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2

百姓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公开情况一览表
（2018年10月，我市共受理百姓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139件，其中36件已完成整改，61件不属实或非环保部门职责，42件正在整改）
序号

受理编号

受理时间

举报基本情况

问题类型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1

181027350582010557

2018-10-27

百捷金街7栋， 创世界精酿啤酒晚上开音乐扰
民，噪声污染，要求核实处理。

娱乐和商业噪声污
染

晋江市

经与投诉人联系，其反映的噪声来源于创世界酒吧外置音响夜
间播放音乐，该事项不属于环保部门职责范围，晋江市环保局
执法人员已引导其向公安部门反映。

不属实

该事项不属于环保部门职责范围，晋江市
环保局执法人员已引导其向公安部门反映
。

2

181027350582010037

2018-10-27

百捷金街3栋，创世界酒吧晚上十点过后至凌晨 娱乐和商业噪声污
播放音乐，噪声污染，要求核实处理。
染

晋江市

经与投诉人联系，其反映的噪声来源于创世界酒吧外置音响夜
间播放音乐，该事项不属于环保部门职责范围，晋江市环保局
执法人员已引导其向公安部门反映。

不属实

该事项不属于环保部门职责范围，晋江市
环保局执法人员已引导其向公安部门反映
。

181023350504010167

举报对象：泉州市洛江区万虹路腾达精铸。 投
诉事项：偷排金属铸造或切割产生的废气，及
偷排金属粉尘。 贵部门上一次有组织对腾达
精铸公司进行检查，并表示检查合格，但检查
那天我们居民在周边并没有闻到金属切割产生
2018-10-23 的臭味，说明该公司贵应付贵部门检查故意停
产相关车间，并没有偷排气体，就像老鼠躲猫
一样，一见就躲。建议贵部门对该厂进行多次
突击检查。 且该厂及附近民房厂房等屋顶都有
严重的金属锈污染（褐黄色）。建议重新对该
厂进行环保评估。 辛苦了！谢谢！

洛江区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泉州腾达精铸有限公司，位于泉州市洛江
区鲤北大道28-29号，主要从事高合金铸件生产。洛江区环保
局执法人员于2018年10月10日昼间、10月13日夜间前往该公司
进行检查。2018年10月10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生产废水经处
理后回用于酸洗生产；2018年10月13日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
联合投诉人所在小区业主代表夜间检查时，该公司的铸造车间
正在生产，其他车间未在生产，车间内未发现明显恶臭，经对
该公司夜间生产时有组织外排废气进行监测发现，主要污染物
氮氧化物和氟化物监测结果达标。

不属实

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在排查过程中发现
万虹路排洪渠经泉州腾达精铸有限公司与
恒大翡翠华庭地产项目一段有大量生活污
水排入，且排洪渠水体发黑发臭，洛江区
环保局根据《中共泉州市洛江区委 泉州市
洛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洛江区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的通知》（泉洛
委〔2018〕22号），函告区住建局处理。

晋江市

晋江齐泰鞋材有限公司位于陈埭镇西坂村，主要从事鞋材加
工，生产设备：喷漆箱11台。2018年9月27日，晋江市环保局
执法人员对晋江齐泰鞋材有限公司进行检查，现场检查时该项
目正在生产，现场未安装废气净化设施，对周围环境造成一定
影响。

部分属实

根据检查情况，晋江市环保局下达限期整
改通知书，责令晋江齐泰鞋材有限公司：
限于一个月内安装废气收集净化设施，废
气须经处理达标后排放。后续，晋江市环
保局将继续进行跟踪检查。

安溪县

2018年10月19日下午，安溪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对该烤吧进行现
场检查时，该烤吧店内未见客人，厨房未开工。据调查了解，
该烤吧营业时间从下午六点开始，该烤吧厨房内已安装一台油
烟净化器。

不属实

安溪县环保局函告安溪县电力公司，当场
对千度烤吧进行断电处理。

3

4

5

晋江市陈埭镇河滨南路，晋江齐泰鞋材有限公
司，大气污染，要求核实处理。

181021350582011277

2018-10-21

181021350524010546

安溪县二环路尚学领地2号楼千度烤吧，油烟扰
民，近两个月以来，依旧每天晚上照常营业。
2018-10-21
经常半夜，突然大量排放，导致整个居民楼，
屋里弥漫油烟，严重影响业主生活与健康。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餐饮油烟扰民

处理和整改情况

序号

6

7

8

9

10

11

受理编号

181021350524010435

受理时间

举报基本情况

安溪县剑斗镇双溪火车站天天卸煤，导致村民
2018-10-21 连晒个东西都怕变黑，严重污染环境，前段时
间下雨煤水流入道路，村民行走麻烦

181019350582012387

福建亿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要求
2018-10-19
核实处理。

181018350504011581

武夷花苑7号楼楼下石锅鱼店面油烟污染问题，
上次已经投诉有相关人员已经回复但是并没有
2018-10-18 得到解决，其排油烟的下水道已经破损已经严
重影响楼上居民的正常生活，此时此刻油烟正
浓，不管窗户密闭根本受不了

泉州市安溪县剑斗镇双溪火车站天天卸煤，造
成空气污染，下雨导致道路煤水流入

181016350524013248

2018-10-16

181015350524010651

我们生活区这里有2个练铁加工厂，噪音十分
大，早上到晚上一直加工，影响我们生活和孩
2018-10-15
子做作业，休息等，你们来帮我们处理下，谢
谢

181015350524010510

我这里是小区居住区，旁边2个大型加工厂，从
早上7点半到晚上10点一直在加工，噪音十分
2018-10-15
大，影响周边的居民生活和孩子学习，希望有
关单位来处理！

问题类型

其他

工业违法排污

餐饮油烟扰民

其他

散乱污小作坊

散乱污小作坊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安溪县

2018年10月23日，安溪县环保局执法人员联合剑斗镇环保员依
法对该火车站进行现场检查，经查，安溪县剑斗镇双溪火车站
煤露天堆放，未建设围堰进行拦挡导致雨天含煤污水外流。

晋江市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位于安东工业园区内的福建亿利环境技术
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从事电镀污泥、含铬污泥和皮屑的资源
化综合利用。环评批复规模：年处理电镀污泥3.6万吨、含铬
废皮屑2.7万吨、含铬污泥0.9万吨。该项目于2013年5月4日投
入试生产，于2014年12月24日通过竣工环保验收。该公司在处
理含铬废皮屑、含铬污泥工艺过程会产生恶臭，恶臭废气通过
一套除臭设施进行处理，废气经处理达标后通过30M高的排气
筒排放。处理工艺：酸液吸收＋碱液吸收＋高能离子氧化三级
除臭。2018年10月12日，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到福建亿利环
境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全面检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
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该公司于2018年9月11日委托福建省
科瑞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厂区生产废气排放情况进行检测，检
测结果符合工业区排放标准。

洛江区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单位为泉州市洛江区万安宫廷石锅鱼
店，该餐厅位于洛江区万安武夷花苑7号，主要从事饭菜制
售，经营者林健将。 现场检查时，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发
现该餐厅：1、正在营业，现场有16张就餐座位，厨房有1口
灶，主要经营石锅鱼；2、该餐馆已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油烟
经处理后排入小区一侧下水道，管道连接井盖处井盖松动，经
营时部分油烟可能从井盖处溢出。

安溪县

2018年10月23日，安溪县环保局执法人员联合剑斗镇环保员依
法对该火车站进行现场检查，经查，安溪县剑斗镇双溪火车站
煤露天堆放，未建设围堰进行拦挡导致雨天含煤污水外流。

安溪县

2018年10月19日，安溪县环保局执法人员会同同美农场人员依
法对同美农场兴安路兴隆巷31-1号、31-2号临时民房进行现场
检查。经检查发现，该加工点租赁尚卿乡灶美村临时民房从事
工艺品小型铁件加工，机械加工时产生噪声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

安溪县

2018年10月19日，安溪县环保局执法人员会同同美农场人员依
法对同美农场兴安路兴隆巷31-1号、31-2号临时民房进行现场
检查。经检查发现，该加工点租赁尚卿乡灶美村临时民房从事
工艺品小型铁件加工，机械加工时产生噪声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安溪县环保局执法人
员要求该煤堆场：限于2018年11月23日前
完成煤场的围堰建设并配套初期雨水沉淀
池，初期雨水经沉淀后外排；对煤堆场进
行帆布等遮盖防止扬尘。

部分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
员要求该公司加强管理，确保污染防治设
施正常运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后
续，晋江市环保局将继续进行跟踪检查。

不属实

井盖松动不属于环保部门职责范围。根据
现场检查情况，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要
求该餐厅：1、立即协调小区物业管理修复
井盖。2、加强油烟净化设施的清洗、维
护，确保油烟达标排放。

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安溪县环保局执法人
员要求该煤堆场：限于2018年11月23日前
完成煤场的围堰建设并配套初期雨水沉淀
池，初期雨水经沉淀后外排；对煤堆场进
行帆布等遮盖防止扬尘。

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由于该加工点不符合
环评审批条件，安溪县环保局工作人员责
令该加工点立即停止生产，限于11月19日
前搬迁。

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由于该加工点不符合
环评审批条件，安溪县环保局工作人员责
令该加工点立即停止生产，限于11月19日
前搬迁。

序号

12

13

14

15

受理编号

181012350582010252

181011350581010988

181011350581010950

181011350581010943

受理时间

2018-10-12

举报基本情况

池店镇江湾路溪头村南区小李不锈钢装潢部，
天天加班通宵，噪声扰民，要求核实处理。

2018-10-11 方味烧烤与爱吧烧烤油烟与烧烤味道非常大

2018-10-11 方味烧烤与爱吧烧烤油烟味与烧烤味道很大

2018-10-11 方味烧烤与爱吧烧烤油烟味道很重

问题类型

工业违法排污

餐饮油烟扰民

餐饮油烟扰民

餐饮油烟扰民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晋江市

经查，被投诉对象系晋江市华顺模具加工有限公司，位于池店
镇溪头村，项目从事模具加工制造。主要生产设备：精雕雕刻
机3台、诺信雕刻机1台、磨刀口机2台，生产工艺：模具→雕
刻→手磨→成品。该项目未办理环保相关手续。2018年9月27
日，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项目正在生产，项目
从事雕刻工艺时，产生的噪音对周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石狮市

经调查核实，被投诉项目为石狮市方味烧烤屋及爱吧烧烤，均
位于石狮市龙福小区A区06栋门店，主要从事餐饮服务。10月
17日，石狮市生态环保局现场检查时，两项目均正在营业，项
目均配套有油烟机及净化器。方味烧烤屋油烟经过滤后由管道
排至下水道内，营业时油烟由下水道往小区内冒出；爱吧烧烤
油烟经过滤后由管道排至店外马路下水道内，营业时油烟从下
水道口冒出，同时厨房内设置有排气扇，直接将部分油烟往楼
层内排放。两项目产生的油烟影响周边环境。

石狮市

经调查核实，被投诉项目为石狮市方味烧烤屋及爱吧烧烤，均
位于石狮市龙福小区A区06栋门店，主要从事餐饮服务。10月
17日，石狮市生态环保局现场检查时，两项目均正在营业，项
目均配套有油烟机及净化器。方味烧烤屋油烟经过滤后由管道
排至下水道内，营业时油烟由下水道往小区内冒出；爱吧烧烤
油烟经过滤后由管道排至店外马路下水道内，营业时油烟从下
水道口冒出，同时厨房内设置有排气扇，直接将部分油烟往楼
层内排放。两项目产生的油烟影响周边环境。

石狮市

经调查核实，被投诉项目为石狮市方味烧烤屋及爱吧烧烤，均
位于石狮市龙福小区A区06栋门店，主要从事餐饮服务。10月
17日，石狮市生态环保局现场检查时，两项目均正在营业，项
目均配套有油烟机及净化器。方味烧烤屋油烟经过滤后由管道
排至下水道内，营业时油烟由下水道往小区内冒出；爱吧烧烤
油烟经过滤后由管道排至店外马路下水道内，营业时油烟从下
水道口冒出，同时厨房内设置有排气扇，直接将部分油烟往楼
层内排放。两项目产生的油烟影响周边环境。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部分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
员开具限期整改通知书（晋环强决
[2018]246号），责令晋江市华顺模具加工
有限公司：1、立即停止生产，在完善相关
环保手续前不得擅自恢复生产；2、加强日
常设备维护管理，完善相关环保设施，确
保噪音达标排放。下一步，晋江市环保局
将加大回访检查力度，确保其落实整改意
见。

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执法人员下达《环境
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其采取
有效措施进行整改，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执法人员已将上述信息告知投诉者。执
法人员后续回访检查时，2家烧烤店油烟机
及净化器均正常运行，通往楼层内的排气
扇已停用。石狮市生态环保局自10月17日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以来，未再接到相关
投诉。

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执法人员下达《环境
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其采取
有效措施进行整改，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执法人员已将上述信息告知投诉者。执
法人员后续回访检查时，2家烧烤店油烟机
及净化器均正常运行，通往楼层内的排气
扇已停用。石狮市生态环保局自10月17日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以来，未再接到相关
投诉。

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执法人员下达《环境
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其采取
有效措施进行整改，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执法人员已将上述信息告知投诉者。执
法人员后续回访检查时，2家烧烤店油烟机
及净化器均正常运行，通往楼层内的排气
扇已停用。石狮市生态环保局自10月17日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以来，未再接到相关
投诉。

序号

16

17

18

19

受理编号

181009350581011555

181009350504011529

181009350581011391

181009350581011367

受理时间

举报基本情况

方味烧烤和爱吧烧烤在龙福小区A区3-4单元，
晚上烧烤味全部往楼上跑味道很重，时间已经
2018-10-09
很久了反应给物业也无能为力，希望贵局能尽
快出面解决，谢谢

举报单位:腾达精铸 详细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洛
江区万虹路腾达精铸 污染现象:白天上班有臭
2018-10-09 味，晚上8点以后味道非常重令人难以窒息。
持续时间:几乎每天都会闻到臭味不敢在小区散
步！

方位烧烤屋，爱吧烧烤，石狮市龙福小区A区，
2018-10-09 烧烤尾气未经处理排放，一到晚上就影响整个
居民楼，有一年之多，

2018-10-09 楼下烧烤污染

问题类型

餐饮油烟扰民

工业违法排污

餐饮油烟扰民

餐饮油烟扰民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石狮市

经调查核实，被投诉项目为石狮市方味烧烤屋及爱吧烧烤，均
位于石狮市龙福小区A区06栋门店，主要从事餐饮服务。10月
17日，石狮市生态环保局现场检查时，两项目均正在营业，项
目均配套有油烟机及净化器。方味烧烤屋油烟经过滤后由管道
排至下水道内，营业时油烟由下水道往小区内冒出；爱吧烧烤
油烟经过滤后由管道排至店外马路下水道内，营业时油烟从下
水道口冒出，同时厨房内设置有排气扇，直接将部分油烟往楼
层内排放。两项目产生的油烟影响周边环境。

