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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反映问题 整改及处理情况 验收意见

1 71 广德县

位于宣城市广德县柏垫镇三河行政村毛村的塑料粒子厂（未挂
牌），常年向河里直排污水，周边空气有刺鼻气味，生产噪音
较大，影响村民生活，经多次举报目前正在停产整改，希望能
彻底解决。

该企业已经关闭并完成“两断三清”
。

符合验收
条件

2 1538 广德县

广德县开发区造联北路9号安徽华信安全设备有限公司：1.生产
安全帽、安全鞋产生大量刺鼻气味；2.装聚氨酯的桶、胶水、
ABS等危险化学品废物被直接贩卖，未经有资质处理危废的公司
处理；3.低频噪音过大；4.无环评，没有通过环保验收。

符合验收
条件

3 2407 广德县
广德县开发区赵联北路9号安徽华信安全设备有限公司排放刺鼻
气味气体，未用活性碳吸附，装危化品的废桶卖给无资质的企
业回收，低频噪声污染，无废水回收系统。

符合验收
条件

4 2940 广德县

宣城市广德县新杭镇合兴泉村九组西南侧的竹器加工厂和石材
厂，占用耕地二三十亩。竹器加工厂生产时冒黑烟，颗粒物落
在居民身上不适，污水排向生活用水小溪；石材厂无环保设
施，灰尘很大，冲洗污水排向生活用水小溪。

1.广德永吉竹业有限公司已将坑、池
中和生产废水集中收集，委托新杭镇
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置，并将坑、池予
以回填完毕，厂区锅炉和碳化炉已拆
除清运完毕。
2.广德兴德石材现已拆除生产设备，
并将全部设备和物料清运完毕。

符合验收
条件

附件

2017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件（第二批）完成情况清单

已对该企业落实行政处罚，该企业已
按要求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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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09 宁国市
宣城市宁国市南山街道格林春天小区居民经常在晚上闻到硫化
物的气味，窗台上、纱窗上有黑色粉尘。疑似周边的橡胶制品
企业、耐磨材料企业排放产生的。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17年对紧邻信访反映的格林春天小
区的制造一部、制造三部、制造五部
的二段硫化车间开展废气整治工作。

符合验收
条件

6 2062 宁国市

宣城市宁国市南极乡的银石精粉厂，污水未经处理排到周边池
塘，渗到地下，同时还存在扬尘、噪声、大气方面的污染，对
居民的身体健康有很大伤害。2017年2月至今处于停产状态，但
该厂仍在进原材料，投诉人担心以后会恢复生产，再次出现环
境污染问题。曾反映多次未解决，地方政府不作为，希望此次
能够彻底解决。

该厂已根据省大气污染防治督查组提
出的整改要求完成整改。

符合验收
条件

7 522-15 宁国市

宣城市宁国市宁墩镇附近的宁国市亚晨碾磨铸件有限责任公司
是一家高污染工厂，该厂从1998年开始投产到现在产生大量的
工业废水、工业粉尘、工业废气、工业废料，并在未经任何环
保设备处理的情况下肆意排放。村民曾多次反映，但最后都是
不了了之。

该公司已完成整改，罚款已缴纳。
符合验收
条件

8 507-31 宁国市

宣城市宁国德特威勒公司生产时橡胶气味重，举报人多次投诉
对结果不满，认为宁国环保局存在包庇行为，该企业有逃避监
管的行为。举报人对宁国环保局下发的对该企业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有几点疑问：1.决定书未将企业炼胶中心的违法事实明确
表述；2.决定书中并没有标注该企业的统一信用代码；3.对该
企业的处罚过低；4.对该企业的处罚信息未录入相关信息公示
系统。截止2017年5月2日，该企业仍未完善环保验收手续，且
在生产时不使用污染防治设施，已经安装的设施仅为应对检查
使用。

