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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关于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九批交办件查处情况的公示
安徽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6 月 10 日 （第九批） 交办我市的 22 件信访件， 截至 6 月 16 日， 已办结 16 件。 其中， 经

查属实的 7 件， 部分属实的 12 件， 不属实的 3 件， 责令整改 5 件， 约谈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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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尊敬的各位领导们好： 位于淮南市田家庵区望峰岗南路原铁

三处的一块闲置空地（宫式化工东侧）近年来被一群人利用作为煤
炭洗煤使用，据了解，该场地未办理任何相关手续，属于非法经营，
且污染严重，对周围区域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 希望有关部门能够
重视，在调查核实后的基础上给予相应处理。 特此感谢！

尊敬的领导：你好！ 我是上窑镇上窑村村民，我和几名村民要
举报在我们村附近上窑工业集居区内的一家墙体保温材料公司院
内生产饲料加工的， 这家厂址在上窑镇沿河路边， 外人投资建设
的，手续是否合法尚且未知，该厂不论白天黑夜生产，生产时有大
量飞尘和噪音严重影响到周围居民生活。 希望有关领导能帮帮我
们老百姓，为我们做主。

领导好：我是大通区上窑村村民，在大通区上窑工业园有家生
产肥料加工的， 地址在上窑镇污水处理厂路口往西 200 米再向右
走 10 米一家大院子里，平时生产时臭气熏天，道路上都是粪便，恶
臭难闻，对周围环境造成严重影响，请有关领导帮忙关心一下我们
老百姓身心健康，谢谢。

尊敬的督察组：向你们反映凤台县佳森木业厂、松华木业厂经
常排放难闻的气味且刺鼻、 黑烟飘落进居民家中， 经常多渠道反
映，没有好的结果，希望能够得到解决。

市领导好： 淮南市坪垚建材有限公司在大通区上窑镇新武路
32 号大院内生产水泥立柱的，平时下雨天院内泥土带到水泥路上，
还有生产时用的水流向旁边庄稼地，白天院子里和路上都是灰尘，
还有来回拉材料的车辆声音对周围环境造成很大的污染， 请有关
领导给予帮助。

投诉:寿县安丰镇安固建材厂、陶店乡利源建材厂、大顺镇顺利
建材厂污染严重，每天排放大量气体，煤矸石乱堆乱放，加工车间
灰尘大，大货车扬尘大。

寿县南门外转盘往南走到没多远，能看到铁皮围挡后面，有好
几家收集废旧物资的， 还有的堆了各种形状不明废塑料桶和瓶子
等，污染周边环境。 长期存在，影响大。

凤台县第二实验小学的生活垃圾放置在院墙西面与皇冠花园小区
紧密相连。 此外，运输垃圾的车辆在每天凌晨 4:50 左右来，噪音特别
大，住在附近的居民都被吵醒了，严重影响居民休息。 我们建议把垃圾
放在校园东北角远离居民的地方。 请环保督察给予关注，谢谢！

淮南市八公山区工业集聚区淮凤路边东侧的哈啰电动车店
铺，废旧含铅蓄电池乱堆乱放，无危废暂存间，下雨天浸泡造成环
境污染。

山南新区三和镇橫塘村方庄组村民反映其家违建房屋被乡镇
政府拆除后，房屋建筑垃圾被随意丢弃至其家农耕地内，且仅进行
简单填埋处理，影响该处生态环境。

凤台县桂集镇勇敢村附近（勇敢村与刘集镇交界处），一家“群
顺公路工程有限公司”进行沥青制作时，排放的黑色浓烟严重污染
该处生态环境，希望部门督促该公司尽快整改。

谢家集区谢家集新村 D 区南侧，有一处货运停车场，因场内路
面情况较差，导致大型货车通行时，扬尘严重且噪音扰民（高考期
间噪音问题持续存在）；同时反映该停车场内设修理厂全天候不间
断进行维修作业，机械声较大，扰民严重。