洛江区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泉州腾达精铸有限公司，位于泉州市洛江
区鲤北大道28-29号，主要从事高合金铸件生产。洛江区环保
局执法人员于2018年10月10日昼间、10月13日夜间前往该公司
进行检查。2018年10月10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生产废水经处
理后回用于酸洗生产；2018年10月13日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
联合投诉人所在小区业主代表夜间检查时，该公司的铸造车间
正在生产，其他车间未在生产，车间内未发现明显恶臭，经对
该公司夜间生产时有组织外排废气进行监测发现，主要污染物
氮氧化物和氟化物监测结果达标。

石狮市

经调查核实，被投诉项目为石狮市方味烧烤屋及爱吧烧烤，
均位于石狮市龙福小区A区06栋门店，主要从事餐饮服务。10
月17日，石狮市生态环保局现场检查时，两项目均正在营业，
项目均配套有油烟机及净化器。方味烧烤屋油烟经过滤后由管
道排至下水道内，营业时油烟由下水道往小区内冒出；爱吧烧
烤油烟经过滤后由管道排至店外马路下水道内，营业时油烟从
下水道口冒出，同时厨房内设置有排气扇，直接将部分油烟往
楼层内排放。两项目产生的油烟影响周边环境。

石狮市

经调查核实，被投诉项目为石狮市方味烧烤屋及爱吧烧烤，
均位于石狮市龙福小区A区06栋门店，主要从事餐饮服务。10
月17日，石狮市生态环保局现场检查时，两项目均正在营业，
项目均配套有油烟机及净化器。方味烧烤屋油烟经过滤后由管
道排至下水道内，营业时油烟由下水道往小区内冒出；爱吧烧
烤油烟经过滤后由管道排至店外马路下水道内，营业时油烟从
下水道口冒出，同时厨房内设置有排气扇，直接将部分油烟往
楼层内排放。两项目产生的油烟影响周边环境。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执法人员下达《环境
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其采取
有效措施进行整改，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执法人员已将上述信息告知投诉者。执
法人员后续回访检查时，2家烧烤店油烟机
及净化器均正常运行，通往楼层内的排气
扇已停用。石狮市生态环保局自10月17日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以来，未再接到相关
投诉。

不属实

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在排查过程中发现
万虹路排洪渠经泉州腾达精铸有限公司与
恒大翡翠华庭地产项目一段有大量生活污
水排入，且排洪渠水体发黑发臭，洛江区
环保局根据《中共泉州市洛江区委 泉州市
洛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洛江区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的通知》（泉洛
委〔2018〕22号），函告区住建局处理。

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执法人员下达《环境
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其采取
有效措施进行整改，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执法人员已将上述信息告知投诉者。执
法人员后续回访检查时，2家烧烤店油烟机
及净化器均正常运行，通往楼层内的排气
扇已停用。石狮市生态环保局自10月17日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以来，未再接到相关
投诉。

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执法人员下达《环境
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其采取
有效措施进行整改，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执法人员已将上述信息告知投诉者。执
法人员后续回访检查时，2家烧烤店油烟机
及净化器均正常运行，通往楼层内的排气
扇已停用。石狮市生态环保局自10月17日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以来，未再接到相关
投诉。

序号

20

21

22

受理编号

181008350582011984

181008350582011888

181007350581011230

受理时间

2018-10-08

举报基本情况

希福工业园德发塑胶加工厂大气污染，要求核
实处理。

磁灶镇磁灶社区古山工业区有多家瓷砖厂，化
2018-10-08 工原料厂，特别是瑞成抛晶砖厂，大气污染，
要求核实处理。

2018-10-07

烧烤店开在小区楼下，排气管全是油烟味烧烤
味，整个楼梯到了晚上都是

问题类型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餐饮油烟扰民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晋江市

经查，投诉者反映的喷镀金厂实为晋江市紫帽镇德发塑胶加工
厂，位于紫帽镇希福工业园，从事塑料制品加工。项目于2016
年11月24日通过晋江市环保局违规建设项目备案，备案编号：
晋环保备[2016]磁023号。该生产项目环保违规建设项目备案
材料的生产设备有：注塑机14台、破碎机2台等。
2018年10月18日，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对该项目进行现场检
查时，现场生产设备：注塑机17台、破碎机2台、搅拌机2台、
空压机1台、拌色机2台、铣床4台、镀膜机2台、钻床2台、磨
床1台、电边花1台。现场生产设备超出备案材料规定。

晋江市

经查，被投诉对象实为福建省晋江市卓越陶瓷工业有限公司、
磁灶镇磁灶社区瑞成抛晶砖厂和晋江市晶梅陶瓷颜料有限公
司，位于磁灶镇磁灶社区。1、福建省晋江市卓越陶瓷工业有
限公司，已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文号：晋环保函
[2015]92号），生产设备有：窑炉生产线2条、2500型喷雾干
燥塔1座等。主要生产工艺：坯用原料→球磨→打浆→干燥→
压坯成形→烘干→施釉→烧成→包装。该项目喷雾干燥塔配套
建一套“旋风除尘+水喷淋+静电除尘”处理设施。2、磁灶镇
磁灶社区瑞成抛晶砖厂，从事抛晶砖生产加工，未办理环保相
关手续。生产设备包括：辊道窑生产线1条（使用天然气）、
镀金炉1台和抛光线1条等。项目配套建设脱硫塔1座和生产废
水收集循环池1组等污染防治设施，但未经环保竣工验收。3、
晋江市晶梅陶瓷颜料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设备：8孔多孔窑1座
（使用煤炭为燃料）、搅拌机1台、微粉机1台等设备。主要工
艺流程为：原料—搅拌机—烧制—成品。主要污染物为生产时
产生的废气。项目未办理环保相关手续。2018年9月7日，晋江
市环保局对福建省晋江市卓越陶瓷工业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时，
该项目正在生产。晋江市环保局委托福建省正基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对该项目干燥塔生产废气排放口进行采样检测，结果显示
干燥塔废气超过GB25464-2010《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表
5及修改单标准限值，其中烟尘超标2.9倍。该项目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晋江市环保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二款，对该
项目作出如下处罚决定：一、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
治；二、罚款贰拾万元。 2018年10月10日，执法人员对磁灶
社区瑞成抛晶砖厂、晋江市晶梅陶瓷颜料有限公司现场检查
时，两家企业均在生产。由于这两家企业均未办理环保相关手
续，执法人员向其下达《整改通知书》，责令：立即停止生产
。

石狮市

经调查核实，被投诉项目为石狮市方味烧烤屋及爱吧烧烤，
均位于石狮市龙福小区A区06栋门店，主要从事餐饮服务。10
月17日，石狮市生态环保局现场检查时，两项目均正在营业，
项目均配套有油烟机及净化器。方味烧烤屋油烟经过滤后由管
道排至下水道内，营业时油烟由下水道往小区内冒出；爱吧烧
烤油烟经过滤后由管道排至店外马路下水道内，营业时油烟从
下水道口冒出，同时厨房内设置有排气扇，直接将部分油烟往
楼层内排放。两项目产生的油烟影响周边环境。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部分属实

由于该项目生产规模发生变动后，未重新
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晋江市
环保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第三十一条，对该公司进行立案
处罚，目前案件正按法定程序办理中。

部分属实

10月10日，执法人员对晋江市卓越陶瓷工
业有限公司进行回访检查时，项目辊道窑
正在生产，干燥塔停产，污染防治设施正
在运行。据该公司提供的福建省科瑞环境
检测有限公司检测报告（报告编号：闽科
瑞测（2018）第091601号，采样日期：
2018年9月16日），项目干燥塔废气中的颗
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气黑度均
达标。10月19日，执法人员对磁灶镇磁灶
社区瑞成抛晶砖厂回访检查发现，项目未
在生产，部分设备已拆除。10月22日，执
法人员对晋江市晶梅陶瓷颜料有限公司回
访检查时发现，项目未在生产，部分设备
已拆除。

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执法人员下达《环境
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其采取
有效措施进行整改，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执法人员已将上述信息告知投诉者。执
法人员后续回访检查时，2家烧烤店油烟机
及净化器均正常运行，通往楼层内的排气
扇已停用。石狮市生态环保局自10月17日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以来，未再接到相关
投诉。

序号

23

24

25

26

27

受理编号

181007350582011191

181007350581010500

受理时间

2018-10-07

举报基本情况

福建亿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要求
核实处理。

方味烧烤店和爱吧烧烤店油烟直接排放到下水
2018-10-07 道，油烟顺着水管道飘入整幢楼房的卫生间，
致使整个屋内油烟弥漫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

一到晚上这两家烧烤店油烟污染到我们楼上 闻
到特然受 望相关部门尽快处理一下！谢谢

181006350581011324

2018-10-06

181006350502011251

泉州市鲤城区浮桥街道东星路2号，民宅生产猪
2018-10-06
血膏，排放污水。

181006350582010024

2018-10-06

晋江万达11栋商铺盔甲王油烟污染，五店市酒
吧噪音扰民，要求核实处理。

问题类型

工业违法排污

餐饮油烟扰民

餐饮油烟扰民

工业违法排污

餐饮油烟扰民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晋江市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位于安东工业园区内的福建亿利环境技术
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从事电镀污泥、含铬污泥和皮屑的资源
化综合利用。环评批复规模：年处理电镀污泥3.6万吨、含铬
废皮屑2.7万吨、含铬污泥0.9万吨。该项目于2013年5月4日投
入试生产，于2014年12月24日通过竣工环保验收。该公司在处
理含铬废皮屑、含铬污泥工艺过程会产生恶臭，恶臭废气通过
一套除臭设施进行处理，废气经处理达标后通过30M高的排气
筒排放。处理工艺：酸液吸收＋碱液吸收＋高能离子氧化三级
除臭。2018年10月12日，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到福建亿利环
境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全面检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
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该公司于2018年9月11日委托福建省
科瑞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厂区生产废气排放情况进行检测，检
测结果符合工业区排放标准。

石狮市

经调查核实，被投诉项目为石狮市方味烧烤屋及爱吧烧烤，
均位于石狮市龙福小区A区06栋门店，主要从事餐饮服务。10
月17日，石狮市生态环保局现场检查时，两项目均正在营业，
项目均配套有油烟机及净化器。方味烧烤屋油烟经过滤后由管
道排至下水道内，营业时油烟由下水道往小区内冒出；爱吧烧
烤油烟经过滤后由管道排至店外马路下水道内，营业时油烟从
下水道口冒出，同时厨房内设置有排气扇，直接将部分油烟往
楼层内排放。两项目产生的油烟影响周边环境。

石狮市

经调查核实，被投诉项目为石狮市方味烧烤屋及爱吧烧烤，
均位于石狮市龙福小区A区06栋门店，主要从事餐饮服务。10
月17日，石狮市生态环保局现场检查时，两项目均正在营业，
项目均配套有油烟机及净化器。方味烧烤屋油烟经过滤后由管
道排至下水道内，营业时油烟由下水道往小区内冒出；爱吧烧
烤油烟经过滤后由管道排至店外马路下水道内，营业时油烟从
下水道口冒出，同时厨房内设置有排气扇，直接将部分油烟往
楼层内排放。两项目产生的油烟影响周边环境。

鲤城区

被投诉对象为苏怀前猪血加工点，主要从事猪血加工。10月16
日，鲤城区环保局执法人员赴现场核实，该加工点未在生产，
现场主要设备：蒸煮机1台，搅拌1台，洗涤废水排至屋后水沟
。

晋江市

经查，投诉者所诉对象为晋江市梅岭盔甲王餐厅，主要从事餐
饮服务，该餐厅已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手续。晋江市环
保局执法人员到达现场检查时，该餐厅正常营业，店内已安装
油烟净化器，此前油烟污染区域已整改并在厨房加装了一套喷
淋设施。 此前，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曾走访晋江市旅游局
、晋江市文体局、晋江五店市运作管理有限公司就五店市酒吧
存在的环境矛盾问题作出说明，晋江五店市运作管理有限公司
已通知五店市酒吧相关负责人到五店市运行管理中心办公室召
开协调大会。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部分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
员要求该公司加强管理，确保污染防治设
施正常运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后
续，晋江市环保局将继续进行跟踪检查。

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执法人员下达《环境
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其采取
有效措施进行整改，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执法人员已将上述信息告知投诉者。执
法人员后续回访检查时，2家烧烤店油烟机
及净化器均正常运行，通往楼层内的排气
扇已停用。石狮市生态环保局自10月17日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以来，未再接到相关
投诉。

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执法人员下达《环境
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其采取
有效措施进行整改，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执法人员已将上述信息告知投诉者。执
法人员后续回访检查时，2家烧烤店油烟机
及净化器均正常运行，通往楼层内的排气
扇已停用。石狮市生态环保局自10月17日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以来，未再接到相关
投诉。

属实

执法人员现场责令当事人不得在现址生产
。10月19日，鲤城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再次
赴现场回访检查，该加工点生产设备已搬
离现址，消除影响。

部分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执法人员要求盔甲王
餐厅加强管理，确保油烟经净化后排放，
减少对周边环境影响。同时要求邻近于万
达商住房的酒吧按照协调会要求的内容做
好整改，加强管理减少营业噪声对外环境
的影响。

序号

28

29

30

31

32

受理编号

181005350582011262

受理时间

举报基本情况

晋江市金井镇滨海新城瑞祥苑东边店面（靠近
2018-10-05 西环路） 正宗东北碳烤店净化设备闲置，晚上
营业时油烟直排，要求核实处理。

晋江市磁灶镇下灶村面砖三厂，粉尘、噪音污
染，要求核实处理。

181005350582010916

2018-10-05

181005350504010725

泉州腾达精铸有限公司在泉州市洛江区万虹路
恒大翡翠龙庭小区、泉州外国语中学旁。该公
司在夜间或白天偷排废气工业废气废水，到晚
上下半夜恶臭熏天，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和身体
2018-10-05
健康。旁边的排水渠被污染严重也发出恶臭。
望相关部门调查此事，严厉追责，还居民一个
正常生活环境，还自然一个青天清水。此致！
敬礼！谢谢！

181004350582011211

福建省晋江市新塘街道后库新村90号，晋江步
2018-10-04 铭鞋业有限公司，大气，水，土壤污染，要求
核实处理。

181004350504011195

洛江区马甲镇祈山村鸿发畜牧有限公司大型养
2018-10-04 猪场排放毒气，天天晚上被这臭味熏醒了，查
了几次了都没解决，

问题类型

餐饮油烟扰民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畜禽养殖污染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晋江市

经查，投诉者所诉烧烤店为晋江市金井镇沐楠烧烤店，位于金
井镇滨海新城。该件系重复投诉件，接到举报后，晋江市环保
局执法人员多次前往进行现场检查（包括夜间执法检查）。多
次检查时该烧烤店皆未在营业。10月22日，执法人员再次检查
该烧烤店，该烧烤店仍未在营业，厨房内配套建设一台油烟净
化器，油烟经净化后通过管道排往店面门口，排烟口未见明显
油烟痕迹，业主称近期因事停业。

