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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转办第十九批信访件共计11件。截至9月8日，已办结11件，现予以公开。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山东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及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涉及枣庄市情况公示（第十九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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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枣庄市滕州市洪绪镇
龙庄村西，滕龙化工有限
公司，属于散乱污企业，排
放废气，污水流入暗井污
染地下水，影响附近居民
生活。督察组进驻后暂停
生产。举报人要求取缔。

枣庄市市中区西王庄
镇后小湾村村东，村书记
私自建厂并养猪，排放废
气，污水污染河沟。要求
取缔或搬迁。

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
上武穴村村北养猪场及杀
猪场、唐口村村北养鸭场、
供电工程处墙东两家养猪
场，臭气熏天。幸福东路联
创公司门口，烧烤店油烟扰
民。幸福东路联创公司东
三岔路口，垃圾堆积。店韩
公路两边，焚烧电缆，废气
直排。

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
刘桥村，有数家养殖厂，废
水直排薛城河沟最终流入
微山湖，粪便乱堆乱放，有
刺鼻气味，有蚊虫。

枣庄市高新区四季菁
华小区 2 号楼一层，“喝羊
汤”羊汤馆，私自改装烟道，
油烟扰民。

1.枣庄市环保局对环境
违法企业尤其是超标排放
的企业一直是只处罚不征
收违法部分的排污费。

2.鲁南化肥厂、滕州市
大宗煤矸石热电有限公司
被环保局处罚多次，枣庄环
保局却根据企业无环保违
法行为的事实出具了环保
守法证明。

山东联合王晁水泥有
限公司外排废气氮氧化物
超标0.24倍，枣庄市环保局
于2016年3月16日给予该
企业罚款 10 万元的处罚决
定。枣庄市环保局称“一直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对违法
企业进行处罚，对超标 0.3
倍以下的企业也是根据违
法行为的性质和情节，进行
行政处罚，并不是不予处
罚”。但枣庄市环保局之前
一直对排污超标0.3倍以下
的企业不罚，为何在山东省
环保厅执法检查时对该公
司排放氮氧化物排放超标
0.24 倍进行处罚。该企业
方认为枣庄市环保局存在
执法标准不一，任性执法，
随意执法的问题。

行政
区域

枣庄
市

枣庄
市

枣庄
市

枣庄
市

枣庄
市

枣庄
市

枣庄
市

污染
类型

水、
大气、
其他

大气、
水

大气、
油烟、
垃圾

水

油烟

其他

其他

调查核实情况

该信访件同第8批810号，第10批1122号信访件反映的问题基本一致。
1.该企业于2013年9月19日取得枣庄市环保局《关于滕州市腾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2000t／a苯甲酸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书的批复》；于2014年6月16日取得枣庄市环境保
护局《关于滕州市腾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2000t／a苯甲酸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于
2016年8月21日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该企业不属于散乱污企业。

2.该企业已于2017年8月15日全面停产，不存在废气排放问题。8月19日，滕州市环保局
委托第三方对该企业厂界主要大气污染物和臭气进行了监测，安放了3个监测点，结果各检测
点均未检出苯系物，臭气浓度除2号点位监测数值为11外，1号和3号点位监测数值都小于10，
均在20的臭气标准之内。8月21日下午，滕州市环保局再次委托第三方对该企业厂界主要大
气污染物和臭气进行监测，现场气味与8月19日相比无明显变化，不存在排放废气的问题。

3.经现场检查，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不产生废水，也没有暗井；车间内地面冲洗水进入收
集池循环利用；产区内地面冲洗水流入城市污水管道，进入滕州市第二污水处理厂。

4.根据现场勘察，该公司西面、北面是田地，南面是道路，路南是企业，东面是天安公司，向
东是箭波通讯公司，距离最近的居民区为厂区东面约150米，距离学校约500米，均符合该公司
环评批复的卫生防护距离50米的要求。

该企业2017年年初已启动搬迁入园计划，8月15日全面停产是该企业既定搬迁入园计划
的一部分，该企业张贴了全面停产公告，不存在督察组进驻后暂停生产的问题。滕州市环保局
于8月21日依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第四条规定对该企业进行了查封。企
业实际控制人承诺在退企入园之前保证不在现址生产。

信访件反映区域位于市中区西王庄镇后小湾村，养殖户为刘某某（民主村书记），养殖地点
在其自家庭院，位于村东300米，属于控养区，现场发现母猪2头和仔猪19头，西王庄镇畜牧站
已于7月25日，督促其减栏、清栏，但至今没有清理完毕。该养殖场配建一处沼气池，废水直接
排入沼气池，且院落周边无河沟，不存在污水污染河沟的问题，但存在气味污染。

8月30日，枣庄市薛城区组织畜牧局、陶庄镇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核实，上武穴村村
北养猪场及杀猪场、唐口村村北养鸭场、供电工程处墙东两家养猪场均位于控养区，有关情况如
下：

