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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转办第二十二批信访件共计12件。截至9月11日，已办结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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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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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前期投诉“枣庄市
台儿庄区涧头集镇，褚
提楼村村东路南石粉
厂、孙苏庄村村西运鸿
水泥厂”的问题（受理编
号：1981），举报人对处
理结果不满意，要求取
缔这些企业。

枣庄市高新区兴仁
街道办事处兴仁屠宰
场，夜间屠宰噪声扰民，
异味大，苍蝇多。

枣庄市薛城区百益
花苑小区门面房内，海螺
型材门窗加工，噪声扰
民。

枣庄市薛城区海河
路与泰山北路交会处东
北角，被倾倒大量生活垃
圾，污水横流，散发臭味。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东校教师家属院南墙上，
建设多个信号塔，举报人
担心辐射影响附近居民
身体健康。向 12345 反
映未解决。要求拆除。

周村水库（在枣庄与
临沂交界处）有一人造石
厂，无任何手续，废水直
排到水库下游，臭气熏
天。

枣庄市孟庄镇崖头
村有一大理石厂，无手续
经营，废水直排到河内，
破坏河内水质。

滕州市滕州宾馆、滕
州党校宾馆门口早晨经
常燃放鞭炮、礼花、礼炮，
噪声、烟尘污染严重，多
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未解
决。

临沂市苍山县鲁城
乡寨山头村，大理石厂，
无任何手续，废水排入枣
庄境内孟庄镇苗庄河内，
河水被污染。

枣庄市山亭区牛电
电动车有限公司，无环保
手续非法生产，漆桶等危
险废物随意丢弃，喷漆、
电泳污染环境。

枣庄市峄城区附近
有多家挂车生产厂，没有
环保处理设备，喷漆排放
刺鼻气味，废渣随意堆
放，严重污染土壤和水
质。其中包括：枣庄市德
成挂车配件有限公司、枣
庄润田车业有限公司、枣
庄远翔挂车配件制造有
限公司、枣庄联泰专用车
辆制造有限公司、枣庄市
畅通挂车配件有限公司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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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褚提楼村东路南石粉厂”为提某某石粉厂。在前期接到转办件后，台儿庄区政府
组织国土、环保、涧头集镇等相关部门现场进行调查处置，并成立孙苏庄村褚提楼村环保
整改工作组。根据涧头集镇对其下达的《限期拆除通知书》、区国土资源分局对其下达的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督促提运章拆除生产设备和厂房，责令当事人将涉嫌
擅自违法占据的集体土地退还给村集体。目前，提某某石粉厂已拆除95%，其中，生产设
备已全部拆除，因天气原因仅剩一间厂房框架结构未拆除。

2.“孙苏庄村西运鸿水泥厂”是枣庄市运鸿水泥粉磨有限公司。在前期接到转办件
后，针对该企业在产品包装过程中产生水泥扬尘问题，台儿庄区政府责令区经信局对该
企业采取停电措施，停电后，枣庄市运鸿水泥有限公司于 8 月 29 日向供电部门申请
2000KVA变压器停止用电，供电部门受理并办理了停用手续，台儿庄区经信局也要求
区供电局没有政府同意不能再供电。目前，运鸿水泥厂已经实现了断电停产。

2017年7月25日兴仁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对兴仁屠宰场下达了停止生产通知，8月
7日区社会事业局又下达了撤回驻场检疫员的通知。8月8日现场检查时发现其已经停
止生产经营，8月15日区供电部对其三项电进行了拆除。

海螺型材门窗加工位于薛城区百益花苑小区北，于2011年4月租赁薛城区食品公
司门面房2间，营业执照为高新区颁发，主营业务为型材销售，不含门窗加工业务。海螺
型材销售点目前存在超范围经营，在门面房内加工门窗，产生噪声污染。

举报区域属于巨山街道四里石社区，是四里石回迁房项目周边未利用的闲置土地，
有四季春市场临时存放的大垃圾箱体两个，由于市场垃圾量大，保洁公司转运不及时，造
成周边有散落垃圾。调查现场时，有少量污水，有垃圾臭味。