谢家集区望峰岗镇东华鑫城小区 1 号楼与 2 号楼北侧道路至
今未予以修建水泥路， 导致路面扬尘严重且阴雨天气道路泥泞不
堪，影响附近居民出行。

八公山区和平小区 D 区 10 号楼 A1 栋单元楼下，一家“进京
赶烤”烧烤店，每天经营时将烧烤油烟排放至居民区内，群众称城
管部门已前往此处核查并告知该店铺油烟排放标准已达标， 但油
烟气味扰民问题依然存在。

群众就举报编号（LD202200169）“凤台县岳张集镇连塘村居民
区内，有一家‘飞翔牧业有限公司’养猪场，私自设立地下暗管将养
殖污水随意排放至村内第一取水源内， 严重影响附近居民正常用
水，且居民区内设立养猪场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多次向凤台县环保
部门反映，但至今未予以妥善处理。 ”一事表示其已将相关举报材
料寄送至安徽省淮南市 0016 号邮政信箱，希望该问题尽快得到处
理。

田家庵区舜耕山北侧（洞山宾馆附近环山路道路两侧） 区域，
长期存在较多人员私自砍伐该处绿植、圈划个人锻炼场所的现象，
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大通区上窑镇外窑村（外窑村与蚌埠市交界处），长期存在乡
镇政府违规占用村内土地堆放山石的情况，扬尘严重，影响附近村
民正常生活。

潘集区贺疃镇德荣双胞胎种猪场，在无排污许可证的情况下，
私自将大量养殖污水排放至该场西侧基本农田及沟渠内， 导致该
处土壤无法正常耕种， 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多次反映均未妥善处
理。

经开区农场社区蘑菇种植户表示在种植过程中， 种植户需使
用燃煤锅炉对蘑菇进行再生产，2021 年国家已要求对燃煤锅炉统
一进行整改（改为燃气、燃油或使用专用燃料），其响应国家号召已
申请锅炉整改（已申请未整改）；近期该片区未申请锅炉整改的种
植户，相关赔偿钱款已下发，但已申请整改的种植户被经开区环保
部门以“未连续生产”为由拒绝整改，群众称未连续生产原因为疫
情管控导致，故希望部门督促该处尽快完成锅炉整改。

山南新区舜耕山风景区舜风桥东北侧 （龙眼新村南围墙与绿
苑山庄西围墙西南侧），存在多处绿地、树木被破坏的情况，且被破
坏区域逐渐扩大为农耕地，严重破坏风景区生态环境。

经开区长宁路富力城小区北门附近， 近期被某不知名工厂违
规破坏该处公共绿化进行架空热气管道的铺设， 严重破坏生态环
境且存在爆炸风险及安全隐患， 群众称其了解到该处管道施工曾
于 2018 年进行公示（公示有效期仅一年），现已超过公示期，属于
违法搭建，故希望部门予以更换地址进行地下线路的铺设。

经开区田东公交站北侧 10 米处区域，被经开区应急部门强行
设置两条减速带，因该处为德邦化工厂货运车辆必经路段，导致货
车通行此处时噪音扰民严重（已超过 90 分贝）及途经减速带时车
身震动易导致附近房屋产生强烈震感，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及休息，
希望部门撤除该处减速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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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安排专人进行现场调查， 经现场核实， 该处之前已有群众举报洗煤问
题，已经依法取缔；但现场存在生活垃圾，卫生环境较差。

大通区接到信访交办件后，高度重视，立即对信访件进行分办。 并安排
上窑镇人民政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大通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及时到现场调查核实。 核查发现，该饲料厂无相关证照，检查时未生产。

安排上窑镇人民政府、 大通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及时到现
场调查核实。 核查发现，该处非肥料厂，是一家饲料加工点，无相关手续，现
场有异味，未发现道路有粪便。

经调查， 凤台县佳森木业有限公司及凤台县松华木业有限公司均办理
有环评及验收手续。 主要从事板材加工销售，主要工艺为热压、涂胶、成型。
安装有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设施，锅炉使用生物质颗粒为燃料，配备有除
尘设施。 公司涂胶工序及热压工序废气收集系统不完善。