信访人就同一事件多部门多频次反复
投诉，且所投诉事项与事实不符，宁
国市环保局均已依法处理并答复。企
业已按环保要求进行了整改。

符合验收
条件

-2-



9 520-64

投诉人对受理编号507-31回复不满意。投诉人认为回复中的第2
条、第6条与其早前向宣城市（宣环信[2016]38号）、宁国市
（宁环访[2016]第166号）信访后所反馈的文件内容相矛盾。由
以上两个早期信访能够证实德特威勒公司炼胶车间在2015年11
月至2016年11月24日间存在违法事实，但处罚决定书未将企业
炼胶中心的违法事实明确表述。

符合验收
条件

10 524-31

举报人反映对宣城市宁国市（县级市）德特威勒环境污染问题
的历次投诉处理结果的质疑，前后信访答复不一致，2016年10
月11日，宁国环保局书面信访答复函（宁环访〔2016〕第166
号）答复：宁国环保局对企业炼胶、硫化车间现场检查，该企
业正常生产未发现违法排污排气。宣城环保局2016年11月24日
的书面信访答复（宣环信〔2016〕38号）答复：该企业炼胶项
目于2015年11月建设完成并调试生产，但未做环保验收，现场
检查正常生产，炼胶中心未安装配套废气防治设施，责令立即
停止生产，并要求宁国环保局立案处罚。举报人认为按照信访
答复函也无法理解事件的真实性、客观性，反复的信息变化是
在应付信访人。质问一：宁国环保局的信访答复函的结论真实
客观吗？质问二：同一企业的同一举报，为什么存在截然相反
的两种结果？质问三：同一企业同一时间段，为什么在建设项
目三同时的环保手续检查中，不被作为常规性的检查？质问
四：为什么在2015年11月至2016年11月期间，在未被举报前，
该企业的生产是合法的？质问五：宁国环保局对企业为什么可
以完全忽略环保验收程序。质问六：宣城市在507-31的信访回
复解释说宁国环保局在现场检查时，炼胶中心没有生产，所以
炼胶中心没有违法。这与宣城市环保局责令立即停止炼胶车间
调试的意见不一致，为什么？

符合验收
条件

11 527-27

来信反映对督察组督办关于投诉德特威勒安徽公司环境违法处
理回复的异议：该公司炼胶车间未安装环保配套活性炭吸附装
置，项目已完成建设并开始调试，违法事实已存在。炼胶车间
相比硫化车间，违法时间更长，为何宁国市环保局决定不予处
罚。

符合验收
条件

宁国市

信访人就同一事件多部门多频次反复
投诉，且所投诉事项与事实不符，宁
国市环保局均已依法处理并答复。企
业已按环保要求进行了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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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16 泾县
1.泾县开发区车管所后面一排厂房（轧钢厂）每天浓烟滚滚，
污染严重，有照片为证。
2.泾县县城卫生脏乱差。

1.经调查核实，信访件反映的泾县开
发区车管所后面一排厂房分别为泾县
万顺球墨铸件有限公司和泾县隆鑫铸
造有限公司。泾县万顺球墨铸件有限
公司已关停并拆除到位；泾县隆鑫铸
造有限公司加大了废气整改力度，新
上一套布袋除尘设施，安装了两套废
气在线监控设施并与宣城市生态环境
局联网，实行废气季节性监测，加大
了厂区环境治理。
2.反映县城卫生脏乱差问题不属实。

符合验收
条件

13 1661
宣城市泾县昌桥乡新桥村红土组安徽骏腾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原铸造厂场地）生产岩棉的过程中烟尘异味及噪声污染严重
。省环保督察组进驻期间曾经反映，但整改成效不明显。

符合验收
条件

14 3745
宣城市泾县昌桥乡工业园红土组，安徽骏腾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存在选址不当问题，距离居民最近处只有几十米，生产过程中
烟尘异味污染严重。