晋江市

经查，投诉者反映的面砖三厂，实为晋江德高建材有限公司，
位于磁灶镇下灶村，项目从事琉璃瓦生产，建有多孔窑一座，
未办理环保相关手续。2018年10月10日，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
员现场检查时，该项目正在生产。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部分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
员要求该烧烤店业主对油烟净化器进行清
洗，保证净化器正常运行，减少油烟对外
环境的影响。后续，晋江市环保局将继续
进行跟踪检查。

部分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执法人员向其下达《
整改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
10月16日，执法人员对回访检查时，该项
目未在生产。 下一步，晋江市环保局将继
续关注该投诉件的相关情况，一旦发现企
业存在违法生产行为，将依法予以查处。

洛江区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泉州腾达精铸有限公司，位于泉州市洛江
区鲤北大道28-29号，主要从事高合金铸件生产。洛江区环保
局执法人员于2018年10月10日昼间、10月13日夜间前往该公司
进行检查。2018年10月10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生产废水经处
理后回用于酸洗生产；2018年10月13日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
联合投诉人所在小区业主代表夜间检查时，该公司的铸造车间
正在生产，其他车间未在生产，车间内未发现明显恶臭，经对
该公司夜间生产时有组织外排废气进行监测发现，主要污染物
氮氧化物和氟化物监测结果达标。

不属实

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在排查过程中发现
万虹路排洪渠经泉州腾达精铸有限公司与
恒大翡翠华庭地产项目一段有大量生活污
水排入，且排洪渠水体发黑发臭，洛江区
环保局根据《中共泉州市洛江区委 泉州市
洛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洛江区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的通知》（泉洛
委〔2018〕22号），函告区住建局处理。

晋江市

2018年10月15日，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到投诉者反映的新塘
街道后库新村进行排查。排查发现，新塘街道后库新村90号为
居民楼，未发现晋江步铭鞋业有限公司，也未在附近发现焚烧
边角料的现象。执法人员多次拨打投诉者电话，电话均无人接
听，故无法核实相关情况。

不属实

后续，晋江市环保局将加强对该区域的执
法检查力度，如若发现违法排污行为，将
进一步依法查处。

洛江区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泉州市洛江鸿发畜牧有限公司，位于泉州
市洛江区马甲镇祈山村三落组，主要从事生猪养殖，已通过环
评审批和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现场检查时，猪舍内裂解器正在
运行，用于除臭。猪场内喷淋水管因天气原因破损，目前场内
中止喷淋。

部分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
员责令该公司立即对喷淋设备进行维修，
恢复猪舍喷淋除臭工作。目前，该公司已
修复喷淋设备。

序号

33

34

35

受理编号

受理时间

举报基本情况

181003350504010414

每天夜间都能闻到浓重的恶臭，特别是凌晨，
经常被恶臭惊醒。已经投诉多次，恶臭还依然
存在。环保部门避重就轻，回复业主说检测结
果是达标。试问，若是达标的话，为什么白天
2018-10-03
没有恶臭，都是夜间才有浓重的恶臭。我们怀
疑是周围工厂晚上超标偷排，或是根本就没上
环保设施就进行生产或是超批复生产其他产品
。

181002350504011126

每天夜间都能闻到浓重的恶臭，特别是凌晨，
经常被恶臭惊醒。已经投诉多次，恶臭还依然
存在。环保部门避重就轻，回复业主说检测结
果是达标。试问，若是达标的话，为什么白天
2018-10-02
没有恶臭，都是夜间才有浓重的恶臭。我们怀
疑是周围工厂晚上超标偷排，或是根本就没上
环保设施就进行生产或是超批复生产其他产品
。

181002350504011089

每天夜间都能闻到浓重的恶臭，特别是凌晨，
经常被恶臭惊醒。已经投诉多次，恶臭还依然
存在。环保部门避重就轻，回复业主说检测结
果是达标。试问，若是达标的话，为什么白天
2018-10-02
没有恶臭，都是夜间才有浓重的恶臭。我们怀
疑是周围工厂晚上超标偷排，或是根本就没上
环保设施就进行生产或是超批复生产其他产品
。

问题类型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洛江区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泉州腾达精铸有限公司，位于泉州市洛江
区鲤北大道28-29号，主要从事高合金铸件生产。洛江区环保
局执法人员于2018年10月10日昼间、10月13日夜间前往该公司
进行检查。2018年10月10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生产废水经处
理后回用于酸洗生产；2018年10月13日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
联合投诉人所在小区业主代表夜间检查时，该公司的铸造车间
正在生产，其他车间未在生产，车间内未发现明显恶臭，经对
该公司夜间生产时有组织外排废气进行监测发现，主要污染物
氮氧化物和氟化物监测结果达标。

洛江区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泉州腾达精铸有限公司，位于泉州市洛江
区鲤北大道28-29号，主要从事高合金铸件生产。洛江区环保
局执法人员于2018年10月10日昼间、10月13日夜间前往该公司
进行检查。2018年10月10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生产废水经处
理后回用于酸洗生产；2018年10月13日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
联合投诉人所在小区业主代表夜间检查时，该公司的铸造车间
正在生产，其他车间未在生产，车间内未发现明显恶臭，经对
该公司夜间生产时有组织外排废气进行监测发现，主要污染物
氮氧化物和氟化物监测结果达标。

洛江区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泉州腾达精铸有限公司，位于泉州市洛江
区鲤北大道28-29号，主要从事高合金铸件生产。洛江区环保
局执法人员于2018年10月10日昼间、10月13日夜间前往该公司
进行检查。2018年10月10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生产废水经处
理后回用于酸洗生产；2018年10月13日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
联合投诉人所在小区业主代表夜间检查时，该公司的铸造车间
正在生产，其他车间未在生产，车间内未发现明显恶臭，经对
该公司夜间生产时有组织外排废气进行监测发现，主要污染物
氮氧化物和氟化物监测结果达标。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不属实

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在排查过程中发现
万虹路排洪渠经泉州腾达精铸有限公司与
恒大翡翠华庭地产项目一段有大量生活污
水排入，且排洪渠水体发黑发臭，洛江区
环保局根据《中共泉州市洛江区委 泉州市
洛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洛江区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的通知》（泉洛
委〔2018〕22号），函告区住建局处理。

不属实

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在排查过程中发现
万虹路排洪渠经泉州腾达精铸有限公司与
恒大翡翠华庭地产项目一段有大量生活污
水排入，且排洪渠水体发黑发臭，洛江区
环保局根据《中共泉州市洛江区委 泉州市
洛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洛江区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的通知》（泉洛
委〔2018〕22号），函告区住建局处理。

不属实

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在排查过程中发现
万虹路排洪渠经泉州腾达精铸有限公司与
恒大翡翠华庭地产项目一段有大量生活污
水排入，且排洪渠水体发黑发臭，洛江区
环保局根据《中共泉州市洛江区委 泉州市
洛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洛江区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的通知》（泉洛
委〔2018〕22号），函告区住建局处理。

序号

36

37

38

39

受理编号

受理时间

举报基本情况

181002350504011074

每天夜间都能闻到浓重的恶臭，特别是凌晨，
经常被恶臭惊醒。已经投诉多次，恶臭还依然
存在。环保部门避重就轻，回复业主说检测结
果是达标。试问，若是达标的话，为什么白天
2018-10-02
没有恶臭，都是夜间才有浓重的恶臭。我们怀
疑是周围工厂晚上超标偷排，或是根本就没上
环保设施就进行生产或是超批复生产其他产品
。

181002350504011069

每天夜间都能闻到浓重的恶臭，特别是凌晨，
经常被恶臭惊醒。已经投诉多次，恶臭还依然
存在。环保部门避重就轻，回复业主说检测结
果是达标。试问，若是达标的话，为什么白天
2018-10-02
没有恶臭，都是夜间才有浓重的恶臭。我们怀
疑是周围工厂晚上超标偷排，或是根本就没上
环保设施就进行生产或是超批复生产其他产品
。

181002350582011067

磁灶轿车维修厂，位于延诚汽修厂旁，汽车喷
2018-10-02 漆房位于后部，无经处理直接排放废气，要求
核实处理。

181002350504011066

每天夜间都能闻到浓重的恶臭，特别是凌晨，
经常被恶臭惊醒。已经投诉多次，恶臭还依然
存在。环保部门避重就轻，回复业主说检测结
果是达标。试问，若是达标的话，为什么白天
2018-10-02
没有恶臭，都是夜间才有浓重的恶臭。我们怀
疑是周围工厂晚上超标偷排，或是根本就没上
环保设施就进行生产或是超批复生产其他产品
。

问题类型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洛江区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泉州腾达精铸有限公司，位于泉州市洛江
区鲤北大道28-29号，主要从事高合金铸件生产。洛江区环保
局执法人员于2018年10月10日昼间、10月13日夜间前往该公司
进行检查。2018年10月10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生产废水经处
理后回用于酸洗生产；2018年10月13日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
联合投诉人所在小区业主代表夜间检查时，该公司的铸造车间
正在生产，其他车间未在生产，车间内未发现明显恶臭，经对
该公司夜间生产时有组织外排废气进行监测发现，主要污染物
氮氧化物和氟化物监测结果达标。

洛江区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泉州腾达精铸有限公司，位于泉州市洛江
区鲤北大道28-29号，主要从事高合金铸件生产。洛江区环保
局执法人员于2018年10月10日昼间、10月13日夜间前往该公司
进行检查。2018年10月10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生产废水经处
理后回用于酸洗生产；2018年10月13日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
联合投诉人所在小区业主代表夜间检查时，该公司的铸造车间
正在生产，其他车间未在生产，车间内未发现明显恶臭，经对
该公司夜间生产时有组织外排废气进行监测发现，主要污染物
氮氧化物和氟化物监测结果达标。

晋江市

经查，投诉者反映的轿车维修厂，实为晋江市磁灶镇阳榕汽车
美容店，位于磁灶镇瑶琼村，项目从事汽车维修和美容业务，
建有汽车喷漆房一座，未办理环保相关手续。2018年10月
10日，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项目喷漆房未在
作业。

洛江区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泉州腾达精铸有限公司，位于泉州市洛江
区鲤北大道28-29号，主要从事高合金铸件生产。洛江区环保
局执法人员于2018年10月10日昼间、10月13日夜间前往该公司
进行检查。2018年10月10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生产废水经处
理后回用于酸洗生产；2018年10月13日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
联合投诉人所在小区业主代表夜间检查时，该公司的铸造车间
正在生产，其他车间未在生产，车间内未发现明显恶臭，经对
该公司夜间生产时有组织外排废气进行监测发现，主要污染物
氮氧化物和氟化物监测结果达标。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不属实

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在排查过程中发现
万虹路排洪渠经泉州腾达精铸有限公司与
恒大翡翠华庭地产项目一段有大量生活污
水排入，且排洪渠水体发黑发臭，洛江区
环保局根据《中共泉州市洛江区委 泉州市
洛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洛江区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的通知》（泉洛
委〔2018〕22号），函告区住建局处理。

不属实

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在排查过程中发现
万虹路排洪渠经泉州腾达精铸有限公司与
恒大翡翠华庭地产项目一段有大量生活污
水排入，且排洪渠水体发黑发臭，洛江区
环保局根据《中共泉州市洛江区委 泉州市
洛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洛江区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的通知》（泉洛
委〔2018〕22号），函告区住建局处理。

部分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执法人员向其下达《
整改通知书》，责令其：不得擅自恢复喷
漆作业。10月22日，执法人员回访检查
时，该项目喷漆房未在作业。下一步，晋
江市环保局将继续跟踪检查。

不属实

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在排查过程中发现
万虹路排洪渠经泉州腾达精铸有限公司与
恒大翡翠华庭地产项目一段有大量生活污
水排入，且排洪渠水体发黑发臭，洛江区
环保局根据《中共泉州市洛江区委 泉州市
洛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洛江区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的通知》（泉洛
委〔2018〕22号），函告区住建局处理。

序号

40

41

42

43

受理编号

受理时间

举报基本情况

181002350504011054

每天夜间都能闻到浓重的恶臭，特别是凌晨，
经常被恶臭惊醒。已经投诉多次，恶臭还依然
存在。环保部门避重就轻，回复业主说检测结
果是达标。试问，若是达标的话，为什么白天
2018-10-02
没有恶臭，都是夜间才有浓重的恶臭。我们怀
疑是周围工厂晚上超标偷排，或是根本就没上
环保设施就进行生产或是超批复生产其他产品
。

181002350504011028

我们是洛江外国语学校边上龙庭小区的住户，
入住以来，每天夜间都能闻到浓重的恶臭，特
别是凌晨，经常被恶臭惊醒。已经投诉多次，
恶臭还依然存在。环保部门避重就轻，回复业
主说检测结果是达标。试问，若是达标的话，
为什么白天没有恶臭，都是夜间才有浓重的恶
2018-10-02 臭。我们怀疑是周围工厂晚上超标偷排，或是
根本就没上环保设施就进行生产或是超批复生
产其他产品。。。我们要求公开其环评及批复
信息，公开评价指标及检测数据。小区五百多
户，周围学校上千学生，望环保部门注重民
生，依法执法，对夜间恶臭进行排查并彻底有
效的解决问题，谢谢。

181002350504010970

洛江区武夷花苑7栋店面石锅鱼店面经常炸鱼，
油烟味极重严重影响楼上居民居住环境，多次
2018-10-02 和物业反应没有实体进展，希望请环保部门帮
忙协调处理，谢谢 油烟问题可以走访7栋任何
一户一家均知晓

181001350525010604

2018-10-01

泉州市永春县桃城镇张埔社区第三组，石材切
割噪音大且无时间规律

问题类型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餐饮油烟扰民

工业违法排污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洛江区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泉州腾达精铸有限公司，位于泉州市洛江
区鲤北大道28-29号，主要从事高合金铸件生产。洛江区环保
局执法人员于2018年10月10日昼间、10月13日夜间前往该公司
进行检查。2018年10月10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生产废水经处
理后回用于酸洗生产；2018年10月13日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
联合投诉人所在小区业主代表夜间检查时，该公司的铸造车间
正在生产，其他车间未在生产，车间内未发现明显恶臭，经对
该公司夜间生产时有组织外排废气进行监测发现，主要污染物
氮氧化物和氟化物监测结果达标。

不属实

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在排查过程中发现
万虹路排洪渠经泉州腾达精铸有限公司与
恒大翡翠华庭地产项目一段有大量生活污
水排入，且排洪渠水体发黑发臭，洛江区
环保局根据《中共泉州市洛江区委 泉州市
洛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洛江区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的通知》（泉洛
委〔2018〕22号），函告区住建局处理。

