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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群众信访举报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十三批 2018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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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镇江丹阳市界盘镇立新桥的
老中靖电气公司及黑木桥村
渡口的星洲照明厂内，有几家
废塑料粒子加工作坊，无任何
污染防治设施，废气扰民。

镇江丹阳市界牌镇立新村的
华美公司对面的中净公司（废
塑料加工厂），没有废气治理
设施。

镇江丹阳市丹北镇后巷社区
丰裕村的丰裕工具有限公司
夜间偷排黑烟。

镇江丹阳市丹阳开发区陆巷
村旁边的大亚木业公司，排放
含甲醇的废气，污染扰民。2018年6月17日环保部门到厂
里检测，废气排口没有排放废
气，质疑检测结果。

镇江市扬中市三茅街道前进
新村3号楼下的饭店，油烟扰
民。

镇江市丹徒区的索达联轴器有
限公司，铸造车间凌晨排放白色
刺鼻烟气，不锈钢车间排放大量
粉尘，热处理车间氮化处理工艺
直排刺鼻烟气，喷漆污染严重；
废水、废油、废酸直排下水管道。

行政
区域

丹阳
市

丹阳
市

丹阳
市

丹阳
市

扬中
市

丹徒
区

污染
类型

大气、
其他

大气

大气

大气

大气

水、
大气、
其他

调查核实情况

根据举报投诉内容及现场调查情况，被举报的企业实为丹阳市界牌镇江苏中靖集团有限公司老厂区内5家从事塑料改性加工的企业和丹阳市星洲
照明有限公司。1.江苏中靖集团有限公司老厂区内5家企业 江苏中靖集团有限公司老厂区内5家从事塑料改性加工的企业分别为：丹阳航韵塑业有
限公司、丹阳市飞利塑业有限公司、丹阳市圣耀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丹阳市骏豪塑业有限公司、丹阳市辰依塑料贸易有限公司。（1）丹阳航韵塑业有
限公司 丹阳航韵塑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废塑改性粒子再生加工项目。（2）丹阳市飞利塑业有限公司 丹阳市飞利塑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新塑改性
粒子再生加工项目。（3）丹阳市圣耀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丹阳市圣耀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新塑改性粒子再生加工项目。（4）丹阳市骏豪塑业
有限公司 丹阳市骏豪塑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废塑改性粒子再生加工项目。（5）丹阳市辰依塑料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市辰依塑料贸易有限公司主
要从事废塑改性粒子再生加工项目。2.丹阳市星洲照明有限公司 丹阳市星洲照明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改性塑料颗粒的生产加工项目于2018年5月3
日经丹阳市改革发展经济信息化委员会投资项目备案。目前，该公司环评手续正在办理中。2018年5月22日，界牌镇政府“263”专项行动办公室已对
丹阳市星洲照明有限公司供电设备进行了查封。3.6月19日，丹阳市环保局环境监察人员会同界牌镇政府工作人员赴现场调查。（1）江苏中靖集团有
限公司老厂区内5家企业 现场检查时，丹阳航韵塑业有限公司、丹阳市飞利塑业有限公司、丹阳市圣耀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丹阳市骏豪塑业有限公
司、丹阳市辰依塑料贸易有限公司均未生产。现场检查发现：丹阳航韵塑业有限公司有3条生产线，无环保审批手续，未建设配套的废气处理设施；
丹阳市飞利塑业有限公司有1条生产线，无环保审批手续，建设了配套的废气处理设施；丹阳市圣耀塑料制品有限公司2018年1月办理了环保审批
手续（丹环审〔2018〕7号），计划建设3条生产线（已建成2条），建设了配套的废气处理设施；丹阳市骏豪塑业有限公司无环保审批手续，生产设备未安
装，已建设了配套的废气处理设施；丹阳市辰依塑料贸易有限公司有1条生产线，无环保审批手续，未建设配套的废气处理设施。废气治理方面，江
苏中靖集团有限公司老厂区内5家企业除了两家未建设废气处理设施外，其余3家配套建设的废气处理设施均存在废气收集率不高的问题。环保审
批手续方面，除了丹阳市圣耀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办理了环保审批手续，丹阳市骏豪塑业有限公司尚未建设生产设备外，其余3家企业均未办理环保
审批手续。（2）丹阳市星洲照明有限公司 现场检查时，丹阳市星洲照明有限公司未生产。该公司主要生产工艺为：PP新料、POE增韧剂、石粉→配制→造粒→切粒→包装出厂，主要生产设备为：7条造粒生产线。现场配套建设了两套废气处理设施，造粒工段产生的废气经收集后，再经光氧催化处
理后，通过15米高排气筒排放。