核查发现， 淮南市坪垚建材有限公司位于滁州市凤阳县官塘镇光明村
辖区内，不属于大通区上窑镇境内。

1、发现寿县安丰镇安固建材厂部分物料覆盖不到位。
2、陶店乡利源建材厂厂区整体环境良好，有少量煤矸石露天堆放情况，

加工车间地面有部分积尘。
3、大顺镇顺利建材厂“双碱脱硫”仪器显示指标正常，外排气体呈白水

气状，未闻明显刺鼻味；该厂露天堆放有煤矸石，已用防尘网覆盖；煤矸石车
间、水坯车间和旋转窑窑体内生产正常，地面保湿、无扬尘；场区内道路保
湿，场区内合道路两侧绿化无长期大量积尘。

大转盘向南没有投诉反映的废品收购，在大转盘向东约 50 米处，明珠
大道南侧有一处废品收购点。 收购点实际经营者是周某龙、顾某华夫妇，占
地面积约 4 亩，主要收购啤酒白酒酒瓶、塑料门窗、水暖管材、纸板纸张等。

经核实， 凤台县第二实验小学的生活垃圾放置在院墙西面与皇冠花园
小区附近，运输垃圾的车辆在每天凌晨 4:50 左右。

“哈啰电动车店铺”为“八公山区毕家岗心爱电动轿车经销部”，位于淮南市
八公山区工业集聚区（淮凤路西侧），主要开展电动车销售业务，同时也开展售出
电动车电瓶以旧换新业务。 现场检查发现该店将废旧铅酸蓄电池堆放在门店室
内角落处，未见随意丢弃和雨水浸泡痕迹，更换的少量废旧电池不定期出售给有
资质的回收企业，但无相关管理台账，无专用的危废（废旧铅蓄电池）储存室，未张
贴标识标志和管理制度。

经核实，三和镇橫塘村方庄组村民在自家菜地内违法加盖了房屋，因无
任何手续被强制拆除，但是现场清理不彻底，确实存在拆除后剩下的少量房
屋建筑垃圾，未发现有填埋处理行为。

经查，安徽群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即信访反映“群顺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位于凤台县桂集镇勇敢村，主要从事沥青加工及销售、水泥混凝土生产及销售、机
制砂生产。该公司沥青加工及销售于 2016 年 11 月 18 日办理环评审批，2020 年 8
月 27 日办理排污许可证。

2021 年 10 月，群众反映该公司在沥青制作时有大量黑烟，经执法人员现场
进行核查，发现该公司石子吹烧工序未见收尘设施，大量黑烟外冒，车辆装卸过
程未做防尘措施，造成沥青站区域内地面积尘较重。 执法人员现场对该公司沥青
站进行了查封《淮（凤）环查【2021】6 号》，同日对安徽群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进行
立案《淮（凤）环立[2021]034 号》，2021 年 12 月 15 日对该企业下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淮（凤）环罚决【2021】040 号》。 要求该公司对沥青站石子加热吹烧工艺加装收
尘罩进行收尘，并安装雾化设施，加大清扫；对石子加热吹烧工艺设备进行全密
闭、控制烟尘。 案件查处中执法人员进行后督察跟进企业的整改进度，该公司已
于 2021 年底完成整改。

接到省督察交办信访件后，执法人员立即对该公司实地核查，未发现环境违
法行为。

该信访件与第五批举报编号：WX202200042 号信访件内容基本相同。该
货运停车场营业执照名称为“谢家集区顺泰汽车修理厂”，经营范围：汽车维
修、停车、服务。 该停车场占地面积约 10 亩，现场停车区域及通往停车场道
路已硬化，且采取洒水降尘措施，未发现尘土飞扬现象；场内存在修车业务，
扒胎机产生噪声极大。