符合验收
条件

泾县

1.该公司已对废气处理设施进行升级
改造，增设了脱硫、布袋除尘和活性
炭吸附设施，安装了一套废气在线监
控设施并与市在线监控系统联网。在
生产区域的围墙上方加装隔音挡板，
建成堆放生产原料的物料大棚，通过
隔音措施减少噪声排放。
2.该公司项目环评报告编制和审批过
程中严格执行了公众参与和公示制
度，项目选址符合相关规划和技术要
求。现已通过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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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770 泾县
宣城市泾县丁家桥镇泾县开发区泾县光华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过
程中烟尘污染严重。

1.该公司已按要求更换燃料类型，由
煤改为生物质颗粒，并开展锅炉废气
排放自行监测，监测结果显示颗粒物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均符合排放标
准。
2.对包装分筛车间布袋除尘进一步进
行封闭，包装设施安装了依据罩，并
开展甲醛废气无组织排放自行监测，
监测结果显示符合排放标准。

符合验收
条件

16 1775 泾县

宣城市泾县丁家桥镇官庄村的废品加工厂，该厂址原为湾滩轮
窑厂，在进行加工时气味难闻，周边居民难以忍受，污水先排
入蓄水池，待蓄水池快满时经小河道排入青一江河。曾反映
过，当地相关部门解决时，该加工厂停产几天后又恢复生产，
未从根本上解决污染。

该企业已经关闭并完成“两断三清”
。

符合验收
条件

17 2600 泾县
泾县丁家桥镇张海炎塑料颗粒厂污水排至徽州河，污染了该河
水体。

该企业已经关闭并完成“两断三清”
。

符合验收
条件

18 504-3 泾县

丁家桥一个小书画纸企业反映：（1）县环保局推荐的环评机
构，编制环评报告书收费5万到6万，还要请3个专家，收几千块
钱的评审费，收费太高，不合理。（2）想知道环评审批权限在
哪一级环保局。

经泾县监察局调查，未发现泾县环保
局在泾县16家书画纸企业申请环评审
批工作中存在违规违纪问题。

符合验收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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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724 绩溪县
宣城市绩溪县华阳镇澜泊湾小区周边的图门518烧烤店和甜甜菜
馆的烧烤油烟问题。反映了一年多一直未解决，当地政府处理
时有对抗的行为。

符合验收
条件

20 2069 绩溪县

投诉人对受理编号724号处理结果不满。当地政府反馈意见为约
谈餐饮业主，要求进行整改。但甜甜菜馆排污状况至今没有任
何改变，投诉人表示严重不满，质疑当地政府和环保部门不作
为。

符合验收
条件

21 526-17 绩溪县
宣城市旌德县版书镇白沙村上游绩溪县校头隐塘水电站长期排
放污染物，造成该村白沙河水水质变差，散发恶臭，严重影响
了村民的生活和健康。

经现场检查，底涵已修复并安装闸
阀，已无污水排放，生态流量排放正
常。同时，绩溪县水务局出台了《关
于加强水电站日常巡查工作的通知》
和《关于加强农村水电站安全运行管
理的通知》，以防止类似情況的再次
发生。

符合验收
条件

22 546 宣州区
宣城市宣州区叠嶂中路国购广场中央公馆八佰伴商场经常利用
夜间进行装潢施工，此外，八佰伴楼上一家健身房噪声影响周
边居民正常生活。

符合验收
条件

23 3724 宣州区
宣州区1.八佰伴商场晚上施工电钻声扰民，举报人希望晚上不
要施工；2.中央公馆内康美健身房最迟晚上8点半才关门，噪声
大；多次反映未解决。希望纪检部门介入，彻底解决。

符合验收
条件

24 3728 宣州区

对宣城市人民政府反馈意见（编号546号）不满意，宣州区叠嶂
中路国购广场八佰伴商场夜间依旧存在装潢施工噪声扰民情
况，康美健身俱乐部夜间营业时间与反馈意见中表述不一致，
当地部门存在行政不作为，要求切实解决群众诉求。