根据举报投诉内容及现场调查情况，被举报的企业实为丹阳市界牌镇江苏中靖集团有限公司老厂区内5家从事塑料改性加工的企业。江苏中靖集
团有限公司老厂区内5家从事塑料改性加工的企业分别为：丹阳航韵塑业有限公司、丹阳市飞利塑业有限公司、丹阳市圣耀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丹
阳市骏豪塑业有限公司、丹阳市辰依塑料贸易有限公司。1.丹阳航韵塑业有限公司 丹阳航韵塑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废塑改性粒子再生加工项目。2.丹阳市飞利塑业有限公司 丹阳市飞利塑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新塑改性粒子再生加工项目。3.丹阳市圣耀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丹阳市圣耀塑料制
品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新塑改性粒子再生加工项目。4.丹阳市骏豪塑业有限公司 丹阳市骏豪塑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废塑改性粒子再生加工项目。5.
丹阳市辰依塑料贸易有限公司 丹阳市辰依塑料贸易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废塑改性粒子再生加工项目。6.6月19日，丹阳市环保局环境监察人员会同
界牌镇政府工作人员赴现场调查。现场检查时，丹阳航韵塑业有限公司、丹阳市飞利塑业有限公司、丹阳市圣耀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丹阳市骏豪塑
业有限公司、阳市辰依塑料贸易有限公司均未生产。现场检查发现：丹阳航韵塑业有限公司有3条生产线，无环保审批手续，未建设配套的废气处理
设施；丹阳市飞利塑业有限公司有1条生产线，无环保审批手续，建设了配套的废气处理设施；丹阳市圣耀塑料制品有限公司2018年1月办理了环保
审批手续（丹环审〔2018〕7号），计划建设3条生产线（已建成2条），建设了配套的废气处理设施；丹阳市骏豪塑业有限公司无环保审批手续，生产设
备未安装，已建设了配套的废气处理设施；丹阳市辰依塑料贸易有限公司有1条生产线，无环保审批手续，未建设配套的废气处理设施。7.废气治理
方面，江苏中靖集团有限公司老厂区内5家企业除了两家未建设废气处理设施外，其余3家配套建设的废气处理设施均存在废气收集率不高的问
题。8.环保审批手续方面，除了丹阳市圣耀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办理了环保审批手续，丹阳市骏豪塑业有限公司尚未建设生产设备外，其余3家企业
均未办理相关环保审批手续。

1.根据举报投诉内容及现场调查情况，被举报的企业实为丹阳市丹北镇的江苏丰豪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丰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豪科技”），
年产30万套（2万吨）高品质镁合金铸件项目于2008年2月1日经丹阳市环保局审批（丹环审〔2008〕17号），新增年产1万吨铝合金及2万吨镁合金生产工
艺改造项目于2010年12月28日经丹阳市环保局审批（丹环审〔2010〕303号），上述项目于2012年9月24日通过丹阳市环保局环保竣工验收（丹环验〔2012〕37号）。目前，该公司新增年产1万吨铝合金及2万吨镁合金生产工艺改造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已编制完成，待报丹阳市环保局审核备案。2.6月19
日，丹阳市环保局环境监察人员赴现场调查。现场检查时，丰豪科技镁合金、铝合金生产车间均未生产，镁合金生产设备在检修。3.丰豪科技铝合金车
间共建有3条铝合金生产线，每条铝合金生产线使用两只熔化炉，原配套建设了3套废气处理设施（一条线一套），产生的熔炼废气及炒灰工段废气经
专用管道收集后，再经冷却+旋风除尘+袋式除尘处理后高空排放。现2号、3号铝合金生产线炒灰工段废气仍与熔炼废气一并处理；1号铝合金生产线
炒灰工段使用原有的废气处理设施，熔炼工段废气由2018年3月份新建的一套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工艺为：冷却+旋风除尘+袋式除尘处理→排气筒排
放。丰豪科技镁合金生产车间有2条镁合金生产线（其中一条已报废），建设有配套的废气处理设施，产生的废气经碱液喷淋塔（三层喷淋）处理后高空
排放。4.丰豪科技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日常督查过程中，丹阳市环保局及丹北镇政府工作人员尚未发现该公司有冒黑烟的现象。5.丰豪科技存在以
下问题：（1）尽管对厂区地面积灰定期清扫洒水，但管理不到位，容易形成扬尘。（2）废气处理设施没有台账记录。（3）已建的风机降噪隔音措施和车间
内地面除尘措施不完善（现除尘措施为洒水，建议其购买大型吸尘器）。（4）除尘工段留有缝隙，灰渣堆场留有人员进出的大门，封闭措施不完善。