经调查核实，该路段位于望峰岗镇东华鑫城小区 1 号楼与 2 号楼北侧，
属于小区内部道路。 开发商对该路段进行施工时，因未与拆迁户达成拆迁协
议，施工受到阻扰，导致该路段一直未修建，影响附近居民出行。

“进京赶烤”烧烤店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开业，该店已安装油烟净化器，
但因油烟净化器清洗不及时导致存在少量油渍。

该信访件与举报编号：LD202200169、LD202200217 信访件举报内容一致。 接
到信访件后，立即对该公司进行检查，检查时企业处于停产状态，经企业负责人介
绍及调阅相关资料发现，2021 年 11 月以来该企业未开展养殖作业， 检查时 7 间
猪舍均处于清空状态，正在进行猪舍修整。 厂区内收集池（储粪池）、阳光沼气池、
沼液贮存池内有沼液贮存，沼液贮存设施均采取了防渗漏措施。沿厂界四周排查，
厂区东侧、北侧、南侧为农田，有农作物种植，西侧为公路，其中沿厂界南侧和西侧
有农用灌溉渠，渠内低洼段有少量雨水积存，未发现暗管排放养殖污水的情况。厂
区南侧约 150 米有 5 户闲置民房长期无人居住，周边 500 米范围内无居民点。 该
公司所在地连塘村居民生活用水为自来水， 自来水水源地在汤庄， 距离该公司
2000 多米，近期未接到居民反映用水受到污染的情况。

2021 年举报人已向相关部门举报过连塘村飞翔牧业污水外排问题， 经凤台
县生态环境分局同检察院对飞翔牧业涉嫌养殖废水外排现象进行检查，并未发现
凤台县飞翔牧业废水外排，之后举报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也给出了终审判决。
2022 年 4 月 3 日，举报人又向人民网进行留言举报，接到举报后，工作人员随即
前往连塘村飞翔牧业养猪场现场调查，现场核查认为举报不属实。

经现场核实， 该区域确实存在数株绿植被砍伐， 空地处树木上绑扎沙
袋，圈占空地作为锻炼场所的现象。

接到信访交办件后，上窑镇人民政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大通分局及时到
现场调查核实。核查发现，石料堆放地点系淮南市卫生局建设用地，并非外窑村土
地。 堆放的石料是淮南市中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淮南市洛涧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于 2021 年狼洞山山体修复项目中拍卖所得，未发现有扬尘。

经核实， 该企业有排污许可证， 于 2020 年 4 月 5 日登记 （登记编号
91340400MA2NPM1JX1001Z）。 2022 年 6 月 11 日上午，贺疃镇人民政府、潘
集区生态环境分局、 潘集区农业农村局联合前往德荣双胞胎种猪场外围进
行实地查看，目前该猪场处于停产状态，现场未发现大量养殖污水排放至该
猪场西侧基本农田及沟渠内现象，但该场围墙东侧水沟（长约 200 米，宽 3.5
米）和围墙南侧沟（长约 260 米，宽 3.5 米）存在黑臭水体。

根据中央、省、市关于淘汰经营性燃煤锅炉的要求，结合 2021 年中央下拨的
燃煤锅炉整治专项奖补资金，经开区管委会于 2021 年 8 月印发了《淮南经济技术
开发区燃煤锅炉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为辖区内淘汰或改造蘑菇棚燃煤锅炉的农
户进行奖补。经开区范围内满足奖补条件的共计 78 户农户，至方案实施结束日期
2021 年 10 月 31 日，申报并完成奖补的农户为 69 户。 根据方案规定，奖补标准分
为淘汰类和清洁能源替代类两大类，其中又根据锅炉大小、生产状态等分为多个
小类， 对应不同的奖补资金。 各户类别判断依据为 2021 年 6 月底的摸底排查清
单，农场社区内的几户农户符合淘汰类的方式，但其不愿接受方案规定的奖补标
准，且已超出方案规定的申报时间，故无法对其进行奖补。

收到信访件后，田家庵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安排专人进行现场
调查，经现场核实，该处为一个不规则的采石塘，有群众在该处整理出小块
空地用于种植农作物，但未发现砍伐破坏林木的现象。