洛江区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单位为泉州腾达精铸有限公司，该厂位
于泉州市洛江区鲤北大道28-29号，主要从事高合金铸件生产
。因群众投诉，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于2018年10月10日昼间
、10月13日夜间前往该公司进行检查。2018年10月10日现场检
查时该公司生产废水经处理后回用于酸洗生产。2018年10月13
日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联合投诉人所在小区业主代表夜间检
查时该公司的铸造车间正在生产，其他车间未在生产，车间内
未发现明显恶臭，对该公司夜间生产时有组织外排废气进行监
测，主要污染物氮氧化物和氟化物监测结果达标。

不属实

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在排查过程中发现
万虹路排洪渠经泉州腾达精铸有限公司与
恒大翡翠华庭地产项目一段有大量生活污
水排入，且排洪渠水体发黑发臭，洛江区
环保局已根据《中共泉州市洛江区委 泉州
市洛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洛江区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的通知》（泉
洛委〔2018〕22号）函告区住建局处理。

洛江区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泉州市洛江区万安宫廷石锅鱼店，经营者
林健将，位于泉州市洛江区万安武夷花苑7号楼106店，主要从
事饭菜制售。洛江区环保局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店：1、正在营
业，就餐座位约43位，餐馆面积约70平方米；2、已配套油烟
净化设施；3、油烟通过管道排入地下管道。

不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
员未发现投诉人反映的餐馆油烟味道影响
楼上居民的现象。

属实

针对该加工点现状，永春县环保局执法人
员现场作出如下处理意见：一是拆除切割
机生产设备及电源线；二是要求桃城镇政
府加强对桃城镇张埔社区王文深石板材加
工点的日常监管力度，防止其死灰复燃，
并做好相关民事工作。目前该加工点已自
行关闭。

永春县

2018年10月15日，永春县环保局执法人员联合桃城镇政府工作
人员现场检查时，该加工点未在生产，在桃城镇张埔社区134
号门口发现有一台切割机，该加工点位于居民区内。

序号

44

45

46

47

48

受理编号

181001350582010563

180928350583011577

受理时间

举报基本情况

中奥名雅居楼下的四号路边上的馕坑烤肉，油
2018-10-01
烟扰民，要求核实处理。

南安市仑苍镇园美河东路105号连着包装纸箱
2018-09-28 厂，方园一公里都能听到打包声音，外加音响
扰民，现场加工环境特别脏，望处理

180930350524010610

2018-09-30 安溪思明园味博生物臭气污染

180930350521010483

农贸市场小作坊压榨花生油，严重影响邻里的
日常生活。无法晾晒，无法开窗，油烟污染，
2018-09-30 噪声污染，空气污染，忘相关部门给予解决。
持续快1个月的时候了，有下来看过，为什么还
是让他们继续加工。

180916350583010326

南安市官桥镇凯天石业墙美背景墙加工厂，我
是内厝村人 有天从这条快修好的324国道路过
这个位置粉尘很大，就觉得奇快环保现在整治
2018-09-16 的不是很好吗怎么会有这种现象，于是我进来
详细看看究竟，原来这只是一个近期在这租下
来的加工点 厂里没吸尘的加工设备非常大胆的
加工生产

问题类型

餐饮油烟扰民

散乱污小作坊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部分属实

10月18日上午，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依
法约谈店家、物业、小区业主代表进行三
方见面协调处理，物业、小区业主代表双
方经现场查看后表示由店家对烟囱进行改
造，积极化解周边矛盾。后续，晋江市环
保局将继续跟踪，督促业主进行整改，加
强管理，防止噪声、油烟扰民。

部分属实

南安市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责令该木箱加
工厂不得擅自恢复生产。2018年10月
25日，南安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再次联合仑
苍镇政府工作人员对该木箱厂进行检查发
现，该木箱厂已搬迁。

部分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执法人员要求该公
司：1.加强对污水站的日常监管，确保污
水站产生的臭气不影响到附近居民；2.加
强设施维护管理，确保废水、废气稳定达
标排放。

惠安县

经调查，投诉者反映的小加工作坊为惠安县琼华粮食饲料经营
部的花生油加工场所，位于惠安县螺城镇瑞园路15-100号，于
2018年9月开始从事花生油加工业务。该加工场所内有1台剥壳
机、1台电炒锅、1台压油机，剥壳机配套一间粉尘收集间，生
产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噪声、气味。经营者表示，将停止生产，
今后不在该处从事花生油加工业务。

部分属实

10月12日，惠安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回访检
查时，该加工场所已停止生产。下一步，
惠安县环保局将加强对该花生油加工场所
的日常巡查，努力维护周边群众的环境权
益。

南安市

被投诉加工厂实为福建省墙美石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石材背
景墙加工生产，位于官桥镇凯天市场，该公司向福建省凯天石
业股份有限公司承租商铺用于生产，租赁面积1524平方米。福
建省凯天石业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于2012年
5月14日通过南安市环保局审批（南环[2012]222号），并于
2012年6月14日通过环保“三同时”竣工验收（南环验
[2012]094号）。2018年9月20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处于生产
状态，主要生产设备有：雕刻机2台、切边机5台（其中红外线
切边机2台）。生产工艺：大板→切边→雕刻→手磨→成品。
切边机、雕刻机有配套喷淋设施。手磨工序产生的粉尘对周边
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部分属实

南安市环保局当场责令该公司完善污染防
治设施，并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晋江市

经查，被投诉对象实为馕坑烧烤店，主要从事烧烤服务。2018
年10月17日，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
时，该餐馆正常营业，已安装两台油烟净化器并完成环评登记
备案手续。

南安市

被投诉对象实为刘开伟木箱加工厂，位于仑苍镇园美村河东路
105号后面临时搭盖的厂房内，主要从事木箱加工生产，未办
理环评相关手续。2018年9月17日，南安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已
联合仑苍镇政府工作人员对该木箱厂进行了现场检查，现场检
查时，该木箱加工厂未在生产。该木箱加工厂的主要生产设备
有：电锯机1台，空压机1台，汽钉机5把，主要生产工艺为：
木板→电锯机裁边→汽钉机打钉→成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噪
声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安溪县

2018年10月25日，安溪县环保局执法人员依法福建味博生物科
技产业基地项目进行现场检查，该项目位于安溪县南翼新城塘
垅片区WB-1地块，建设1条食用香精生产线及1条大豆多糖生产
线，年产大豆多糖3000吨、食用香精1000吨。2017年6月委托
安徽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福建味博生物科技产
业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同年7月10日，安溪县环保局
以安环评函[2017]8号对《福建味博生物科技产业基地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版）作了批复，同意该项目的建设。该
项目于2017年7月中旬开工建设，2017年11月建成运营，2017
年12月初开始生产。2018年6月该公司组织自主验收并通过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时，该项目的污水站周围已进
行绿化，污水临时储存池也已进行加盖处理，污水站周围的臭
味较之前有了很大改善。并且该公司的二期污水站正在处于工
程施工阶段，预计今年10月份可以完成。据了解，该公司从十
月中旬开始就断断续续的生产，在此期间，该公司有对污水池
进行搅拌清理，在搅拌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臭味。

序号

49

50

51

52

受理编号

180925350583011928

180929350582012176

受理时间

举报基本情况

问题类型

贝特洗涤厂，位于南安康美镇鞋城源兴路3号厂
房内，每天偷排污水量很大，很浓、乳白色有
时红黑色，有臭味，这个厂没有任何环保手续
、没有设备未经处理直接外排，每天都是下午
洗涤餐饮行业污废
2018-09-25 和晚上在排，每天偷排污水在8小时以上。锅炉
水偷排
烧煤和边角料，黑烟滚滚，有刺激性气味。烘
干机也没处理，粉尘满天飞。机器噪音很大，
希望相关部门严格查处，达标排放后再让他生
产！

2018-09-29

闽南水产开发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要求核实
处理。

工业违法排污

180929350582012094

2018-09-29 福建晋江磁灶石湖边村里造纸厂，噪声扰民。

工业违法排污

180929350524010991

安溪县湖头镇金三角夜巴黎酒吧扰民，夜间1点
-3点分贝达到70-80！！派出所去检查的时候声 娱乐和商业噪声污
2018-09-29
音就关小，等到检查过后2天又开始调高音箱！
染
扰人睡眠！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南安市

被投诉企业为南安市康美镇贝特洗涤服务中心，位于康美镇体
育用品基地，主要从事酒店用品洗涤。该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登记表2018年2月6日通过备案（备案号：
201835058300000021）。2018年10月25日南安市环保局现场检
查时，该中心处于间歇性停产状态，主要生产设备：烫平机5
台、洗衣机5台、烘干机4台、空压机1台、蒸汽锅炉1台等。现
场检查时，该中心配套1套废水综合处理设施，洗涤废水通过
PVC管收集到设施处理；厂房洗涤时采取铁皮全封闭式生产，
现场未听到明显噪声，未闻到明显臭味。

不属实

南安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当场责令该中心加
强管理，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晋江市

被投诉对象系晋江市闽南水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二厂区，位于龙
湖镇晋南开发区，主要从事鱼粉、鱿鱼膏的生产。生产工艺
为：杂鱼下脚料→破碎→蒸煮→压榨→烘干→筛分→磨粉→包
装→成品。现主要设备有：螺旋输送机1台、压榨机1台、筛分
机1台、皮带输送机1台、包装机1台、浓缩罐4台、6t/h蒸汽燃
煤锅炉1台、冷却塔1台、蒸煮机1台、烘干机3台、磨粉机1台
、破碎机1台、蒸煮锅1台。该项目于2012年办理环境影响评价
审批手续（2012年0102号）。晋江市闽南水产开发有限公司第
二车间鱼粉生产线产生的气味主要来自于项目鱼粉蒸煮、烘干
和杂鱼、鱿鱼下脚料在高温蒸煮、烘干过程中产生恶臭废气，
经环保设施改造后配套建设一套：风冷+水暖+酸处理+碱处理
+uv光解+水淋处理+水淋处理的废气处理设施；2018年5月，该
项目燃煤锅炉已经拆除，改用天然气锅炉；同时，在车间鱼粉
生产线密闭车间建设引风机。2018年9月，晋江市环保局执法
人员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已对生产车间的无组织废气进行密封
处理，同时完成封闭车间的引风管道建设。该厂燃煤锅炉已拆
除，并已安装使用天然气锅炉，该项目扩建环评正在办理中。
10月15日，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再次回访检查，该厂正在生
产。

部分属实

鉴于该项目未完善相关环保手续即擅自投
入生产，晋江市环保局发出限期整改通知
书，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同时依法进行
调查取证。下一步，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
员将继续进行跟踪检查，督促其落实整改
要求。

晋江市

经查，投诉者反映的造纸厂，实为泉州市彬发纸箱包装有限
公司，位于磁灶镇新垵村，负责人为吴某亮，项目建有纸箱生
产线1条，纸箱印刷生产线1条，项目未办理环保相关手续。
2018年10月18日，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对该项目进行现场检
查时，项目正在生产。

部分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执法人员向其下达《
整改通知书》责令：立即停止生产。10月
22日，执法人员对该项目进行回访检查
时，现场未在生产。 下一步，晋江市环保
局将继续关注该投诉件的相关情况，一旦
发现企业存在违法生产行为，将立即依法
查处。

安溪县

经调查核实，该酒吧委托福建省海峡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2018
年9月17日夜间22:00至9月18日凌晨00:00正常营业时段对其噪
声检测，检测报告显示，在居民区检测噪声值为46.8dB(A),未
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48-2008）
表1的2类标准限值50dB(A)。

不属实

序号

53

54

55

56

57

受理编号

受理时间

举报基本情况

180928350582012200

晋江市内坑镇砌坑村思母山恒兴羽绒厂，大气
2018-09-28
污染，要求核实处理。

180929350583012383

南安市省新镇南林村尤暂来塑料加工厂废气未
2018-09-29 处理直接通过烟囱排放。在溪边偷偷燃烧过滤
网。

180928350582010854

180928350521010696

180927350582011567

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可慕村委会到新艺皮革公
2018-09-28 司附近一带大小皮革厂排出恶臭难闻，要求核
实处理。

惠安县黄塘镇埔兜村有家石材厂偷偷在加工厂
2018-09-28 名叫前进石材厂，上次举报了怎么到现在还在
做

恒浦卫生有限公司，位于安平开发区豪安路4号
2018-09-27
噪声污染，要求核实处理。

问题类型

工业违法排污

散乱污小作坊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晋江市

经查，投诉人所述的恒兴羽绒厂全称为福建省晋江市恒兴羽绒
有限公司，位于晋江市内坑镇砌坑村，主要从事羽绒加工，主
要生产设备：1T燃煤锅炉1台、羽绒机2台、装绒机2台。生产
工艺主要为：鸭毛→羽绒机→装绒机→半成品。该公司已办理
环评审批手续，未通过竣工环保验收。2018年10月8日，晋江
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检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
在生产，天然气锅炉已签合同，设备已订购，该公司生产时鸭
毛有一定臭味，对周边居民有一定影响。

南安市

被投诉企业为尤暂来造粒加工厂，位于省新镇南金村过溪149
号，主要从事废塑造粒生产，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 2018年
10月11日南安市环保局现场检查时，该加工厂处于生产状态。
主要生产设备有：废塑造粒线1条等，现场未配套污染防治设
施。

晋江市

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电话联系投诉人，其表示夜间经常闻到
烧垃圾的味道，白天能闻到皮革味道。就此问题，晋江市环保
局执法人员于2018年10月18日对可慕集控工业区附近进行排查
。排查过程中未发现投诉者所反映的恶臭难闻味道。目前集控
区内皮革厂所使用蒸汽为集中供热，供热单位为晋江安海可慕
制革治污有限公司，该公司已于2018年10月8日起停用燃煤锅
炉，改用燃气锅炉。

惠安县

2018年10月19日，惠安县环保局进行现场检查。被投诉对象为
泉州前进石材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石材加工，该项目以“泉州
惠魄力石材有限公司”名称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现
有场所为泉州前进石材有限公司用地，尚未进行手续名称变更
。该石材加工厂已列入惠安县首批关闭取缔石材石雕企业，并
由黄塘镇政府根据《惠安县首批关闭取缔石雕企业关闭退出工
作方案》对该企业进行关闭退出工作。现场检查时，该公司三
个生产车间已无石材加工生产设备，仅剩余厂区西侧约80平米
生产车间，现存一台红外线切边机设备。现场检查时，设备未
开启，生产废水配套有沉淀池，废水经处理后循环使用。

晋江市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福建恒浦卫生用品科技有限公司，已办
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2018年10月15日，晋江市环保局
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投诉
人反映的噪声主要为机械设备生产时产生的噪声。执法人员要
求该公司委托有资质的监测单位对其生产噪声进行检测。2018
年10月22日，根据该公司提供的福建省海博检测监技术有限公
司出具的检测报告（报告编号：HBTR2018101509），其厂界噪
声值均达标。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部分属实