根据举报投诉内容及丹阳市企业实际，被举报的企业实为丹阳市开发区的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1.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亚人造板”）位于丹阳市经济开发区大亚工业园内，主要从事高密度人造板的生产。该公司年产15万立方米高密度人造板项目于2002年2月1日通
过省环保厅审批，于2005年6月28日通过镇江市环保局验收。中纤板生产工艺为：上料→剥皮→切片→筛分→蒸煮→热磨→调胶→干燥→分选→
铺装→热压→横切→冷却→仓储→砂光→锯切→成品。2.2018年6月13日，丹阳市环保局环境监察人员已对大亚人造板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情况
进行了检查。现场检查时，大亚人造板中纤板车间在生产，废气处理设施运行正常。该公司废气主要是蒸煮、干燥、热磨、铺装等工段产生的（热能
中心生物质锅炉废气经多管除尘器处理后接入生产废气处理系统），处理工艺为：废气经集中收集→主旋风分离器→水喷淋→湿式除尘→高压静
电除尘→60米高排气筒外排；该公司污水收集池、好氧池无组织废气已加盖收集并新增了一套废气处理设施，废气经碱喷淋+活性炭吸附处理后
排放。此次检查，丹阳市环保局环境监察人员感官现场气味不明显，未嗅及明显异味。3.2018年5月3日、15日，丹阳市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两次对
大亚人造板厂界废气中的甲醛、总悬浮颗粒物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显示：大亚人造板厂界废气中的甲醛和总悬浮颗粒物浓度均符合标准。4.6月17日丹阳市环保局环境监察与监测人员就监测事项与大亚人造板周边的群众进行了进一步沟通，当日未对大亚人造板开展监测工作。当日，丹阳
市环保局环境监察与监测人员未到大亚人造板进行现场检查和监测。5.为解决废气扰民问题，该公司经多方考察、调研，于2014年底与德国EWK
公司签订了废气治理协议，投资4500万元新建废气治理设施，对中纤板蒸煮、干燥、热磨、铺装工段废气进行治理。治理工程于2015年4月开工，6月
份安装设备，12月初进行调试，2016年6月底废气处理设施正式投入运行。2016年8月，大亚人造板又投资约400万元对污水处理站无组织废气进行
收集处理，处理设施于2016年底建成并投入使用。6.虽然大亚人造板新建的废气处理设施已正式投运，但由于木材自身含有的特殊气味，在气压
低、阴雨天气等不利扩散气候情况下，木材蒸煮过程中产生的异味对周边环境仍有影响。群众反映基本属实。

1.扬中市三茅街道前进新村3号楼为商住综合楼，无专用烟道，一楼有两家饭店：扬中市三茅镇宏扬饭店，扬中市三茅镇得益楼酒家（烧鸡
公火锅店）。2.6月18日，扬中市三茅街道会同扬中市城管局、环保局一起到现场查看。经检查，扬中市三茅街道前进新村3号楼下的宏扬饭
店和烧鸡公火锅店，虽已安装油烟净化装置，但因使用频繁，未能及时进行定期清洗维护，导致油烟净化装置内部油污沉积，影响正常油
烟净化功能。