淮南经开化工园区综合管网及管廊项目是保障医药化工园区供气的重点工
程，该段施工区域位于长宁路南侧绿化带内，距离富力城项目用地红线约 25 米，
已办理破占道手续，施工时破坏的公共绿化在施工完成后会立即恢复，该工程为
化工园区规划配套集中供热设施且已办理环境影响登记， 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
求。 该工程为供热管道，设计压力为 1.2MPa，实际运营压力为 0.6MPa，保温材料
选用一层纳米气凝胶加四层耐高温超细玻璃棉复合型保温结构， 外包 0.5mm 厚
的绿色彩钢板保护，外护层温度不高于 30℃，不存在爆炸风险。 该项目由区经济
发展部门于 2018 年 3 月 12 日发布审批前公示，3 月 21 日完成项目批复，由区建
设发展部门办理招标手续，2021 年 9 月份在淮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公开
招标，2021 年 10 月发布中标公示，中标单位为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不属于违法建设。

根据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导则（试行）》的通知
（应急〔2019〕78 号）和《安徽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等国家和省市文
件规定，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法对化工园区实行封闭化管理。 开发区管委会发布
了《关于淮南经开化工园区实施道路封闭化管理的公告》（淮开管〔2021〕104 号），经
开区应急管理局为落实封闭化管理需要，在建设北路南北两侧设立岗亭和道闸。

岗亭和道闸建设好后， 该道路连续多次发生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冲撞道闸事
件，为了降低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后经开区应急管理局在岗亭和道闸的前后十
米道路上安装了减速带装置。

处理整改情况

属地乡镇联合环卫部门已对该处进行环境整治，现场垃圾已清理
干净。

该饲料厂已被取缔关停，现场设备、原料、产品已清理完毕。

该饲料加工点已被取缔关停，现场设备、原料、产品已清运完毕。

凤台县生态环境分局对企业下达环境监察通知，要求企业停止生
产并对废气收集系统进行升级改造。

目前，凤台县佳森木业有限公司已与青岛兆星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签订改造协议订购设备进行升级改造，预计 6 月下旬改造完毕。 凤台
县松华木业有限公司与合肥华奕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设备采购合
同进行升级改造，预计 6 月下旬改造完毕。 待改造完成，验收合格后进
行生产。下一步将加大巡查力度，举一反三对辖区内企业进行检查，发
现环境违法行为，及时处理。

无

1、寿县生态环境分局、寿县经信局，安丰镇党委政府立即约谈了安固
建材负责人，提出整改要求：每天有专职保洁人员洒水清扫；煤矸石有专门
车间密闭堆放，脱硫设备正常运转，24 小时在线监测气体排放，县生态环境
分局已委托第三方对企业所排放的气体进行检测，各项监测数据都在正常
值之内。 加工车间保持干净整洁，产品覆膜整齐堆放，物料全覆盖到位，进
出厂区货车全部实行喷淋除尘，安丰镇安排专人专班每日检查巡视，确保
环境保护工作不出问题，整改已完成。

2、 寿县生态环境分局已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陶店乡利源建材厂所
排放的气体进行检测，各项监测数据都在正常值之内；煤矸石乱堆乱放，已
安排人员把所有煤矸石转移至钢构大棚之内, 临时堆放点和所有露土已采
用绿网进行全覆盖，并且每天对场区增加洒水频次，降低粉尘污染；已责令
企业将车间地面积尘清除并洒水降尘。 目前未完成整改。

3、 寿县生态环境分局已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大顺镇顺利建材厂所
排放的气体进行检测，各项监测数据都在正常值之内；已要求该厂加大道
路、场区保洁力度，提高配料车间雾炮、喷洒频率；截至 6 月 13 日下午，该
厂已按整改要求，将原料库转满，剩余外放煤矸石用防尘网进一步覆盖，并
洒水保湿；安排专人负责除硫工艺的监管；每 2 小时对场区进行一次保湿，
全面解决扬尘问题。 目前已完成整改。

