成都
市

天府新
区

来话人反映：1、天府新区白沙镇麓
山大道三段彩虹日化公司，每天使用
大量煤炭进行生产加工，导致空气污
染严重；2、该公司在生产加工过程

中，机器产生巨大噪音，扰民严重。
来话人再次来电称该工厂于2017年12
月8日15:00开始偷偷生产，排放气
体，空气污染严重，机器产生巨大噪

音，扰民严重，请相关部门尽快处理
。

大气、噪声

2017年12月12日，环境保护和统筹城乡
局会同白沙街道到该企业进行现场核
查，该企业正在生产。企业燃煤锅炉已
于2016年10月国庆期间全部拆除，燃煤

堆场已于2016年9月底前进行了清理，
现场未发现使用燃煤的迹象。企业在从
事生产活动时确有噪音产生， 12月12
日下午，监测部门对该企业进行了噪音

监测，其中一处厂界噪声超标，工作人
员要求其立即进行整改。

是

针对该企业存在的问题，天府新区环保和统筹城乡局做出如下处理：

（一）要求企业在从事生产活动时做好隔声降噪措施，确保达标排放。
（二）加强宣传引导，通过多种形式加大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环境

保护意识。

否 无

朱登华  环保统筹局环保处工作人

员   13628001653
罗存义  环保统筹局环保处工作人

员   13308097313
李英付 白沙街道党工委委员、武装

部长 13668211598
吴洪林   白沙街道产业促进科科长    

15928607362
郑成林   白沙街道环保生态办负责

人  13980025665
李  敏   白沙街道白沙场社区书记    

13568906601

罗存义，天府新
区成都管委会环

境保护和统筹城
乡局，

13308097313；

http://ww
w.chengdu
.gov.cn/c
hengdu/dc
tb/hb_com
mon_list.
shtml

是

4
171209T0129

5
来电 成都 邛崃市

来话人反映临邛镇三好村12组生产腊
肉的作坊（只有一个）生产加工时散
发浓烟，刺鼻性气体，影响周边居民
生活，多次向邛崃环保部门反映未果

。请处理。

大气

经调查，投诉人反映的“临邛镇三好村
12组生产腊肉的作坊”业主：王某平，
实际地址：邛崃市临邛街道洪川社区12

组（原三好社区12组87号），王某平利
用自家房屋进行猪肉熏制加工，截止检
查之日，该作坊2017年共熏制加工猪肉
成品约100公斤。2017年12月12日，环

境监察执法人员会同临邛街道和洪川社
区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检查时，该作坊未
生产，但有生产加工痕迹，检查发现该
作坊熏制猪肉主要燃料为生物质，无废

气污染防治设施。

是

现场检查时，该作坊未生产，但有生产加工痕迹，检查发现该作坊熏制猪肉主要燃料为生
物质，无废气污染防治设施。执法人员现场要求业主王某平立即停止生产，并按照环保要
求落实废气污染防治设施。同时，要求临邛街道和洪川社区加强对该作坊的巡查监管，避

免该作坊烟气扰民的事件再次发生。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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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
w.chengdu
.gov.cn/c
hengdu/dc
tb/hb_com
mon_list.
shtml

是

http://www.chengdu.gov.cn/chengdu/dctb/hb_common_list.shtml
http://www.chengdu.gov.cn/chengdu/dctb/hb_common_lis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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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71208T0006

1
来电

成都
市

郫都区

来话人反映171111T00166相同问题，
【其称郫都区团结镇太和村15组一粉

末厂生产期间排放大量污水（关门生
产），严重污染环境。且在夜间偷偷
生产，仍存在排污的情况。】来话人
再次来电反映该问题至今未解决，对

方在垃圾桶旁开了几个孔偷排污水，
且每次部门检查时村委均会提前通知
对方关门，请部门再次核实处理

水

2017年12月13日，团结街道会同区环保
局执法大队、团结街道太和村对成都华
宇粉末冶金有限责任公司展开现场调查

。经查，该公司位于太和村15组，占地
面积2000平方米，员工36人，主要从事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加工生产。主要工
艺流程：配料-压制成型-烧结-机加工-

热处理-清洗-冷却-包装待售。该厂有
营业执照，已按照环评备案[郫环建备
（2016）389号]报告要求落实整改，有

监测报告【佳士特（环检）字 第

170913801号】，显示废水、废气、噪
声均合格。车间内抛光机生产的废水为
冷却水循环使用，没有偷排漏排现象。
该公司未在垃圾桶旁开孔排污水，也不

存在投诉人所反映的检查前村委会提前
通知对方关门的情况，现场检查时发现
该公司生活废水经化粪池直排，要求立

即封堵。

是
针对该公司生活废水经化粪池直排问题，区环保局、团结街道要求该厂立即将生活废水排
口进行封堵，严格按照节能减排方案进行生产，根据本厂制定的限产方案控制生产时间，