目前，丹徒区政府正在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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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江苏中靖集团有限公司老厂区内5家企业 针对现
场情况，丹阳市环保局要求：丹阳市圣耀塑料制品有
限公司严格按照环评审批要求进一步完善废气处理
设施，设施未到位前不得生产；丹阳市骏豪塑业有限
公司、丹阳航韵塑业有限公司、丹阳市飞利塑业有限
公司、丹阳市辰依塑料贸易有限公司环保审批手续
未完善、污染防治设施未到位前不得生产。丹阳市环
保局已对丹阳航韵塑业有限公司、丹阳市飞利塑业
有限公司、丹阳市辰依塑料贸易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
未批先建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2.丹阳市
星洲照明有限公司 针对现场情况，丹阳市环保局要
求丹阳市星洲照明有限公司加快环评手续的办理进
度，待手续齐全，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到位，经相关单
位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丹阳市环保局已对丹
阳市星洲照明有限公司未批先建的环境违法行为进
行了立案查处。3.丹阳航韵塑业有限公司、丹阳市飞
利塑业有限公司、丹阳市圣耀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丹
阳市骏豪塑业有限公司、丹阳市辰依塑料贸易有限
公司、丹阳市星洲照明有限公司已停产。

1.针对现场情况，丹阳市环保局要求：丹阳市圣耀塑
料制品有限公司严格按照环评审批要求进一步完善
废气处理设施，设施未到位前不得生产；丹阳市骏豪
塑业有限公司、丹阳航韵塑业有限公司、丹阳市飞利
塑业有限公司、丹阳市辰依塑料贸易有限公司环保
审批手续未完善、污染防治设施未到位前不得生产。2.丹阳市环保局已对丹阳航韵塑业有限公司、丹阳市
飞利塑业有限公司、丹阳市辰依塑料贸易有限公司
等3家企业未批先建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
处。3.丹阳航韵塑业有限公司、丹阳市飞利塑业有限
公司、丹阳市圣耀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丹阳市骏豪塑
业有限公司、丹阳市辰依塑料贸易有限公司已停产。

1.丹阳市环保局已拟发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
书，要求丰豪科技整改上述存在的问题。2.针对现场
情况，丹阳市环保局要求丰豪科技：（1）正常生产时，
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确保达标排放。（2）定
期委托有资质检测单位对废气排放情况进行检测并
报丹阳市环保局备案。（3）尽快完成新增年产1万吨
铝合金及2万吨镁合金生产工艺改造项目环境影响
后评价报告的审核备案工作。3.丹阳市环保局已安排
对丰豪科技的废气排放进行监测（2018年7月2日完
成），根据监测结果做进一步处理。

1.针对现场情况，丹阳市环保局要求大亚人造板必须
保持废气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按照镇江市环保局要求（镇环函〔2018年〕19号），聘
请专家抓紧完成异味源分析，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整
治方案，抓紧实施。整治工作必须于2020年6月30日
前完成。2.丹阳市环保局已制定计划对大亚人造板的
厂界无组织废气再次进行监督监测（2018年6月29日
前完成），根据监测结果做进一步处理。3.6月17日丹
阳市环保局环境监察与监测人员就监测事项与大亚
人造板周边的群众进行了进一步沟通，当日未对大
亚人造板开展监测工作。当日，丹阳市环保局环境监
察与监测人员未到大亚人造板进行现场检查和监
测。

1.扬中市城管局针对两家饭店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
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
一条第一款和《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六十条第
一项的规定，对宏扬饭店及烧鸡公火锅店下发了责令改
正通知书，要求其立即清洗油烟净化装置。2.宏扬饭店及
烧鸡公火锅店已找专业清洗公司按要求分别清洗了油
烟净化装置。目前，已正常使用。3.扬中市城管局已委托
第三方资质检测单位对两家饭店的油烟进行监督监测，
根据监测结果做进一步跟踪处理。

目前，丹徒区政府正在办理中。

问责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本报讯 红光社区慈善工作站
在开展“关爱困境母亲行动”时，问
到方应华有什么“微心愿”时，她表
示，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帮20岁的
女儿拍一组艺术照。因为孩子早在
10岁时就想有一组艺术照，一直未
能如愿。深受感动的社区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与本报进行了联系，希望

能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为这对母
女圆梦。

今年 43岁的方应华，家住金
山街道红光社区王家湾 82号，身
材娇小，看上去有些柔弱，你难
以想象她是一位既坚强又乐观的
单亲妈妈。方应华丈夫在 11年前
意外去世后，她一直一个人抚养

着女儿，生活贫困。当时她年仅
31 岁，女儿刚满 9 岁。丈夫离世
后，方应华一人抚养女儿至今，
一直未嫁。她说，一直未嫁一方
面是怕女儿受委屈，另一方面是
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婆家。婆家虽
不富裕，但非常和睦，多年来一
直在帮她照顾孩子。