晋江市环保局已对该公司进行立案查处。
目前，案件正按法定程序办理中。近期，
晋江市环保局将组织对该企业进行断电处
理。

部分属实

南安市环保局联合省新镇政府当场对该加
工厂进行停电，并对造粒线进行强制拆除
。南安市环保局将加强巡查，如发现该加
工厂擅自恢复生产，将做进一步处理。

不属实

下一步，晋江市环保局将要求集控区内皮
革厂加强厂区内皮革原料管理，强化厂区
环境卫生清洁工作，对产生较强味道的原
料皮，做好运输管理工作；并衔接相关单
位，加强对周边垃圾的清运工作；同时加
强对可慕集控区供热单位的执法巡查，确
保各项大气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部分属实

根据《惠安县首批关闭取缔石雕企业关闭
退出工作方案》，惠安县环保局依法将检
查情况函告黄塘镇政府，以切实采取相应
监管措施。

不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及噪声监测结果，执法
人员要求该公司加强厂界噪音防治工作，
防止噪音扰民。后续，晋江市环保局也将
加强对该区域的执法巡查。

序号

58

59

60

61

受理编号

受理时间

举报基本情况

180910350000021886

投诉人称该公司生产时排放难闻的气味、粉尘
2018-09-10 且噪声扰民，污染环境，影响周边居民的健康
。

180927350583011230

陈炳发石材加工厂！三无加工厂严重影响村民
正常生活！污水，粉尘，噪音！让村民无法正
2018-09-27
常休息生活！请有关部门帮忙处理一下……已
投诉多次了？为什么一直处理不下来？

180925350583011893

180927350503010930

康美镇兰田村树兜戏台边，三氏洗涤厂，没有
环保设备没有手续，天天直接偷排污水，污水
很浑，有时发臭，每天都是下午和晚上偷排，
2018-09-25 污水量很大，流入农村水沟，最后到东溪。锅
炉烧边角料烟囱都是黑烟，有味道。机台很吵
。希望贵局帮我们村民查一下，我们要求停
产，才能解决污染问题。

丰泽区宝洲街南丰新城玉兰苑十九寻味中式快
2018-09-27 餐厅（特特水果隔壁），没有定期清理油烟净
化设施，油烟腐臭味道已经影响到我们生活。

问题类型

工业违法排污

散乱污小作坊

洗涤餐饮行业污废
水偷排

餐饮油烟扰民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南安市

被投诉项目实为泛科轴承集团有限公司，位于南安市溪美彭美
路132号，该公司于1969年建成投产，主要从事带座外球面轴
承加工生产，该公司年产1500万套带座外球面轴承扩建项目于
2011年7月8日通过南安市环保局审批（南环[2011]361），扩
建项目一期工程于2012年11月5日通过环保“三同时”竣工验
收（南环验〔2012〕181号），已取得排污许可证（南环〔
2014〕证字第643号）；该公司年产带座外球面轴承1500万套
、轴承座500万套项目于2017年10月通过南安市环保局审批
（南环〔2017〕108号），并于2018年1月30日自行组织验收。
2018年9月13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铸造车间电炉
产生的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通过喷淋除尘设施处理、造型工序
配套2台气箱式脉冲袋式除尘器，现场未发现粉尘未经处理随
意外排的情况。据业主介绍其铸造工艺于下午6时左右停产，
现场检查时，未发现投诉人反映的臭味问题。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噪声对周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部分属实

南安市环保局责令该公司夜间22时后不得
生产，同时应加强对环保设施的管理，确
保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南安市

被投诉项目为陈炳发石材加工厂，位于丰州镇铺顶村，主要从
事石材加工生产，未办环评等相关手续。2018年10月16日，南
安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对该加工厂进行检查时，该加工厂未在生
产。现有生产设备：大切机1台、切边机2台、磨机3台，配套
建设沉淀池2格共约300立方米。该加工厂离居民区比较近，生
产时产生的噪声、粉尘可能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

部分属实

南安市环保局执法人员责令该加工厂不得
恢复生产，自行拆除生产设备。执法人员
于10月19日回访检查发现，该加工厂已开
始拆除设备。目前，主要生产设备已拆除
。下一步，南安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将加强
巡查，防止其死灰复燃。

南安市

被投诉项目为南安市三氏洗涤服务有限公司，位于南安市康美
镇兰田村树刀后傅，主要从事床上用品洗涤服务。该公司环境
影响报告表于2014年4月9日通过南安市环保局审批（南环〔
2014〕156号），2016年12月15日通过南安市环保局办理竣工
环保验收（南环违验〔2016〕27号）。2018年9月28日执法人
员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处于生产状态。主要生产设备有全自动
洗涤机9台、自动烘干机6台、变频式烫平机2台、全自动折叠
机2台、燃生物质蒸汽锅炉1台（2t/h）等；主要生产工艺为床
上用品回收→分拣→分类三次循环洗涤→脱水→烘干→烫平→
折叠→分类打包→成品。该公司锅炉使用生物质颗粒作为燃
料，生产废气经“水喷淋+水封”处理后通过一根约20米高的
烟囱进行高空排放。 配套生产废水处理设施1套，生产废水经
设施处理后排入周边环境，现场检查未见废水直排现象。该公
司在相对封闭的车间进行生产，产生的噪声对周边环境影响相
对较小。2018年9月11日南安市环保局监测人员现场对该公司
废水排放口及锅炉排气筒进行采样监测，监测结果均符合国家
法定排放标准。

不属实

南安市环保局现场责令该公司加强管理，
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稳定
达标排放。南安市环保局将加强对该公司
的监管力度，若发现存有环境违法行为，
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不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的情况，执法人员要求该店
定期清理油烟净化设施和油烟排放管道，
营业时，不得开启厨房窗户，避免扰民。
下一步，将充分发挥街道、社区三、四级
环保网格监管作用，加强对该店的跟踪检
查。

丰泽区

该件系重复投诉件。2018年10月18日，丰泽区环保局执法人员
再次前往现场检查，被投诉的餐馆为十九寻味中式快餐，位于
丰泽区南丰新城，主要从事餐饮服务。现场检查时，该店已配
套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净化设施正常运行。

处理和整改情况

序号

62

63

64

65

66

受理编号

180926350503012901

受理时间

举报基本情况

2018-09-26 深夜23点，还在唱歌，还是非常大的声响！！

180926350582012668

龙德集团后面凯烨机械，大气污染，要求核实
2018-09-26
处理。

180927350000020690

安海镇下洪村晋江市华成造纸厂废气污染环境
2018-09-26
。

180926350504012150

180919350000021579

2018-09-26

腾达精铸厂排放污水，晚上半夜经常会闻到有
刺鼻气味

南安市山外山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散发出难闻的
2018-09-19 猪粪气味，且猪粪废水排到溪里，污染环境，
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

问题类型

娱乐和商业噪声污
染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畜禽养殖污染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丰泽区

2018年10月18日，丰泽区环保局执法人员赴现场检查，投诉人
反映的位置附近未发现有娱乐场所。经与社区工作人员联系，
反映在丰泽辖区外（属洛江辖区）有一处露天看台，有群众唱
歌。经现场与投诉人电话确认，该问题已向公安部门反映。

属实

晋江市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凯烨机械有限公司，位于内坑镇下村村，
该公司注册地为安海镇，主要生产设备：热转印花机1台，热
转印花印刷机线1条，未办理环保相关手续。2018年9月29日，
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该公司有生产
迹象。

部分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
员现场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生产，并自行
拆除生产设备。后续，晋江市环保局将继
续进行跟踪检查。

晋江市

2018年10月17日，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未发现
安海镇下洪村原华成造纸厂存在涉气工序。现场检查时，原华
成造纸厂内为一家废塑料打包厂，现场检查时该厂正在打包废
塑料，生产设备：废塑料打包机一台。

不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执法人员责令该废塑
料打包厂停止作业。后续，晋江市环保局
将继续进行跟踪检查。

洛江区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泉州腾达精铸有限公司，位于泉州市洛江
区鲤北大道28-29号，主要从事高合金铸件生产。洛江区环保
局执法人员于2018年10月10日昼间、10月13日夜间前往该公司
进行检查。2018年10月10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生产废水经处
理后回用于酸洗生产；2018年10月13日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
联合投诉人所在小区业主代表夜间检查时，该公司的铸造车间
正在生产，其他车间未在生产，车间内未发现明显恶臭，经对
该公司夜间生产时有组织外排废气进行监测发现，主要污染物
氮氧化物和氟化物监测结果达标。

不属实

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在排查过程中发现
万虹路排洪渠经泉州腾达精铸有限公司与
恒大翡翠华庭地产项目一段有大量生活污
水排入，且排洪渠水体发黑发臭，洛江区
环保局根据《中共泉州市洛江区委 泉州市
洛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洛江区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的通知》（泉洛
委〔2018〕22号），函告区住建局处理。

南安市

被投诉项目为南安市山外山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位于南安市溪
美街道宣化村，主要从事生猪养殖。该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于2008年4月9日通过南安市环保局审批（南环
[2008]181号），环评审批养殖规模为年养殖母猪100头,出栏
商品猪约2000头（最大存栏为1100头）。该公司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备案登记表于2018年4月4日经南安市环保局备案登记（备
案号：201835058300000297），备案登记规模为年存栏量猪
2480头，年出栏量猪4900头。2018年10月10日现场检查时，该
公司正常养殖。公司内建有猪舍9幢（3幢大猪舍、2幢保育舍
、2幢母猪舍、2幢产房），配套建设有一套日处理200立方米
的废水处理设施。现场检查时，废水处理设施正在运行，废水
处理工艺为：养殖废水→固液分离→沼气池→调节池→沉淀池
→接触氧化池1→接触氧化池2→二沉池→消毒池→排入鱼塘→
抽取至周边果林。现场未发现废水未经处理随意排放的情况。
该公司养殖臭味对周边环境有一定影响。

部分属实

南安市环保局责令该公司加强废水处理设
施运行管理，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同时做好日常卫生管护，减少臭味对周边
的影响。
该公司已进行整改，根据检测结果显示，
各项指标均达标。

该事项不属于环保部门职责范围。

序号

67

68

69

70

受理编号

180916350583010692

受理时间

举报基本情况

福建省南安市丰州镇素雅村3组浦头村路口，请
2018-09-16 上级领导重视一下，返款超百次，上面有贿赂
一直不处理

180930350583010007

泉州市大高阀门铸造制造有限公司，地址：阀
2018-09-30 门基地大高阀门铸造，晚上开工就开始发出极
大浓浓的烟雾，和恶臭，真的非常难闻。

180924350521010857

丰洁洗涤厂，租在位于张坂群力村铭晟轻工厂
内厂房，污水量很大，很浓、有时白色有时红
黑色，有时也有臭味，未经处理直接外排，每
天都是傍晚和晚上在排，每天连续大量偷排污
2018-09-24
水在8小时以上。烘干毛巾的设备也没处理，白
粉尘满天飞。机器工作起来噪音很大，自从该
厂搬进来三个月，我们整个厂区都很吵。这个
厂没有手续，希望相关部门严格查处！

180925350583010005

泉州南安市水头镇东南小区25栋楼下烧烤吧每
2018-09-25 个晚上都随意在楼道烧烤，油烟随意乱排，严
重影响附近居民的生活

问题类型

散乱污小作坊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餐饮油烟扰民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南安市

丰州镇素雅村埔头自然村石材加工企业主要以粗加工为主，产
业呈“低小散”状态。南安市环保局对丰州镇素雅村埔头自然
村进行排查，共发现10家未办理环保相关手续的石材加工厂
（傅建国圆柱厂、柳水良石材厂、傅定安石材厂、傅子结圆柱
厂、吴忠平石材厂、傅建枝石材厂、魏全顺石材厂、傅有水石
材厂、魏建双石材厂、魏火星石材厂），以上石材加工企业均
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未通过环保竣工验收。2018年9月29日
现场检查时，这些石材加工企业均已停产。这些石材加工企业
均配有沉淀池，生产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循环使用。

南安市

经查，被投诉项目为泉州市大高阀门制造有限公司，位于南安
市英都镇阀门基地，主要从事阀门生产，于2016年12月经南安
市环保局违规备案审批（南环违备[2016]129号）。2018年10
月22日现场检查时，该项目造型工序、树脂生产线及抛丸机处
于生产状态，中频炉处于停产状态；混砂及抛丸设置水漩雾化
除尘器处理后高空排放；中频感应炉产生的烟尘经集气罩收集
后通过旋流板除尘器处理并高空排放；树脂砂生产线设置水漩
雾化除尘器+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并高空排放。现场检查
时，执法人员未闻到明显气味。

泉州丰洁洗涤有限公司位于泉州台商投资区张坂镇群力村，主
要从事洗涤服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于2018年6月4日进
行自主备案登记（备案号：20183505000100000065）。2018年
泉州台商 10月22日，泉州台商投资区环境与国土资源局进行现场检查。
投资区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洗涤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排入惠南园区污
水管网。现场未发现废水非法外排迹象。该公司生产设施采用
低噪声设备，并加装减振垫进行隔音降噪。

南安市

经排查，被投诉店铺名称为烤100烧烤店，位于水头镇桥盛街
37号，主要从事夜间食物烧烤。2018年10月16日下午及夜间现
场检查时，该烧烤店门口有2辆无烟净化烧烤车（其中一辆用
于经营，一辆备用），烧烤车内配套有油烟净化设施。烧烤时
产生的油烟部分由净化设施吸收、小部分油烟跑冒，对周边环
境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不属实

1.南安市环保局现场责令以上石材加工企
业不得擅自恢复生产。
2.南安市环保局已联合丰州镇政府、电力
部门切断这些石材加工企业生产电源供
应，并拆除主要生产设备。
3.南安市环保局将加大巡查力度，一经发
现违法生产，将依法查处。

部分属实

南安市环保局责令该公司进一步完善铸造
工艺、混砂、抛丸及树脂生产线等产生废
气的污染防治设施，确保不对周边环境产
生影响。

不属实

泉州台商投资区环境与国土资源局将加强
对泉州丰洁洗涤有限公司的监督检查力度
。

部分属实

南安市环保局执法人员要求业主把烧烤车
移入店内经营，并配套吸油烟设备，保证
正常使用，避免油烟影响周边环境。

序号

71

受理编号

受理时间

举报基本情况

南安市洪濑镇坝田关坑石子场，爆破，粉尘满
天飞，严重影响坝田人民生活

问题类型

180919350583010549

2018-09-19

72

180923350583011280

罗东镇罗东村车嘴石材加工厂，因生产已经给
周边居民带来严重的影响，使周边居民不能生
活在正常环境下。所带来的，噪音，石材粉
2018-09-23
末，工业废水。严重影响到正常的生活环境。
希望有关部门能及时处理，还居民一个正常的
生活环境。