按程序向区环保局申请排污许可证。
否 无

任驰 区环保局工作人员 
13880048467     王晓松 区环保局

执法大队中队长 18581885205     
钟晓 团结街道办事处环保办工作人
员 18111645510     姚爽 水务办
工作人员 18980469408     方茂强 

太和村主任15828455877     蔡木
勇 太和村环保工作人员 

15228877151 

钟晓    团结街
道办事处环保办

工作人员 

18111645510

http://ww
w.chengdu
.gov.cn/c
hengdu/dc
tb/hb_com
mon_list.
shtml

是

6 171211T01031 来电 成都 崇州市
来话人反映元通镇大罗村11组有一泡沫
厂，每逢周末在作业时，存在污染空气，

希望部门核实处理。
大气

2017年12月14日，我局会同环保局、市场
质量监管局、元通镇政府联合进行现场检
查，现场检查时该场所处于停产状态，未发
现从事加工活动的行为，在现场发现有废旧

泡沫约0.8吨，粉碎废旧泡沫机器1台，现场
人员未能提供《营业执照》、环保等相关手

续。
经调查，崇州市元通田学平塑料厂经营者田

学平，在未取得《营业执照》、环保等相关
手续的情况下从事废旧泡沫回收加工。
经现场检查，来电人反映情况属实。

是

针对调查发现的问题，环保局、市场质量监管局依法责令该厂立即停止一切经营活动；由镇、村两级

组织立即进行无害化搬迁处理，并于2017年12月20日前全部清理完毕。
（二）下一步措施

由市经信局副局长方驰（联系电话：13708088330）负责，市场质量监管局对无害化搬迁处理工作在
20日前全程跟踪执行情况，并协助需要帮助的事宜；元通政府加强对该厂的巡查和监管，发现环境

违法行为立即制止、及时上报。

否 无

白  舸 崇州市经信局环安科科长         
18161269112

张  兆 崇州市环境保护局执法大队中队
长 13730846488

杨兴虎 市场质量监管局执法四中队中队
长  15108393235

幸享键 崇州市元通镇环办主任           
13551106776

白  舸 崇州市经
信局环安科科长         
18161269112

http://ww
w.chengdu
.gov.cn/c
hengdu/dc
tb/hb_com
mon_list.
shtml

是

7
171210T0028

2
来电

成都
市

蒲江县

投诉人是西来镇石桥村5组的村民，

反映该村有一混泥土搅拌站长期排放
泥水，造成该处河道内的水污染严

重，请查处。

水

针对投诉人反映的情况，西来镇环保办
工作人员于2017年12月11日上午电话邀
约投诉人，与投诉人共同到其反映的河

道段进行现场查看，发现该段河水目测
清澈，无浑浊现象。随后西来镇环保办
工作人员来到投诉人反映的位于西来镇
两河村十一组的四川敏贵富商品混凝土

有限公司西来分公司进行现场调查。该
搅拌站于2016年9月13日完成环境影响
备案报告，并于2017年8月22日取得了
《排放污染物临时许可证》（川环许A

蒲（临）0075）。搅拌站建有三级沉淀
的污水处理池，实行污水沉淀处理后循
环使用，另建有一个约50立方的雨水收
集池，水质清澈。现场未发现污水外排

现象。

否

西来镇环保办工作人员现场告知投诉人，一旦发现河道水质污染，第一时间告知西来镇环

保办，以便及时处理；同时对该搅拌站负责人进行了环保知识宣传教育，要求严格按照环
评要求进行生产。投诉人对以上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否 无
秦斌       西来镇环保办副主任        

18782912894

罗龙良     西来

镇环保办工作人
员15908186107

 

http://ww
w.chengdu
.gov.cn/c
hengdu/dc
tb/hb_com
mon_list.
shtml

是

8 171211T01710 来电 成都市 大邑县

    其是大邑县晋原街道梁坪村3组的村
民，反映该村所有的工厂将废水直接排放
在沟渠内，造成环境污染严重。来话人再

次来电称，工厂排放废水问题至今未得到
解决，请处理。

水

    2017年12月14日10:30街办工作人员会
同县环保局、县经信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工作人员及梁坪村村干部组成调查小组对投
诉人所反映该村所有的工厂将废水直接排放
在沟渠内，造成环境污染严重一事进行调查
处理。经调查，梁坪村未发现有工厂，投诉

人投诉不属实。经工作人员与投诉人王家强
联系投诉人说他投诉的是梁坪部队生活污水
排放污染沟渠，王家强要求将沟渠浆砌（三
面光）避免污染饮用水源。经调查，梁坪部

队生活污水排放污染沟渠属实。。

是
    1、现场处理情况。       梁坪部队属于军事基地，不属于地方管辖范围。我街办无权处理。

建议请相关部门协调梁坪部队配合处理。   2、下一步工作措施

晋原街道办、梁坪村村委会加强巡查监管

否 无

杨霞            晋原街道产环科  工
作人员

电话：136668270118    周智
晋原街道产环科  工作人员

电话:18030896488
刘贤权                                                                                                                                                                             

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
电话：18081990893

郭泰            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
人员          电话：13550359895叶