1.上武穴村村北养猪场，系该村村民经营养殖，现存栏生猪119头，多系猪仔，有异味。
2.上武穴村北杀猪场，系上武穴村村民经营，2016年12月21日因该场未按照要求建立污

水污物处理设施设备和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区畜牧兽医局对其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2017
年8月10日，因该场未能按要求整改，区畜牧兽医局对其下达了关停通知；8月22日晚，薛城区
畜牧兽医局又对该屠宰场依法查封，目前处于停止经营状态。

3.唐口村北养鸭场，系唐庄村村民经营养殖，8月18日陶庄镇已对其进行清理关停。
4.供电工程处墙东两家养猪场，路东养猪场系唐庄村村民张鹏经营养殖，现存栏生猪28头、

蛋鸡3000只；路西养猪场系王建租赁场地经营养殖，现存栏生猪105头，有异味。
5.幸福东路联创公司门口烧烤店位于联创公司门东，为流动烧烤摊点，已停业。
6.幸福东路联创公司东三岔路口为设置的固定垃圾台，设有2个大型铁皮垃圾箱，每天早6

点附近居民集中存放垃圾，7点30分保洁人员集中进行清运，清运后积存垃圾，有零星垃圾散
落。

7.店韩公路两边焚烧电缆，经查店韩路西侧、上武穴村村民自营废品收购站，疑似存在焚烧
废旧电缆行为。

8月30日，薛城区组织畜牧局、周营镇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反映的数家养殖场均
位于控养区，有关情况如下：刘桥村共有养殖户13家；所反映废水直排薛城河沟最终流入微山
湖问题，经现场查看，举报人所称薛城河沟实为刘桥村水沟，该水沟穿村而过，流经韩庄镇西岳
村、东岳村进入刘桥干渠，流向峄城区古邵分干渠,未流入微山湖。村内流水清澈，无养殖污水
进入，反映不属实；所反映粪便乱堆乱放，有刺鼻气味，有蚊虫的问题，经实地查看，在村南的3
家养猪户，其中董某某养殖户将粪便堆放地头、路边，存放不规范，有气味，反映情况属实。

另外，穆某某和刘某某家养猪户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其中，穆某某家有4口人，本人务农，家
属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无劳动能力，医疗费用较大，女儿上高职，儿子上小学，家庭贫困，2016年
利用上级扶贫资金5000元，帮助该户整修猪舍50平方，购置能繁母猪4头，目前养猪39头，猪
舍建有三格沉淀池。刘某某家有3口人，本人身体残疾，无劳动能力，妻子在家务农，儿子在外
打零工，家庭贫困，2016年利用上级扶贫资金5000元，并协调农商行落实3万元扶贫农户贷，帮
助该户整修猪舍50平方，购置能繁母猪4头，目前养猪36头，猪舍建有三格沉淀池。

“喝羊汤”酒楼位于薛城区新城海河路四季青华小区春华园2号楼商业自西向东第4户，业
主为张某，注册时间为2015年9月24日。该饭店安装使用了油烟净化设施和无烟环保烧烤炉
具，现场检验运转正常。由于该区域门市房没有设计专用烟道，因此该饭店自行设置了烟道，将
厨房烟道与烧烤炉具烟道整合一起，经室外油烟净化设施净化后排放至门前下水道。调查现场
时，有轻微油烟气味。

1.近年来，枣庄市环保局一直严格按照《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使用由环保部研发的“排污费征收全程信息化管理系统”依法核定并征收市
本级征收企业的正常排污费及其超标排污费。自2013年以来，枣庄市环保局在排污费核定过
程中根据排污费征收核定有关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核定排污者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依
据的顺序是，经数据有效性审核有效的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环保部门委托的监测机构出具的
监督性监测数据、物料衡算方法、排污系数”的核定顺序，首先选择经过有效性审核的自动监控
数据核定排污费，如果企业该项污染物没有经过有效性审核的自动监控数据，就使用环保部门
委托的监测机构出具的监督性监测数据。其中：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各企业的
排污费核定过程为工作人员直接将环境监测部门提供的各企业污染物自动监控数据、监督性监
测数据录入“排污费征收全程信息化管理系统”中，由系统自动核定排污费的征收数额，若企业
存在小时均值超标和监督性监测数据超标的排污行为，其对应超标的污染物排放量经系统自动
核定并征收。2015年10月1日至今，枣庄市环保局一直按照山东省《关于完善排污收费政策促
进治污减排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要求，严格审查经过有效性审核的自动监控数据中的日均值，只
要一个自然月内有一个排放浓度日均值超标或环保部门委托的监测机构出具的监督性监测数
据超标的，就认定该污染物该月排放浓度超标，即对该污染物当月加一倍征收排污费。因此，枣
庄市环保局对环境违法企业尤其是超标排放企业不仅处罚，同时也征收了违法部分的排污费。