散乱污小作坊

73

180923350521010405

在威狮轮胎里面那条路，从事金属材料生产，
2018-09-23 机械声音巨大，白天噪声在80分贝以上，并引
起地基震动

工业违法排污

74

75

180922350503010673

云鹿路千禧汇，每日营业期间，很多设备发出
2018-09-22
持续且较大轰鸣声，特别是屋面一系列设备。

180922350504010341

被举报单位：新厝69号 地址：马甲新华针织后
2018-09-22 面，信益门厂后面。 天那水挥发味，几百米外
都要异味。 24小时生产，24小时不定时。

工业违法排污

娱乐和商业噪声污
染

工业违法排污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南安市

经排查，被投诉石子场为南安市洪濑镇坝田村关坑石子场，位
于洪濑镇坝田村，2013年12月办理采矿许可证，许可证号：
C3505832013127130132478，有效期2013年12月10日至2018年
12月10日，设计年生产规模20万立方米，采用露天台阶式自上
而下分阶段开采。年开采20万立方米土砂石项目2013年6月8日
通过南安市环保局审批（南环保〔2013〕函252号），2016年
12月21日通过验收（南环违验〔2016〕38号）。2018年10月12
日现场检查时，该石子场正常生产，主要生产设备：潜孔钻2
台、空压机3台、挖掘机2台、破碎锤1台、颚式破碎机1台、圆
锥破碎机4台、喂料机2台、振动筛分机4台、装载机2台、皮带
输送机11台、汽车6辆；生产工艺：采剥工艺：剥离→钻孔→
装药→爆破→铲装→运输；石子加工：矿石卸料→破碎→筛分
→传送→成品外售。现场检查时，该石子场筛分工艺采用防尘
罩防尘措施；输送带和卸料两端已安装喷雾洒水装置。生产时
产生的噪声、粉尘，可能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部分属实

南安市环保局执法人员要求石子场加强管
理，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南安市

经排查，被投诉项目为黄志兰石材加工厂，位于罗东镇罗东村
8组，主要从事石材雕刻加工，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2018年9
月28日现场检查时，该加工厂处于停产状态。主要生产设备
有：切边机1台、手磨机1台、雕刻工具若干等。现场检查时，
该加工厂配套污水沉淀池1格，生产时产生的废水经水沟收集
至沉淀池，现场未见废水外排；由于未采取全封闭式生产，生
产时的噪声和粉尘可能影响周边居民。

部分属实

南安市环保局当场责令该加工厂不得擅自
恢复生产。

因举报地址不清，泉州台商投资区环境与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
泉州台商
于2018年10月15日向诉求人询问详细地址，诉求人称已撤销投
投资区
诉，故无法提供详细地址。

丰泽区

2018年10月18日，丰泽区环保局执法人员赴现场检查，被投诉
对象实为“丰泽区新世纪餐饮有限公司”， 位于丰泽区云鹿
路“富临嘉园”1-5层，主要从事餐饮服务，已办理环评审批
手续和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手续。现场检查时，主要声源为
厨房风机噪音。

洛江区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泉州市洛江区马甲万达发橡塑制品加工
厂，位于泉州市洛江区马甲镇杏川村新厝69号，主要从事封边
条生产，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现场检查时，该厂正在生
产，现场有13名工人。主要生产工序为：石粉、树脂粉→添加
油墨、二甲苯（天那水）→加热→切割成型→包装→成品。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不属实

部分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的情况，丰泽区环保局要求
该公司加强日常管理，合理安排营业时
间，休息时间厨房停止使用，避免扰民。
下一步，丰泽区环保局将加强跟踪检查。

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
员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生产。 2018年11月
1日，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回访检查时，
该公司已停产，正在办理环评审批手续。

序号

受理编号

受理时间

举报基本情况

池店镇江湾路溪头村南区小李不锈钢装潢部，
噪声污染，要求核实处理。

76

180922350582010279

2018-09-22

77

180920350583011162

2018-09-20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云鹿路新瑞达石材

78

79

180927350583011206

180920350582010111

都心村洋宅水库库区内建养殖场！都心村骨灰
2018-09-27 堂二米距离内建养殖场！跃进村居民屋边建空
心砖场！这几个地方！

池店镇江湾路溪头村南区小李不锈钢装潢部，
天天加班通宵，加工不锈钢制作切割，晚上一
2018-09-20
边加班，一边播放电视声音开得很大声，窗户
又不关！

问题类型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畜禽养殖污染

工业违法排污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晋江市

经查，被投诉对象系晋江市华顺模具加工有限公司，位于池店
镇溪头村，从事模具加工制造。主要生产设备：精雕雕刻机3
台、诺信雕刻机1台、磨刀口机2台，生产工艺：模具→雕刻→
手磨→成品。该项目未办理环保相关手续。2018年9月27日，
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项目正在生产，项目从事
雕刻工艺时，产生的噪音对周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部分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
员开具限期整改通知书（晋环强决
[2018]246号），责令晋江市华顺模具加工
有限公司：1、立即停止生产，完善环保手
续前不得擅自恢复生产；2、加强日常设备
维护管理，完善相关环保设施，确保噪音
达标排放。下一步，晋江市环保局将加大
回访检查力度，确保其落实整改意见。

丰泽区

2018年10月10日，丰泽区环保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投诉
人反映的新瑞达石材厂，主要从事石材的销售。现场检查时，
该厂未进行石材生产加工作业。

不属实

下一步，丰泽区环保局将充分发挥街道、
社区三、四级环保网格监管作用，对该厂
加强跟踪检查工作。

南安市

经排查，被投诉项目为南安市黄联合养殖有限公司、南安市金
鹏家庭农场、王三荣空心砖厂。（一）南安市黄联合养殖有限
公司位于南安市洪濑镇前瑶村洋宅水库附近，从事生猪养殖，
环境影响登记表已完成备案（备案号201735058300000143），
环境影响登记表中“养殖废水经厌氧发酵措施处理后，用于周
边林地肥田”。2018年10月15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常养
殖，猪舍2栋，约900平方米，生猪存栏量约450头。该公司配
套建设废水处理设施，废水通过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用于周边
林地灌溉。该公司养殖过程中产生的臭味可能对周边环境造成
影响。（二）南安市金鹏家庭农场位于南安市洪濑镇都心村骨
灰堂附近，经营者为王栋梁，从事生猪养殖，环境影响登记表
已完成备案（备案号201735058300000114）。环境影响登记表
中“养殖废水经一一列环保设施处理后，用于周边林地”。现
场检查时，该农场正在养殖，猪舍2栋，约1000平方米，生猪
存栏量约450头。该农场配套建设废水处理设施，废水通过处
理设施处理后用于周边林地灌溉。该农场养殖过程中产生的臭
味可能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三）王三荣空心砖厂位于南安
市洪濑镇跃进村拜埔，从事空心砖生产，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
米。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现场检查时，该加工厂正在生产，
主要生产设备：搅拌机1台、制砖机1台。该加工厂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粉尘、噪声可能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部分属实

1.南安市环保局现场责令南安市黄联合养
殖有限公司、南安市金鹏家庭农场加强管
理，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同时做
好日常卫生管护，减少臭味对周边的影响
。
2.南安市环保局现场责令王三荣空心砖厂
立即停止生产。

晋江市

经查，被投诉对象系晋江市华顺模具加工有限公司，位于池店
镇溪头村，从事模具加工制造。主要生产设备：精雕雕刻机3
台、诺信雕刻机1台、磨刀口机2台，生产工艺：模具→雕刻→
手磨→成品。该项目未办理环保相关手续。2018年9月27日，
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项目正在生产，项目从事
雕刻工艺时，产生的噪音对周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部分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
员开具限期整改通知书（晋环强决
[2018]246号），责令晋江市华顺模具加工
有限公司：1、立即停止生产，完善环保手
续前不得擅自恢复生产；2、加强日常设备
维护管理，完善相关环保设施，确保噪音
达标排放。下一步，晋江市环保局将加大
回访检查力度，确保其落实整改意见。

序号

80

81

82

83

84

受理编号

180919350503011765

180919350582011166

180919350582011022

180919350582011010

180915350583011505

受理时间

举报基本情况

问题类型

温岭南路142号，蟠龙大厦后面的隔壁，有个单
娱乐和商业噪声污
2018-09-19 身公寓，也叫农房招待所。深夜11点左右在这
染
里可以听到巨大音响噪音。

2018-09-19

2018-09-19

2018-09-19

2018-09-15

晋江市陈埭镇河滨南路，晋江齐泰鞋材有限公
司，大气污染，要求核实处理。

晋江市陈埭镇河滨南路，晋江齐泰鞋材有限公
司，大气污染，要求核实处理。

晋江市陈埭镇河滨南路，晋江齐泰鞋材有限公
司，大气污染，要求核实处理。

福建省南安市石井镇苏内村大苏17号，居民区
建小型作坊，噪声太大，污染严重。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散乱污小作坊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丰泽区

2018年10月17日，丰泽区环保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调查，在投
诉人反映的位置附近未找到其描述的“农房招待所”，也未发
现其余招待所。经向社区工作人员了解，附近未有产生噪声源
的娱乐场所。

晋江市

经查，投诉者所诉晋江齐泰鞋材有限公司位于陈埭镇西坂村，
主要从事鞋材加工，生产设备：喷漆箱11台。2018年9月
27日，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时，该
项目正在生产，现场未安装废气净化设施，对周围环境造成一
定影响。

晋江市

经查，投诉者所诉晋江齐泰鞋材有限公司位于陈埭镇西坂村，
主要从事鞋材加工，生产设备：喷漆箱11台。2018年9月
27日，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时，该
项目正在生产，现场未安装废气净化设施，对周围环境造成一
定影响。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不属实

下一步，将充分发挥街道、社区三、四级
网格监管作用，加强巡查检查工作，如有
发现娱乐场所音响设备噪音扰民现象，将
及时妥善处理。

部分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执法人员现场发出限
期整改通知书（晋环改【2018】陈第
122号），责令晋江齐泰鞋材有限公司：限
期一个月安装废气收集净化设施，废气须
经处理达标后排放。后续，晋江市环保局
将继续进行跟踪检查。

部分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执法人员现场发出限
期整改通知书（晋环改【2018】陈第
122号），责令晋江齐泰鞋材有限公司：限
期一个月安装废气收集净化设施，废气须
经处理达标后排放。后续，晋江市环保局
将继续进行跟踪检查。

晋江市

经查，投诉者所诉晋江齐泰鞋材有限公司位于陈埭镇西坂村，
主要从事鞋材加工，生产设备：喷漆箱11台。2018年9月
27日，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时，该
项目正在生产，现场未安装废气净化设施，对周围环境造成一
定影响。

部分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执法人员现场发出限
期整改通知书（晋环改【2018】陈第
122号），责令晋江齐泰鞋材有限公司：限
期一个月安装废气收集净化设施，废气须
经处理达标后排放。后续，晋江市环保局
将继续进行跟踪检查。

南安市

经排查，投诉人反映的三无石材加工点实际位于石井镇苏内村
大苏20号，主要从事石栏杆加工生产。 2018年9月17日现场检
查时，该加工点处于停产状态。现场生产设备有：栏杆机
2台，主要生产工艺：石块→切割→成品。该加工点配套有沉
淀池1个，现场未发现污水外排。现场有一工人，该工人称该
加工点将于近期搬迁。

部分属实

业主未完成搬迁，石井镇政府拟对该加工
点进行强制取缔关停。

序号

85

86

87

88

受理编号

180918350582011609

180918350521011601

受理时间

2018-09-18

举报基本情况

闽南水产开发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要求核实
处理。

瑞园路15一100小加工坊无证加工花生油。没有
2018-09-18 采取任何措施，粉尘，气体，噪音污染严重，
没办法开窗，晾晒衣物！

180918350521011585

瑞园路15-100号，小加工坊加工花生油，粉
2018-09-18 尘，气体没有任何措施，严重的气味，无法开
窗，晾晒衣服

180918350521011093

大崇石材污水偷外排到对面大井，大井安全隐
患严重，危害到周边居民的生命和财产，请政
府部门重视落实
大水井位于大岞村
的道路边，是集体财产，对面大崇石材污水外
2018-09-18 排到大水井循环使用，年久失修造成大水井井
体下沉，污水泄漏到周边地下的生活用水，大
水井旁边多处塌陷等问题，有保护伞的企业，
曾多次举报企业只做骗面文章没解决，请相关
部门重视落实处理。

问题类型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晋江市

经查，被投诉对象系晋江市闽南水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二厂区，
位于龙湖镇晋南开发区，主要从事鱼粉、鱿鱼膏的生产。生产
工艺为：杂鱼下脚料→破碎→蒸煮→压榨→烘干→筛分→磨粉
→包装→成品。现主要设备有：螺旋输送机1台、压榨机1台等
。该项目于2012年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2012年
0102号）。晋江市闽南水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二车间鱼粉生产线
产生的气味主要来自于项目鱼粉蒸煮、烘干和杂鱼、鱿鱼下脚
料在高温蒸煮、烘干过程中产生的恶臭废气，经环保设施改造
后，配套建设一套“风冷+水暖+酸处理+碱处理+uv光解+水淋
处理+水淋处理”废气处理设施；2018年5月，该项目燃煤锅炉
已经拆除，改用天然气锅炉；同时，在车间鱼粉生产线密闭车
间建设引风机。2018年8月22日，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
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
。8月30日，执法人员回访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执法人
员依法查封其鱼膏生产线1条、鱼粉生产线2条。执法人员再次
回访检查时，该公司车间无组织废气已密封并建设完成引风设
备，燃煤锅炉已拆除，建设完成2台天然气锅炉，扩建环评正
在报批中。

惠安县

经调查，投诉者反映的小加工作坊为惠安县琼华粮食饲料经营
部的花生油加工场所，位于惠安县螺城镇瑞园路15-100号，于
2018年9月开始从事花生油加工业务。该加工场所内有1台剥壳
机、1台电炒锅、1台压油机，剥壳机配套一间粉尘收集间，生
产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噪声、气味。经营者表示，将停止生产，
今后不在该处从事花生油加工业务。

惠安县

经调查，投诉者反映的小加工作坊为惠安县琼华粮食饲料经营
部的花生油加工场所，位于惠安县螺城镇瑞园路15-100号，于
2018年9月开始从事花生油加工业务。该加工场所内有1台剥壳
机、1台电炒锅、1台压油机，剥壳机配套一间粉尘收集间，生
产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噪声、气味。经营者表示，将停止生产，
今后不在该处从事花生油加工业务。

惠安县

经核查，群众投诉的对象为惠安县大崇石材有限公司，该公司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于1998年经惠安县环保局审批通过（编
号：1998-185）。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部分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
员依法责令其在完善相关环保手续前，不
得擅自恢复生产。下一步，晋江市环保局
执法人员将继续进行跟踪检查，督促其按
要求完成整改。

部分属实

10月12日，惠安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回访检
查时，该加工场所已停止生产。下一步，
惠安县环保局将加强对该花生油加工场所
的日常巡查，努力维护周边群众的环境权
益。