1.十五中东校教师宿舍位于十五中学校墙西，北龙头居委会向西约100米路北，现
场未发现信号塔，但在教委东宿舍发现符合信访人反映情况的信号塔。该信号塔位于文
化路以北东沙河西侧，教委东宿舍南墙南侧。

2.该信号塔为枣庄移动市中分公司于2014年建设，因附近居民反对一直未架设电
缆和光缆（没有启用），国资委也未将该信号塔转到铁塔公司管理，目前仍属枣庄移动市
中分公司所有。

3.针对信访人反映曾就此问题向12345反映过，未得到解决的情况，经调查，区政府
办公室、区环保局及文化路街道，均未接到过相关信访信息。

1.信访反映企业位于市中区孟庄镇里筲村与临沂市交界处，名称为枣庄市璟石新型
建材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2016年3月24日，经营范围主要是石英石、大理石、水泥、沙、
石子、螺纹钢、包装膜销售，仅有营业执照，无环评等相关手续。

2.该企业占地12亩，其中租用市中区2户农户共0.6亩，兰陵县农户1户11.4亩，企
业水、电均由兰陵县供应；经市中区国土分局调取2016年市中区卫片遥感影像图核实，
该企业绝大部分占地在兰陵县。该企业距市中区西泇河直线距离1千米，未发现对市中
区河流造成污染。

1.反映的人造石厂为枣庄市璟石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位于枣庄市市中区孟庄镇里筲
村寨山坡村与临沂市兰陵县鲁城镇寨山前村（芦庄自然村）交界处，面积约15亩。公司
法定代表人为枣庄市市中区税郭镇胡庄村邵某某，主要生产石英石板材。其营业执照、
机构信用代码、开户许可证、商标注册证等均在枣庄市办理，无环评手续。

2.兰陵县国土部门通过卫星定位查实，该公司占地中有12.9亩实际归兰陵县鲁城镇
管辖，企业横跨临枣两地建厂。但实际使用、管理及受益方仍为枣庄市市中区孟庄镇里
筲村寨山坡村村委会。

3.该公司建设有沉淀池并自打一口井，抽井水用于石材切割时冷却刀片，生产废水
经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废水进入化粪池，并及时清理，不存在废水直排到水库
下游现象。现场无异味，也发现废水外排。

1.经调查，崖头村只有一家大理石厂，为枣庄市泽丰电子有限公司，位于孟庄镇崖头
村西，2009年11月4日注册成立，年产10万平方米石英石板材生产线建设项目环评资
料齐全。2012年3月通过市中区环保局环保验收。

2.因存在密闭搅拌车间粉尘收集设施不完善、现场卫生整治不达标、物料存放管理
混乱等问题，孟庄镇于2017年7月18日对该企业下达停产整改通知书，责令其停产整
改，并进行了断电处理，对总电源开关张贴封条进行了查封。现场检查，该企业总电源开
关封条完整，未发现有生产行为，也未发现有生产废水外排痕迹。且该企业周边1000米
内无河道，企业内有三级沉淀池，废水循环利用，无废水直排河内现象。

1.滕州宾馆、党校宾馆为于滕州市学院路东首南侧，两处宾馆相隔100米，中间为滕
州市御龙湾小区（原名西班牙小区），宾馆南侧为荆河河道，北侧为未开发农田，西侧为龙
泉路和滕州一中操场。经调查核实，该两处宾馆为滕州市内较大的两家餐饮企业，经常
承接市民结婚喜宴，本地市民在结婚日早晨迎亲时有燃放鞭炮、礼花、礼炮的风俗习惯。
由于本地市民结婚庆典有根深蒂固的燃放鞭炮习惯，宾馆方为承办喜宴的服务单位，很
难禁止结婚的市民燃放鞭炮。

2.经调查，滕州市市长公开电话，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环保局未接到过相关投诉。

经现场核实，该案与第22批831-293号案件为同一案件。
1.信访反映企业位于市中区孟庄镇里筲村与临沂市交界处，名称为枣庄市璟石新型

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邵某某，成立日期为2016年3月24日，经营范围主要是石
英石、大理石、水泥、纱、石子、螺纹钢、包装膜销售，并于2016年5月4日取得营业执照，
无环评等相关手续。