曦
县环保局执法大队                                                                                                                                                                                       

电话：18980735606宁宁            
县环保局执法中队            电话：

18161192592张德安
县经信局企业服务科工作人员

电话13666264222

张勇
街道办主任

电话：
13438259593

http://ww
w.chengdu
.gov.cn/c
hengdu/dc
tb/hb_com
mon_list.
shtml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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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71211M0020

9
来电

成都
市

双流区

来话人反映：位于成都市双流区黄水
镇楠柳村3组，一个三无企业，噪音

扰民，不管晚上和半夜都在生产，生
产的东西，严重污染了环境。希望有
关部门严肃处理一下，换我们一个没

有污染的环境，宁静的生活。

大气，其他

12月12日-14日，区科经局会同黄水镇

工作人员，对楠柳社区进行全方面摸底
排查，楠柳社区3组“散乱污”企业共9
家，主要为家具厂、石材厂、塑料加工
厂、机械厂等。其中2家已搬离，3家塑

料加工厂已拆除了热熔设备，转为收
购；1家纸箱厂和1家办公桌椅厂已拆除
设备，清理了原料，目前在销售成品未
生产；1家金属制品厂在拟拆迁范围

内，已停产，业主表示正在寻找厂房搬
离；1家机械厂正在搬离车床，目前搬

离了焊机和烤漆房，未生产。

是
1、要求企业按照“两断三清”12月30日前搬离 ；                      2、要求黄水
镇楠柳社区工作人员督促企业尽快搬离，同时加强巡查，严禁企业私拉乱接，违法生产。

否 无

肖卫东  成都市双流区科技和经济
发展局安全生产科科长 

13084456616
 黄水镇工作人员韩军13658079833
黄水镇工作人员陈继13518127199

肖卫东  成都市
双流区科技和经

济发展局安全生
产科科长 

13084456616

http://ww
w.chengdu
.gov.cn/c
hengdu/dc
tb/hb_com
mon_list.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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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71212T01141 来电 成都市 温江区

来话人是海科路游家渡小区的住户，反映
小区旁“成都市温江区明尼达硅氟皮化应
用研究试验厂”，长期在生产时发出刺鼻

的气味，空气污染严重，请处理。

大气

一、基本情况
举报人反映“海科路游家渡小区的住户，反
映小区旁成都市温江区明尼达硅氟皮化应用
研究试验厂，长期在生产时发出刺鼻的气

味，空气污染严重”。
投诉人反映的成都市温江区明尼达硅氟皮化
应用研究试验厂，位于成都市温江区柳林乡

前进村6组。该公司主要产品是：水融

（溶）性高分子硅烷偶联剂、节水减排硅烷
鞣革，该公司废气主要在丙烯酸硅胶反应工
序中产生废气，产生的废气通过酸雾塔进行

处理。

2017年11月23日中午1：50左右，由温江区
环境监察执法大队带队，天府街办环保科及
游家渡社区工作人员陪同，到明尼达硅氟皮
化应用研究试验厂进行查看，现场有皮质品

干燥处理作业，无其他生产迹象，未见排污
行为。该公司负责人阳庆文表示，有过渡性

生产行为。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7年12月12日，游家渡社区接群众投
诉，反映“明尼达化工厂”排放刺鼻气味，
社区工作人员立即到现场查看，该公司大门

关闭，未见生产行为。

2017年报11月23日-12月14日，天府街办环
保科和游家渡社区工作人员多次到明尼达巡

查，均未见其生产行为。

是

（一）现场处理情况

2017年12月12日，天府街办牵头，组织各区级相关部门及区环督办召开了专题研讨会，会上对明尼
达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明确加强巡查执法工作，防治擅自生产。

（二）下一步工作措施

1.由区环境监察执法大队负责，对该公司加强监管，对发现的违规排污行为，立即进行处置。（责
任人：毛道强，温江区环境监察执法大队大队长，18602880204）

2.由天府街办负责，按照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街办和游家渡社区将加强明尼达硅氟皮化应用研究
试验厂常态化监管，发现问题及时上报。（责任人：帅明成，天府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13708222920）
以上整改措施由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石山（联系电话：13981700070）牵头督促落实。

（三）、回访情况
2017年12月15日上午，已联系来话人所留联系方式，告知其反映问题处理情况，来话人陈先生对工

作措施表示满意，同时表示愿意积极配合，发现该公司生产排污行为会第一时间与街办和社区联系。

否 无

李永明，天府街道人大工委主任，
13882023988；

李斌，区环境监察执法大队中队长，

18583228750；
凌路羽，区环境监察执法大队工作人

员，13881777838；
王建，天府街道环保科工作人员，

13550058865；
宿庆，天府街道环保科工作人员， 

13551281258。

夏明 环保科科长  
13880197060

http://ww
w.chengdu
.gov.c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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