6 月 11 日，寿县生态环境分局，寿县城管局、寿春镇党委政府约谈
该废品收购点负责人周某龙、顾某华。告知其违法行为，需立即停止收
购废品，清理场地；寿春镇制作“环保整改、停止收购”标牌张贴于显著
位置，安排人员看守，坚决制止整改期间再收购；安排人员、车辆对废
品收购站清理、转运废品。 6 月 13 日，已完成整改。

6 月 10 日，凤台县城管局环卫处与县实验二小沟通，已要求凤台劲旅
公司将垃圾桶移放至合适位置， 并将垃圾清运时间调整到每天上午 8：30
左右。 下一步，环卫处加强日常监管力度，进一步提高环卫管理水平，确保
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要求该店设置专门的危废间，张贴标识标志，建立废旧铅蓄电池
管理台账。 目前正在整改中。

三和镇已要求横塘村抓紧将村民菜地内的建筑垃圾清理干净，截
至 6 月 12 日上午，菜地内建筑垃圾清理工作已完成。

无

整改措施：1、停止修车、扒胎业务，2022 年 7 月 6 日前将修车设施
搬迁完毕；2、规范停车时间，晚 8 点至次日 6 点禁止车辆进出；3、停车
区域全部硬化，未硬化区域严禁停车；4、加大对场区及通往停车场道
路洒水降尘频次，确保无扬尘现象。

整改完成情况：1.已规范停车时间，晚 8 点至次日 6 点禁止车辆进
出；2.已加大对场区及通往停车场道路洒水降尘频次。

1、已对该路段铺设水泥路；
2、已协调小区物业加强后期维护管理。

已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该店油烟净化设施进行检测，待检测结
果出具后，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同时要求该店做好油烟净化设施日常
清洗维护，建立清洗台账，确保净化设施正常使用。

八公山区将进一步加强餐饮经营单位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日常监
管，督促经营单位严格落实环保工作要求。

无

绑扎的沙袋拆、旧地毯等杂物已清除，并已完成树木补植工作。

山石堆放地点已经覆盖，下一步上窑镇人民政府将加强辖区内的
巡查监管，防止反弹。

1、 贺疃镇人民政府要求德荣双胞胎种猪场负责人对周边环境进行整
治，清淤疏浚该猪场围墙东侧和南侧沟塘。 该猪场负责人当即表示，德荣双
胞胎种猪场尽快组织人员对猪场周边沟塘进行清理， 确保于 2022 年 6 月
底全面完成整改。

2、潘集区农业农村局要求该企业在恢复生产时，严格按要求处理养殖
环节中产生的粪污和气味，同时做好粪污处理设施日常维护。

3、区生态环境分局将对该猪场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罚，并
加强对德荣双胞胎种猪场周边环境的巡查，督促该企业按照时间节点进行
整改。

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对该猪场进行技术指导，确保该猪场规范处
理养殖粪污；区生态环境分局将做好日常监管，确保猪场不对周边环境造
成污染。

1、 再次向农场社区几户农户解释经开区锅炉淘汰整治工作方案
中的相关规定。

2、 经开区生态环境分局和社会发展局加强监督检查， 严格落实
《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防止辖区内出现违规使用燃煤锅炉的
行为。

1、已对该处采石塘口的杂物进行清理，并在适宜处进行了绿化补
种。 2、对周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对公共区域随意开垦荒地的人员进
行劝阻。

1、已加大现场监督管理力度，确保工程质量合格。
2、加快施工进度，及时完工，减少影响。
3、施工阶段破坏的公共绿化在施工完成后立即恢复。
4、完工后及时交付给运营公司运营管理。

1、和周边居民进行沟通，解释该处安装减速带设施的必要性，保
证路过的人员、车辆安全通行。 下一步将探究采取其他措施减少对周
边群众的影响。

2、要求德邦公司加强其运输车辆的管理，在经过该路段时提前减
速，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问责情况 备注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