2.该企业占地12亩，其中租用市中区2户农户共0.6亩，兰陵县农户1户11.4亩，企
业水、电均由兰陵县供应；经市中区国土分局调取2016年市中区卫片遥感影像图核实，
该企业绝大部分占地在兰陵县。该企业距市中区西泇河直线距离1千米，未发现对市中
区河流造成污染。

1.反映的人造石厂为枣庄市璟石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位于枣庄市市中区孟庄镇里筲
村寨山坡村与临沂市兰陵县鲁城镇寨山前村（芦庄自然村）交界处，面积约15亩。公司
法定代表人为枣庄市市中区税郭镇胡庄村邵某某，主要生产石英石板材。其营业执照、
机构信用代码、开户许可证、商标注册证等均在枣庄市办理，无环评手续。

2.兰陵县国土部门通过卫星定位查实，该公司占地中有12.9亩实际归兰陵县鲁城镇
管辖，企业横跨临枣两地建厂。但实际使用、管理及受益方仍为枣庄市市中区孟庄镇里
筲村寨山坡村村委会。

3.该公司建设有沉淀池并自打一口井，抽井水用于石材切割时冷却刀片，生产废水
经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废水进入化粪池，并及时清理，不存在废水直排到水库
下游现象。现场无异味，也发现废水外排。

1.2017年6月10日，《山东牛电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万辆新能源电动车生产
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通过专家评审；2017年8月23日，山亭区环保局予以
批复。目前，已调试试生产。

2.该企业在厂区内已建成危废暂存间，车间内存在漆桶等危险废物存放不规范的问
题，车间外未发现漆桶等危险废物随意丢弃。

3.该企业喷漆车间废气收集处理设施密封不严，喷漆、电泳车间内废水围堰、收集管
线等设施不完善，废水处理设施正在调试。

1.经排查核实，目前峄城区共有5家挂车配件公司，其中：除枣庄市畅通挂车配件有
限公司为车辆维修项目外，枣庄市德成挂车配件有限公司、枣庄润田车业有限公司、枣庄
远翔挂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枣庄联泰专用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均属于挂车配件制造企
业。

2.枣庄市德成挂车配件有限公司主要进行车辆焊接和维修，现场检查发现部分油漆
桶，无废渣产生，未办理环保手续。

3.枣庄润田车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20日在峄城区环保局办理环保手续，于
2017年6月19日通过环保验收，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新建两间喷漆车间，但未经环评
审批。

4.枣庄远翔挂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主要是挂车制造、维修业务，现场检查发现该公
司有喷漆的痕迹，且未办理环保手续。

5.枣庄联泰专用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于2009年10月9日在峄城区环保局办理环保手
续，于2016年11月14日通过环保验收，现场检查未发现喷漆现象，新建喷砂车间，未办
理环保手续。

6.枣庄市畅通挂车配件有限公司主要进行车辆维修业务，现场检查未发现喷漆现
象，未办理环保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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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继续拆除提某某石粉厂剩下的厂房框架结构。
2.关停取缔枣庄市运鸿水泥粉磨有限公司。台儿庄区政府

召开专题会议，成立由区经信局牵头，环保、国土、市场监
管、涧头集镇、水泥公司组成的专项工作组，责成区水泥公
司解除与运鸿水泥粉磨有限公司的租赁合同，并依据合同附
属材料中的机器设备登记表所列的内容，立即拆除运鸿水泥
粉磨有限公司租用的产权属于区水泥公司的水泥系统设备。
按照合同规定，运鸿水泥粉磨有限公司新上的厂房、设备由
运鸿水泥粉磨有限公司自行拆除。

3.鉴于涧头集镇环境保护工作被群众多次举报，台儿庄区
政府决定对涧头集镇人民政府进行通报批评。

1.9月2日对租赁户下达整改通知，要求该业主严格按照
工商营业执照批准的经营范围进行型材销售，严禁在销售点
现场进行门窗加工业务。

2.9月3日现场加工生产设备已清理完毕。

1.薛城区环卫处、巨山街道环卫所责成四里石社区和四季
春市场管理方，第一时间动用机械和人力，移走临时存放的大
垃圾箱体，清理周边散落垃圾，采取复土和砌垒围墙的整治措
施，9月2日当晚10点前完成整治。同时，环卫人员将加大巡查
频率，引导周边单位和群众合理收集、投放生活垃圾，确保该处
不再有随意倾倒垃圾现象。