记者了解到，方应华是句容
人，嫁到镇江后，与公婆、哥
嫂、姑子、弟弟、弟媳一起居
住，全家人生活和睦。方应华丈
夫去世后，全家人对她们母女都
很照顾。当年从句容嫁到镇江

后，方应华在强凌电子做了一段
时间合同工。丈夫出事后，为照
顾孩子，她辞去了那份离家远、
工作时间长的工作，在一家朋友
开的茶楼打工，目前，她每月拿
到手的收入不足 1500元。社区为
她办理了低保，也为她的女儿开
展了助学帮困，在多方的关心下
这个家庭勉强维持着生活。方应
华女儿考的是五年制大专，目前
就读于镇江一职高高三，明年上
大一。懂事的女儿上高中起每年
都在假期打工，在饭店端过盘
子，也在商场站过柜台。

“我记得是 2008 年，女儿 10
岁，她很想拍一组艺术照。但那时
候她的父亲刚去世不久，家庭经济
比较困难，我就没给她拍。”方应华
说，今年女儿20岁了，是个大人了，
她很想帮女儿完成这个心愿。

红光社区工作人员说：“现在
她们家每个月的收入刚好能维持
正常开支，没办法拿出上千元来拍
照片。但对一个小女孩子来说，20
岁太值得纪念了。我们特别希望能
有爱心人士帮助这对母女，完成她
们多年来的心愿，让孩子在青春中
留下一个美好记忆。”（记者 王露）

大学生进社区宣讲
四十年来科技成果

本报讯 为广泛宣传改革开放四
十年来国家的科技成果，昨天，江科
大的大学生们来到七里甸街道曙光村
开展大学生进社区科技成果宣讲展示
活动。

活动中，大学生们通过 PPT的形
式向居民们介绍了我国一些著名桥
梁，并重点讲解了今年通车的港珠澳
大桥的结构原理、规划设计以及建设
意义，并现场展示桥梁部分模型。

紧接着，大学生们又向居民们展
示了精彩的机器人表演、智能机械传
动，将他们的科技发明、创新制作和设
计作品进行集中展示，让居民们近距
离、全方位感受到科技创新的内在魅
力。 （曾泰然 孙晨飞）

大暴雨要来了！
局地降水将有120-150毫米

本报讯 大暴雨要来了！昨天下
午，镇江气象局发布的近期天气预报
显示：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我市5
日-6日将有一次较强降水过程，过程
雨量在60毫米-100毫米，局部地区将
会在 120毫米-150毫米，其中 4日夜
里到 5日夜里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局
部大暴雨，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
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也
会降至30℃以下。

具体天气情况为：5日阴有大到
暴雨，局部大暴雨；6 日阴有中到大
雨；7日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8日
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市气象部门
建议有关方面注意做好城市内涝、地
质灾害及强对流天气的防御工作。小
伙伴们近几日出门要密切关注雨情和
路况了！ （继业 钱鹏）

丹阳地产头茬火龙果上市
本报讯 火龙果是许多市民喜爱

的水果，在丹阳云阳街道花园村的果
蔬种植基地，徐州人董文燕种植的火
龙果已经开始上市。

7月4日，记者来到董文燕师傅的火
龙果种植大棚里，只见整齐的火龙果树
攀附在桩子上，部分枝条上还挂着火龙
果的花朵。董文燕告诉记者，现在果树
种植基地一共有七亩地，今年能收大约
1500公斤火龙果。经验丰富的董文燕介
绍，种植的时候就考虑到了采摘的项目
环节，因此他所种植的都是小型果，就
连授粉他都是亲力亲为。

董文燕透露，他种了几款专门授
粉的白芯火龙果，发现白芯火龙果授
红芯火龙果效果最好。它的坐果率能
达到95%，如果是用红芯的授粉，坐果
率只能达到60%。

（记者 佘记其 通讯员 刘梦迪）

贫困单亲妈妈的“微心愿”：

想为20岁女儿拍艺术照

社区娃娃玩转
慧鱼机器人

昨天，江苏科技大学志愿
者来到和平路街道征润州社
区，指导小朋友体验各种慧鱼
机器人的拼装、操作技能，带着
孩子们玩转机器人，感受智能
科技的魅力，充实暑期生活。

石玉成 谭海波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