2.2013年以来，枣庄市环保局曾为鲁南化肥厂和滕州大宗煤矸石热电有限公司出具环保守
法证明和环保情况证明。该两家企业因管理和设备运行等原因，污染物排放出现波动，存在瞬
时超标现象，市环保局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了处罚。兖矿鲁南化肥厂和滕州大宗煤矸石热电
有限公司一直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不断加大环保治理资金投入，完善治污设施，强化环境管
理制度，污染治理效果明显，尤其是兖矿鲁南化肥厂一度成为全市环保治理工作的典型。枣庄
市环保局从服务企业长远稳定发展、支持企业加强污染治理、提升环境质量、确保环境安全考
虑，为企业出具环保守法证明和环境情况证明。

转办件反映的枣庄市环保局对超标0.3倍以下予以处罚的问题，枣庄市环保局依据《行政处
罚法》和《环境行政处罚办法》有关规定，根据违法行为性质和情节等情况，对超标0.3倍以下的
企业进行行政处罚，并不是不予处罚。关于山东联合王晁水泥有限公司处罚问题，2016年1月
14日，因其外排废气氮氧化物超标0.21倍，台儿庄环保局给予其行政处罚，2016年3月16日，
该企业外排废气氮氧化物又超标0.24倍，在两个多月时间内两次连续超标，性质严重，枣庄市环
保局对其处罚10万元，并告知了听证和申诉权利，该企业未提起听证和申诉，并及时缴纳了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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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刘某某（民主村书记）表示立即进行整改，并联系
屠宰场对猪进行处理，对养殖院落进行清理消杀，全部
清理工作已完成。

2.西王庄镇党委对民主村书记给予诫勉谈话。

1.上武穴村村北养猪场，截至 9 月 1 日 17 时已断
水、断电，生猪已清运完，毕养殖设施已拆除，粪污已清
理。

2.上武穴村北屠宰场，截至8月31日12时已断水、
断电，待宰圈、屠宰设施设备已拆除完毕。

3.唐口村北养鸭场，截至 8 月 31 日 12 时养鸭设施
已拆除完毕。

4.供电工程处墙东两家养猪场，截至 8 月 31 日 17
时生猪已清运，养殖设备已拆除，达到“两断三清”整改
标准。

5.幸福东路联创公司门口烧烤店，已于 8 月 30 日
17时前取缔；加大该路段餐饮摊点清理规范力度，规范
经营行为。

6.幸福东路联创公司东三岔路口垃圾，截至8月31
日17时已完成垃圾台水泥地面硬化，已设置垃圾投放
入箱告知牌2个；责成保洁公司加大垃圾清运频次，每
天6：30、15：30各清运1次，并做好日常保洁巡查，杜绝
垃圾散落。

7.店韩公路两边焚烧电缆，已于 8 月 31 日 12 时前
完成店韩路（陶庄段）沿线废品收购站点排查，严禁露天
焚烧行为，对无证经营、无序生产的，坚决予以取缔。

截至9月3日18时，周营镇刘桥村理，王楼村11家
养殖户畜禽全部清空，养殖户禽舍采取“两断三清”或拆
除的方式全部完成整改，累计清理猪 548 头，鸡 2000
只。下步，引导养殖户利用养殖棚舍进行转产，发展蘑
菇等产业。

针对2家养猪贫困户（已建档立卡）的特殊情况，暂
不采取两断三清措施。截至9月1号17时，两家贫困户
畜禽粪便已全部清理。同时，责成该村，明确专人，加强
2 户的监督管理，确保粪便日产日清，杜绝养殖污染。
下一步，针对2户情况进行具体研究，拿出切实可行的
方案，帮扶其实现转产，确保贫困户收益不受损，待转产
之后，将严格按照“两断三清”要求完成整改。

1.薛城区城管局执法人员现场对该饭店负责人下
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予以停业整治。责令该饭店整
改烟道，油烟不得排入下水道，经处理后，烟道出口要
高于居民楼。并且委托权威的第三方油烟检测机构，
对油烟排放进行检测、鉴定，如果油烟排放不达标，要
重新购置达标的油烟净化设施和无烟环保炉具，并加
强日常清洗保养，直至油烟排放达标、整改完毕后才能
开业。同时，执法人员将加大巡查执法力度和频率，确
保该饭店整改到位。

2.薛城区城管局举一反三，全面、深入地开展排查
活动，完善动态监管台账，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对油烟排放不达标的餐饮
店，发现一个整改一个，绝不姑息。

1.下一步枣庄市环保局将举一反三，进一步健全
完善对超标排污行为查处和超标排污费征收联动机
制，及时查处及时征收。

2.2018 年 1 月 1 日后，枣庄市将严格按照环境保
护税法的相关规定做好环保费改税相关工作的移交和
配合工作。

3.2015年起，枣庄市环保局已严格落实环境保护
部《关于改革调整上市环保核查工作制度的通知》要
求，不再为企业出具有关环保方面的证明，同时我局将
严格监管执法，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的日常环保监督检
查，加大监察力度，通过日常检查、夜查、节假日错时检
查等方式，督促企业严格遵守各项环保法律法规，共同
为改进环境质量做贡献。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诫勉谈话
1人

（下转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