2.薛城区城管局、区环卫处、巨山街道环卫所举一反三，增
加清扫和保洁频率、提高垃圾收集、转运效率。

鉴于该信号塔目前处于闲置状态（没有启用），文化路街
道己与枣庄移动市中分公司取得联系并发函要求拆除该信号
塔，枣庄移动市中分公司已向枣庄移动公司汇报，并获批准。
已于9月8日完成该信号塔的拆除工作。

由于该企业在市中区未办理项目用地、规划、环评等前期
手续，属于未批先建违法建设，市中区孟庄镇于9月3日对该
企业下达拆除通知书，对属于市中区辖区的地面附着物进行
拆除，已于9月9日拆除完毕。

鲁城镇政府按照“两断三清”要求已对企业断电、断水，正
在对企业生产原料、产品和生产设备进行清理，目前已全部清
理完毕。

1.向滕州宾馆、党校宾馆两家单位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
书，要求其在承接喜宴时，必须明确告知举办婚礼市民减少鞭
炮燃放的数量和规格，严格限定燃放时间；必须配备燃放鞭炮
的专用铁桶,安排专门人员负责清理燃放后的鞭炮碎屑，及时
清扫并用水扑灭纸屑明火，减少鞭炮烟尘。

2.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专项整治活动。通过发放温馨提示、
倡议书，要求酒店宾馆经营单位劝阻举行婚礼市民少放、不放
烟花爆竹，燃放鞭炮必须配备专用铁桶。在重要节庆时段，提
前开展集中宣传，引导酒店业主加强行业自律，劝阻制止顾客
的不文明行为，杜绝占道燃放鞭炮、设立彩虹门等影响行人交
通行为。

由于该企业在市中区未办理项目用地、规划、环评等前期
手续，属于未批先建违法建设，市中区孟庄镇于9月3日对该
企业下达拆除通知书，对属于市中区辖区的地面附着物进行
拆除，已于9月9日拆除完毕。

鲁城镇政府按照“两断三清”要求已对企业断电、断水，正
在对企业生产原料、产品和生产设备进行清理，目前已全部清
理完毕。

1.山亭区环保局于9月2日对调试生产阶段漆桶等危险
废物存放不规范、废气和废水处理设施建设不完善等环境违
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立即停产整
治，并立案查处；

2.责成山亭区环保局督促企业严格按照环评批复要求进
行整改，确保整改到位，将整改情况依法向社会公示，接受社
会监督。同时，将整改报告报山亭区环保局和山亭经济开发
区建设环保局备案，经现场核实后，方可调试生产；

3.责成山城街道办事处作为招商项目单位，要明确责任
人，实行跟踪服务，协助搞好项目整改；

4.责成山亭经济开发区严格按照网格化管理要求，落实属
地管理责任，做好日常监管工作。

1.对枣庄市德成挂车配件有限公司存在未办理环保手续投
入运行的问题。峄城区环保局于2017年9月2日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法》等法律法规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决定书》，责令停止生产。同时，制作环境违法行为询问笔录。

2.对枣庄润田车业有限公司喷漆车间未批先建的问题。峄
城区环保局于2017年9月2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等法律法规对其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停
止生产。同时，制作环境违法行为询问笔录。

3.枣庄远翔挂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在未办理环保手续投入
运行的问题。峄城区环保局于2017年9月2日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责令停止生产。同时，制作环境违法行为询问笔录。

4.对于枣庄联泰专用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喷砂车间未批先建
问题，峄城区环保局于2017年9月2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对其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责令停止生产。同时，制作环境违法行为询问笔录。

5.对于枣庄市畅通挂车配件有限公司存在未办理环保手续
投入运行的问题。峄城区环保局于2017年9月2日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决定书》，责令停止生产。同时，制作环境违法行为询问笔录。

6.9月3日为了确保停止生产落实到位，对这五家公司采取
断电措施。

7.对5家公司进行立案查处。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下转B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