部分属实

10月12日，惠安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回访检
查时，该加工场所已停止生产。下一步，
惠安县环保局将加强对该花生油加工场所
的日常巡查，努力维护周边群众的环境权
益。

部分属实

惠安县环保局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已拆除
原先厂区内生产废水排入该大井之间的管
道，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经沉淀池沉淀
净化后循环利用，无外排。该公司负责人
表示该大井将作为雨水收集池，用于日常
生产用水补给。至于投诉人反映的安全隐
患问题，建议向崇武镇政府或县安监部门
反映。

序号

89

90

受理编号

180918350582010737

180918350582010139

受理时间

2018-09-18

2018-09-18

举报基本情况

闽南水产开发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要求核实
处理。

闽南水产开发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要求核实
处理。

问题类型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晋江

经查，被投诉对象系晋江市闽南水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二厂区，
位于龙湖镇晋南开发区，主要从事鱼粉、鱿鱼膏的生产。生产
工艺为：杂鱼下脚料→破碎→蒸煮→压榨→烘干→筛分→磨粉
→包装→成品。现主要设备有：螺旋输送机1台、压榨机1台等
。该项目于2012年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2012年
0102号）。晋江市闽南水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二车间鱼粉生产线
产生的气味主要来自于项目鱼粉蒸煮、烘干和杂鱼、鱿鱼下脚
料在高温蒸煮、烘干过程中产生的恶臭废气，经环保设施改造
后，配套建设一套“风冷+水暖+酸处理+碱处理+uv光解+水淋
处理+水淋处理”废气处理设施；2018年5月，该项目燃煤锅炉
已经拆除，改用天然气锅炉；同时，在车间鱼粉生产线密闭车
间建设引风机。2018年8月22日，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
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
。8月30日，执法人员回访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执法人
员依法查封其鱼膏生产线1条、鱼粉生产线2条。执法人员再次
回访检查时，该公司车间无组织废气已密封并建设完成引风设
备，燃煤锅炉已拆除，建设完成2台天然气锅炉，扩建环评正
在报批中。

晋江

经查，被投诉对象系晋江市闽南水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二厂区，
位于龙湖镇晋南开发区，主要从事鱼粉、鱿鱼膏的生产。生产
工艺为：杂鱼下脚料→破碎→蒸煮→压榨→烘干→筛分→磨粉
→包装→成品。现主要设备有：螺旋输送机1台、压榨机1台等
。该项目于2012年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2012年
0102号）。晋江市闽南水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二车间鱼粉生产线
产生的气味主要来自于项目鱼粉蒸煮、烘干和杂鱼、鱿鱼下脚
料在高温蒸煮、烘干过程中产生的恶臭废气，经环保设施改造
后，配套建设一套“风冷+水暖+酸处理+碱处理+uv光解+水淋
处理+水淋处理”废气处理设施；2018年5月，该项目燃煤锅炉
已经拆除，改用天然气锅炉；同时，在车间鱼粉生产线密闭车
间建设引风机。2018年8月22日，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
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
。8月30日，执法人员回访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执法人
员依法查封其鱼膏生产线1条、鱼粉生产线2条。执法人员再次
回访检查时，该公司车间无组织废气已密封并建设完成引风设
备，燃煤锅炉已拆除，建设完成2台天然气锅炉，扩建环评正
在报批中。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部分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
员依法责令其在完善相关环保手续前，不
得擅自恢复生产。下一步，晋江市环保局
执法人员将继续进行跟踪检查，督促其按
要求完成整改。

部分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
员依法责令其在完善相关环保手续前，不
得擅自恢复生产。下一步，晋江市环保局
执法人员将继续进行跟踪检查，督促其按
要求完成整改。

序号

受理编号

受理时间

举报基本情况

问题类型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部分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
员依法责令其在完善相关环保手续前，不
得擅自恢复生产。下一步，晋江市环保局
执法人员将继续进行跟踪检查，督促其按
要求完成整改。

属实

投诉人反映的城乡生活污水设施（提升
泵）问题不属于环保部门职责范围，建议
向住建部门进行反映。

属实

鲤城区环保局作出如下处理意见：1、要求
这2家机械厂加强对中频炉设施废气的管
理，确保生产时废气处理设施正常运行。2
、鲤城区环保局委托有资质的检测公司对
这2家企业进行废气监测，7月26日晚，鲤
城区环保局委托福建省科瑞环境检测有限
公司对中骏四季康城2期12#楼顶（共
24楼）、鲤城区旭日升机械厂、鲤城区国
鑫机械配件厂3个点位进行废气采样检测，
检测结果为合格。3、6月22日，对鲤城区
旭日升机械厂喷漆工序进行查封；8月
9日，依法对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
金额为2.5082万元，并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4、要求泉州市国鑫机械配件厂（恒容冶
金机械配件）新增的2套中频炉自行拆除
（现已拆除）。5、因泉州市国鑫机械配件
厂（恒容冶金机械配件）地处南安和鲤城
交界处，厂房跨区域生产，9月4日，鲤城
区环保局上报泉州市环境监察支队协调开
展执法。6、9月14日，鲤城区环保局依法
对泉州市鲤城宏鑫金属表面加工有限公司
进行查封，并立案处罚。7、10月29日，对

91

180918350582010123

2018-09-18

闽南水产开发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要求核实
处理。

工业违法排污

晋江

经查，被投诉对象系晋江市闽南水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二厂区，
位于龙湖镇晋南开发区，主要从事鱼粉、鱿鱼膏的生产。生产
工艺为：杂鱼下脚料→破碎→蒸煮→压榨→烘干→筛分→磨粉
→包装→成品。现主要设备有：螺旋输送机1台、压榨机1台等
。该项目于2012年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2012年
0102号）。晋江市闽南水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二车间鱼粉生产线
产生的气味主要来自于项目鱼粉蒸煮、烘干和杂鱼、鱿鱼下脚
料在高温蒸煮、烘干过程中产生的恶臭废气，经环保设施改造
后，配套建设一套“风冷+水暖+酸处理+碱处理+uv光解+水淋
处理+水淋处理”废气处理设施；2018年5月，该项目燃煤锅炉
已经拆除，改用天然气锅炉；同时，在车间鱼粉生产线密闭车
间建设引风机。2018年8月22日，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
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
。8月30日，执法人员回访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执法人
员依法查封其鱼膏生产线1条、鱼粉生产线2条。执法人员再次
回访检查时，该公司车间无组织废气已密封并建设完成引风设
备，燃煤锅炉已拆除，建设完成2台天然气锅炉，扩建环评正
在报批中。

92

180917350525012344

2018-09-17

恶臭气味已经持续数月，既然已查明原因，恶
臭气味还在继续，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其他

永春县

投诉人反映的城乡生活污水设施（提升泵）问题不属于环保部
门职责范围，建议向住建部门进行反映。

93

180917350583011904

2018-09-17 四季康城二期后山五七农场，夜间气味扰民。

工业违法排污

鲤城区

7月5日晚，鲤城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在四季康城物业管理处与业
主召开协调会，当晚协同业主到五七农场现场查看生产企业，
业主现场指认2家企业，分别为鲤城区旭日升机械厂、泉州市
国鑫机械配件厂（恒容冶金机械配件），这2家厂均被鲤城区
环保局立案调查。9月12日，鲤城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对五七农
场加大巡查力度，发现泉州市鲤城宏鑫金属表面加工有限公司
设施不正常运行。10月29日，执法人员对五七农场进行排查，
发现一家刘淑厦塑料颗粒厂，主要从事塑料原米生产，未配套
废气处理设施，产生异味重。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序号

94

95

96

97

98

受理编号

180917350582010939

180917350582010362

180917350582010315

180916350583011275

180916350583010702

受理时间

2018-09-17

举报基本情况

闽南水产开发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要求核实
处理。

2018-09-17 盈邦公司污染环境，要求核实处理。

2018-09-17 盈邦公司污染环境，要求核实处理。

2018-09-16

晋江凯达石材机械有限公司，噪音、臭气污
染，要求核实处理。

2018-09-16 王东明石材厂依然在生产，噪声扰民。

问题类型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散乱污小作坊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晋江

经查，被投诉对象系晋江市闽南水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二厂区，
位于龙湖镇晋南开发区，主要从事鱼粉、鱿鱼膏的生产。生产
工艺为：杂鱼下脚料→破碎→蒸煮→压榨→烘干→筛分→磨粉
→包装→成品。现主要设备有：螺旋输送机1台、压榨机1台等
。该项目于2012年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2012年
0102号）。晋江市闽南水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二车间鱼粉生产线
产生的气味主要来自于项目鱼粉蒸煮、烘干和杂鱼、鱿鱼下脚
料在高温蒸煮、烘干过程中产生的恶臭废气，经环保设施改造
后，配套建设一套“风冷+水暖+酸处理+碱处理+uv光解+水淋
处理+水淋处理”废气处理设施；2018年5月，该项目燃煤锅炉
已经拆除，改用天然气锅炉；同时，在车间鱼粉生产线密闭车
间建设引风机。2018年8月22日，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
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
。8月30日，执法人员回访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执法人
员依法查封其鱼膏生产线1条、鱼粉生产线2条。执法人员再次
回访检查时，该公司车间无组织废气已密封并建设完成引风设
备，燃煤锅炉已拆除，建设完成2台天然气锅炉，扩建环评正
在报批中。

部分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
员依法责令其在完善相关环保手续前，不
得擅自恢复生产。下一步，晋江市环保局
执法人员将继续进行跟踪检查，督促其按
要求完成整改。

晋江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盈邦公司位于晋江市西滨镇，主要从事拖
鞋加工生产。该项目主要生产设备：制鞋生产流水线3条、包
装流水线2条，生产废气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该公司已参
照自主验收报告完成报备。2018年9月20日，晋江市环保局执
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该项目正在生产，废气污染
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不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市环保局要求该
公司加强生产车间现场管理，确保各项污
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晋江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盈邦公司位于晋江市西滨镇，主要从事拖
鞋加工生产。该项目主要生产设备：制鞋生产流水线3条、包
装流水线2条，生产废气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该公司已参
照自主验收报告完成报备。2018年9月20日，晋江市环保局执
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该项目正在生产，废气污染
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不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市环保局要求该
公司加强生产车间现场管理，确保各项污
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晋江

2018年10月15日，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对安海镇安平开发区
17区进行排查。经查，凯达石材机械有限公司已搬迁至南安市
水头镇，该公司旧厂区现租赁给黄国家机械加工厂，该加工厂
主要从事机械配件生产加工，未办理环保相关手续。执法人员
检查时，该加工厂正在生产。

部分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执法人员开具限期整
改通知书，责令该加工厂：立即停止生
产，不得擅自恢复生产。下一步，晋江市
环保局将加强回访检查力度，督促该加工
厂落实晋江市环保局停产要求。

南安市

经排查，投诉者反映的项目为王东明石材厂，位于霞美镇长福
村200号，主要从事石材加工生产，未办理相关环保手续。
2018年9月29日现场检查时，该石材厂未在生产；主要生产设
备：大切机1台、手扶磨机1台、小手磨机3台，生产工艺：荒
料石→切割→磨边→成品。该石材厂生产废水经沉淀池循环利
用，未见外排；生产过程产生的粉尘及噪声对周边环境产生一
定的影响。

部分属实

南安市环保局责令该石材厂不得擅自恢复
生产。

序号

99

100

受理编号

受理时间

举报基本情况

180916350583010941

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康美镇梅元村湖仔5.号房
前面，以8次投诉环保局说来封了机器，但是你
2018-09-16
可以早上8点过来看看有没有停，吵的没办法生
活

180923350583010475

南安市美林镇溪一村坊堤路附近。因为这个污
染源是家庭作坊的。而且是在密集的村民居住
房。根本没有对污染的工业废气处理。使得附
近的空气是恶臭连天。长时间在此环境生活的
2018-09-23
话一定会对身体造成伤害。而且我对这家家庭
作坊的小工厂产生的怀疑。他们是在到底生产
什么东西。可以搞的附近这么恶臭。希望环保
部门尽快处理。谢谢。

问题类型

散乱污小作坊

散乱污小作坊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南安市

经排查被投诉项目为苏启人鞋模加工厂，位于康美镇梅元村湖
仔16号旁，2015年建成投产，主要从事鞋模加工生产，未办理
环评审批手续。2018年9月18日现场检查时，该加工厂未在生
产，现场员工3人，主要生产设备：车模机2台、破碎机1台、
注塑机1台等；主要生产工艺：废鞋模→破碎→注塑→车模修
边→成品。该加工厂未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且离周边居民较
近，破碎机噪声及注塑时产生的废气可能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部分属实

南安市环保局执法人员责令该加工厂不得
擅自恢复生产。

南安市

南安市环保局执法人员于2018年10月17日组织对群众反映的事
项进行现场检查，执法人员根据投诉人描述，找到美林街道溪
一村防堤路进行排查。由于投诉人的描述和照片不够详细，且
现场地形路线复杂，执法人员无法找到被投诉企业。执法人员
当场多次联系投诉人，电话均未接听，无法获得更多信息。

不属实

南安市环保局将继续跟踪该事项，并加强
巡查，如发现被投诉企业，再做进一步处
理。

不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市环保局要求该
公司加强生产车间现场管理，确保各项污
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101

180916350582010535

2018-09-16 盈邦公司污染环境，要求核实处理。

工业违法排污

晋江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盈邦公司位于晋江市西滨镇，主要从事拖
鞋加工生产。该项目主要生产设备：制鞋生产流水线3条、包
装流水线2条，生产废气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该公司已参
照自主验收报告完成报备。2018年9月20日，晋江市环保局执
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该项目正在生产，废气污染
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102

180916350502010515

2018-09-16 鲤城区南环路名匠汽车，废气扰民。

工业违法排污

鲤城区

被投诉对象为刘宁汽车维修店，主要从事汽车维修服务。10月
10日，鲤城区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有车内装饰刷胶工序
产生刺鼻气味。

属实

鲤城区环保局责令当事人不得在现场从事
刷胶工序。

晋江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盈邦公司位于晋江市西滨镇，主要从事拖
鞋加工生产。该项目主要生产设备：制鞋生产流水线3条、包
装流水线2条，生产废气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该公司已参
照自主验收报告完成报备。2018年9月20日，晋江市环保局执
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该项目正在生产，废气污染
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不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市环保局要求该
公司加强生产车间现场管理，确保各项污
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晋江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盈邦公司位于晋江市西滨镇，主要从事拖
鞋加工生产。该项目主要生产设备：制鞋生产流水线3条、包
装流水线2条，生产废气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该公司已参
照自主验收报告完成报备。2018年9月20日，晋江市环保局执
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该项目正在生产，废气污染
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不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市环保局要求该
公司加强生产车间现场管理，确保各项污
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103

104

180916350582010372

180916350582010360

2018-09-16 盈邦公司污染环境，要求核实处理。

2018-09-16 盈邦公司污染环境，要求核实处理。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序号