符合验收
条件

图门518烧烤店和甜甜菜馆已关闭，门
牌、灶具均已拆除，该处油烟污染扰
民问题已得到解决。

经现场核查，八佰伴商场内部装修时
间已调整，符合相关规定；健身房已
对内部进行改造，经检测，噪声排放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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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3181 宣州区
宣州区中山西路（老）东干渠大院西边有一桑拿浴室，该桑拿
浴室2014年对燃气锅炉改造，改造没有经过任何部门批准、同
意，改造后锅炉紧贴举报人家卧室，噪声太大。

该洗浴中心已对锅炉周边加装了隔音
设施。经现场检测，锅炉噪声排放符
合国家标准。

符合验收
条件

26 1938 宣州区

宣州区市中心宛溪新村与宛溪二村中间：1、有一幼儿园（原宣
州区国资委厂房），噪声扰民，上午约30-40分钟广播声大。2
、有培训机构（也在国资委厂房内，有贝奇乒乓娱乐中心、少
儿体育舞蹈）周六周日噪声大，平时周一至周五也有。

幼儿园、培训机构等均进行了整改，
降低了音量。

符合验收
条件

27 3108 宣州区
1.乐苑新村西南角公共非机动车库被私人占用，开设棋牌室，
噪声大。里面的厨房油烟污染严重；2.乐苑新村2栋1楼棋牌室
噪声大、无证经营。占用消防通道，占用公共绿地建设水池。

1.乐苑新村新建了非机动车棚，原有
车库交由韩某夫妇临时居住，其开设
的棋牌室已被取缔，留一台麻将机自
用。
2.“乐苑小爱棋牌室”位于小区一
楼，房屋性质为商业用房，棋牌室证
照齐全。经整治，消防通道已能够正
常使用。占用公共绿地建设水池已拆
除。经监测，棋牌室噪音排放符合国
家标准。

符合验收
条件

28 3611 宣州区

5月22号投诉的3108号问题。相关部门（公安、街道等）现在来
查处，只是拆除了非法占用绿地的水池。没有进行其他整治。
棋牌室依旧正常营业、噪声扰民，消防通道依旧被占用，而且
堆积大量木材、石棉，安全隐患严重。举报人称相关部门不作
为，应取缔棋牌室，消除消防通道非法占用。

“乐苑小爱棋牌室”位于小区一楼，
房屋性质为商业用房，棋牌室证照齐
全。经整治，消防通道已能够正常使
用。经监测，棋牌室噪音排放符合国
家标准。

符合验收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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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523-45 宣州区

1.宣城市国购广场中央公馆三号住宅楼地下室负二层地下室有
大型抽水设备装置，水泵噪音穿透墙体严重影响居民的正常生
活，开发商未采取有效的隔音措施；2.中央公馆三号住宅楼旁
风波庄楼上有大型抽油烟排放设备，每天排放餐饮油烟并产生
很大噪音，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

1.经现场核查，噪音源为“傣妹”火
锅店冷库。经督促整改，该冷库已移
位，并加装了冷库支架垫片等隔音设
施。2.风波庄饭店已转让，该点位现
有经营业主已对油烟净化装置安装了
隔音设备。经监测，两处投诉点噪音
排放符合国家标准。

符合验收
条件

30 297 宣州区
宣城市宣州区狸桥镇长山村展鹏建材有限公司开采石灰岩，目
前扩建40万立方米石料，未按环评要求进行复垦，将黄土运走
。

该公司自2017年5月1日起已停止黄土
外运；现已按边开采边治理的要求完
成复垦复绿工作。

符合验收
条件

31 1123 旌德县

宣城市旌德县旌阳镇观志渣土填埋场违规处置医疗垃圾及化工
废料，异味影响周边旌德县梓阳中学师生身体健康，此外，该
填埋场堆放过高，存在安全隐患。旌德县瑞恒建材有限公司生
产废水未经处理直排徽水河，污染严重。

旌德县观志渣土填埋场已关闭，现场
已完成“两断三清”工作；旌德县瑞
恒建材有限公司已取缔，主要生产设
备已拆除。

符合验收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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