105

106

107

108

109

受理编号

180923350583010708

180930350583011087

180915350582011351

受理时间

举报基本情况

一个无名的小石材加工厂，南安市康美镇福铁
村，严重扰民，家里有小朋友下午午休时间根
2018-09-23
本没办法好好休息，早上七点左右就开始到下
午六七点还在做工，噪音高达120分贝以上

2018-09-30

洪濑镇跃进村王文德养猪场、都心村王家南养
猪场、矿田养猪场污染环境。

2018-09-15 盈邦公司污染环境，要求核实处理。

180915350582011074

2018-09-15 盈邦公司污染环境，要求核实处理。

180914350502012421

11点钟开始经常会有DJ音乐的声音，感觉窗户
2018-09-14
都会震动，到凌晨两点的时候还在响。

问题类型

散乱污小作坊

畜禽养殖污染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娱乐和商业噪声污
染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南安市

南安市环保局执法人员于2018年10月18日组织对群众反映的事
项进行现场检查，执法人员根据投诉人的举报内容描述，找到
康美镇福铁村进行排查。由于投诉人描述的地址不够详细，无
法找到被投诉的石材厂。执法人员多次电话联系投诉人，均无
人接听，执法人员无法获得更多信息。

不属实

南安市环保局将继续跟踪该项目，如发现
被投诉企业，再做进一步处理。

南安市

南安市环保局执法人员于2018年10月19日进行现场调查，投诉
人反映的分别为：南安市都德家庭农场、王家南养殖户和南安
市众殖休闲农业有限公司。（一）南安市都德家庭农场位于洪
濑镇跃进村永圭18号，猪舍8幢，环境影响登记表2017年5月31
日通过备案（备案号：201735058300000137）。现场检查时，
现存栏约700头，建有污水处理设施1套，设施正常运行，养殖
废水经过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现场未发现废水直接外排
。（二）王家南养殖户位于南安市洪濑镇都心村土地宫山，猪
舍1幢。现场检查时，该养殖户现存栏18头。该养殖户配套建
设简易污水处理设施一套，现场未见废水直排。（三）南安市
众殖休闲农业有限公司位于洪濑镇都心村葵山，猪舍10幢，环
境影响登记表2017年11月27日通过备案（备案号：
201735058300000389）。现场检查时，现存栏约1000头，其中
母猪150头、中猪450头、保育400头。该公司建有污水处理设
施1套，设施正常运行，养殖废水经过固液分离后进入一体化
污水处理设施处理，现场未发现废水直接外排。

不属实

1.南安市环保局当场责令南安市都德家庭
农场、南安市众殖休闲农业有限公司加强
管理，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2.王家南养殖户是规模下养殖，属于农村
散养户，建议投诉人向当地乡镇政府反映
。

晋江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盈邦公司位于晋江市西滨镇，主要从事拖
鞋加工生产。该项目主要生产设备：制鞋生产流水线3条、包
装流水线2条，生产废气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该公司已参
照自主验收报告完成报备。2018年9月20日，晋江市环保局执
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该项目正在生产，废气污染
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不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市环保局要求该
公司加强生产车间现场管理，确保各项污
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晋江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盈邦公司位于晋江市西滨镇，主要从事拖
鞋加工生产。该项目主要生产设备：制鞋生产流水线3条、包
装流水线2条，生产废气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该公司已参
照自主验收报告完成报备。2018年9月20日，晋江市环保局执
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该项目正在生产，废气污染
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不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市环保局要求该
公司加强生产车间现场管理，确保各项污
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丰泽区

2018年10月16日，丰泽区环保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调查，在投
诉人反映的位置附近未发现娱乐场所，经向社区人员了解，附
近未有可疑噪声源。

不属实

下一步，丰泽区环保局将加强日常巡查，
如有发现娱乐场所音响设备噪音扰民现
象，将及时依法依规处理。

序号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受理编号

180914350582012300

180914350582012297

180914350582011963

受理时间

举报基本情况

2018-09-14 盈邦公司污染环境，要求核实处理。

2018-09-14 盈邦公司污染环境，要求核实处理。

2018-09-14 盈邦公司污染环境，要求核实处理。

180914350502011089

2018-09-14 泉州龙宫小菜巷A幢英朗烧烤店，油烟扰民。

180914350521010754

地址在惠安县东岭镇北铺幼儿园旁.在幼儿园旁
2018-09-14 做喷漆生意，那个喷漆味臭的要死，旁边是幼
儿园这漆味影响孩子们的健康

180914350521010728

180914350502010571

2018-09-14

那边有一家石材厂还在偷偷的做厂名:前进石材
厂

2018-09-14 浮桥福隆星城8栋A梯202室，夜间噪声扰民。

问题类型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餐饮油烟扰民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其他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晋江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盈邦公司位于晋江市西滨镇，主要从事拖
鞋加工生产。该项目主要生产设备：制鞋生产流水线3条、包
装流水线2条，生产废气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该公司已参
照自主验收报告完成报备。2018年9月20日，晋江市环保局执
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该项目正在生产，废气污染
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不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市环保局要求该
公司加强生产车间现场管理，确保各项污
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晋江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盈邦公司位于晋江市西滨镇，主要从事拖
鞋加工生产。该项目主要生产设备：制鞋生产流水线3条、包
装流水线2条，生产废气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该公司已参
照自主验收报告完成报备。2018年9月20日，晋江市环保局执
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该项目正在生产，废气污染
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不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市环保局要求该
公司加强生产车间现场管理，确保各项污
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晋江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盈邦公司位于晋江市西滨镇，主要从事拖
鞋加工生产。该项目主要生产设备：制鞋生产流水线3条、包
装流水线2条，生产废气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该公司已参
照自主验收报告完成报备。2018年9月20日，晋江市环保局执
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该项目正在生产，废气污染
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不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市环保局要求该
公司加强生产车间现场管理，确保各项污
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鲤城区

被投诉对象为鲤城区英朗烧烤店，主要从事烧烤煎炒服务。10
月16日晚，鲤城区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餐饮店已配
套油烟净化设施，因餐饮店所处位置条件限制，无法做到高空
排放。

属实

鲤城区环保局要求该店对油烟排放口进行
优化改造。

惠安县

根据群众投诉，惠安县环保局组织执法人员于2018年9月20日
进行现场检查。经查，被投诉对象为惠安县利鑫汽车美容服务
中心，该美容服务中心主要从事汽车美容及汽车喷漆装潢服
务，设有一间约28m2喷漆房，喷漆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经石棉吸
附简易处理后通过管道排至西面道路。

部分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惠安县环保局责令其
立即停止喷漆作业，配套建设废气治理设
施后方可进行喷漆作业。目前，该中心已
配套废气治理设施。

惠安县

根据群众投诉，惠安县环保局执法人员进行调查，被投诉企业
为前进石材有限公司，位于惠安县黄塘镇埔兜村。

部分属实

鲤城区

9月27日，鲤城区环保局执法人员赴现场调查核实，经查福隆
星城8栋A梯202室为住宅，非经营性场所，投诉者反映的声音
系该住户敲击乐器的声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
治法》第58条规定，建议向公安机关反映。

属实

惠安县环保局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未在生
产，现场未发现生产痕迹。经查，该石材
加工厂已被列入惠安县首批关闭取缔类的
石材石雕企业，由黄塘镇政府根据《惠安
县首批关闭取缔石雕企业关闭退出工作方
案》，按时做好该加工厂的关闭退出工作
该事项不属于环保部门职责范围，建议向
公安机关反映。

序号

受理编号

受理时间

举报基本情况

117

180913350521012507

尊敬的领导及有关人士你们好，我以多次举报
及上报村领导镇领导，关于张美兰多年饲养鸡
鸭，严重影响我的生活环境，都不能得到处
2018-09-13
理，而且越来越严重，如果真的没办法处理的
话，我只能极端处理，希望有关领导给予老百
姓一个说法，谢谢

118

180913350503011035

2018-09-13 丰泽区普泽路339号鸿捷五金厂废水直排。

119

120

121

122

180912350503012561

180911350582010320

180909350521010350

180909350503010339

2018-09-12 华大街绿创山语城，半夜经常性地闻到恶臭。

2018-09-11 糖糖娱乐厅噪声扰民，要求核实处理。

2018-09-09

泉州台商投资区张坂镇门头村锦星石雕旁边的
无证石材厂还在继续生产中

2018-09-09 位于玉井村普井路9号，工厂废气扰民。

问题类型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部分属实

该事项不属于环保部门职责范围，根据《
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闽
委发〔2017〕10号）的相关规定，惠安县
环保局已将相关情况函告东岭镇政府。

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的情况，丰泽区环保局执法
人员依法对该厂实施查封。

不属实

下一步，将充分发挥街道、社区三、四级
环保网格监管作用，加强对周边日常巡
查，如有发现企业违法排污，将依法依规
予以严厉查处。

部分属实

根据检查情况，执法人员责令池店镇糖糖
娱乐厅加强日常设备维护管理，确保噪声
达标排放，在原有环保设施基础上，针对
噪声问题进一步整改，减少噪声对外环境
的影响。

不属实

泉州台商投资区环境与国土资源局将持续
加强对该厂的回访检查，防治其擅自恢复
生产。

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丰泽区环保局执法人
员依法责令该厂立即停止建设，如发现其
擅自恢复生产，将依法依规予以严厉查处
。

畜禽养殖污染

惠安县

经查，张美兰饲养户为农村家禽散养户，鸡鸭饲养数量未达到
畜禽规模养殖，不属于环保部门职责范围，根据《福建省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闽委发〔2017〕10号）的相关规
定，惠安县环保局已将相关情况函告东岭镇政府。

工业违法排污

丰泽区

2018年10月9日，丰泽区环保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调查，被投
诉对象为“陈昌锦铁件加工厂”，位于丰泽区普泽路339号。
现场检查时，该厂生产废水未经处理直接外排。

丰泽区

2018年10月8日夜间，丰泽区环保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时，投诉人反映的味道由群生水库方向飘来，执法人员立即开
展排查，附近（丰泽辖区内）有两家单位，一处为水库管理处
办公用房，一处为源泰驾校办公用房，未发现工业企业，现场
检查时，两家单位均未发现恶臭异味和违规排污现象。

晋江

经查，被投诉对象系晋江市池店镇糖糖娱乐厅，位于池店镇唐
厝村169号，主要从事音乐歌唱娱乐经营。主要生产设备音箱2
个、点歌设备1套。该项目已自行在网上办理备案环保手续。
2018年5月9日夜间11点，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联合晋江市环
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对该项目进行现场检查及噪音监测。检查
时，该项目正在经营，由于项目周边餐饮社会噪声、交通噪声
等影响，监测站人员表示周边噪声背景值较高，监测数据无法
判断噪声真实来源，无法作为监测依据。2018年9月20日，执
法人员现场检查时，项目正在经营，已安装设置隔音设施。因
该会所为户外、室内简单一体式音乐厅，受项目周边餐饮噪声
、交通噪声等影响，无法判断噪声来源。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工厂违法排污

2018年9月20日，泉州台商投资区环境与国土资源局进行现场
检查。泉州台商投资区达鑫石材厂位于泉州台商投资区张坂镇
门头村通港路旁，主要从事石材工艺品制造。生产工艺流程：
泉州台商
栏杆半成品-雕刻成品。现场检查时，该厂未在生产，生产设
投资区
施已全部拆除；该厂生产用电已被泉州台商投资区张坂镇政府
切断。

丰泽区

2018年9月30日，丰泽区环保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被投
诉对象为“卢国寿树脂加工厂”。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厂
未能提供环评审批手续。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序号

123

124

125

受理编号

180908350582011130

受理时间

2018-09-08

举报基本情况

问题类型

晋江市龙湖镇烧灰村，隆英造纸厂大气污染，
要求核实处理。

磁灶镇大坪工业区万通集团
人头疼

天天烧的冒烟让

180908350582010718

2018-09-08

180908350582010164

晋江乌欢鞋材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要求核实
2018-09-08
处理。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晋江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晋江市隆英再生造纸有限公司，位于龙湖
镇烧灰村，主要从事再生纸的加工生产。现主要生产设备有：
3800型造纸机1台、2640型造纸机1台、D型水力碎浆机4台、低
浓除砂机4台、单式纤维分离机3台、斜筛6台、双盘磨浆机3台
、15吨/小时循环流化床锅炉1台（在用）、15吨/小时链条锅
炉1台（备用）等。生产工艺为（1）强瓦楞纸：废纸→人工分
拣→水力碎浆→制浆→浆料净化→抄纸上网→脱水成型→压榨
脱水→施胶→烘干成型→卷曲→切边复卷→成品；（2）涂布
白板纸：废纸→人工分拣→水力碎浆→制浆→浆料净化→抄纸
→脱水→一次烘干→一次压光→涂布→二次烘干与二次压光→
成品。该公司的环境影响评价文号为泉环监函【2011】书
21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文号为泉环验（2012）
27号，排污许可证编号为350582-2016-000065。该公司在用的
燃煤锅炉是SHXF15-1.25-AI型的循环流化床锅炉，锅炉废气经
过静电除尘器和双碱法脱硫塔处理后由一根高为45米的烟囱排
放。生产废水采用“溶气气浮+一体化净化设备+水解酸化+接
触氧化”处理工艺，污水设施设计处理能力6000t/d，处理达
标后的废水大部分回用，2016年9月完成造纸行业深度治理验
收，回用率达到98.8%，其余废水经法定排污口排放。2018年9
月14日，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时，该项目正在
生产，污染防治设施正在运行。2018年6月晋江市环保局已针
对隆英的车间废气处理提出整改意见，该公司已于2018年9月
初步完成整改。晋江市环保局于2018年8月委托福建省本讯环
境监测有限公司对该公司车间有组织、无组织、锅炉废气进行
采样监测，监测结果符合国家排放标准。

晋江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万通集团，位于磁灶镇大坪工业区，主要
从事氧化铝加工，现有主要生产设备：电加热炉1座等，未办
理环保相关手续。2018年9月12日，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现
场检查时，该项目正在生产，执法人员当场制止其违法生产行
为。

晋江

2018年9月20日，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与举报人联系，其表
示该项目近期未在生产，暂时息诉，如发现其有继续生产的行
为，再向晋江市环保局投诉。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不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
员要求该公司继续加强日常管理，确保污
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
放。后续，晋江市环保局将继续加强执法
检查力度。

部分属实

根据检查情况，执法人员现场开具《限期
整改通知书》，责令万通集团立即停止生
产。 9月14日，执法人员对该项目回访检
查时，现场未在生产，部分生产设备已拆
除。后续，晋江市环保局将继续加大巡查
力度，一旦发现违法生产行为，将立即依
法查处。

不属实

2018年9月20日，晋江市环保局执法人员与
举报人联系，其表示该项目近期未在生
产，暂时息诉，如发现其有继续生产的行
为，再向晋江市环保局投诉。

序号

126

127

受理编号

181011350000021481

181011350000021310

受理时间

举报基本情况

投诉人称东店村一号片区就这一座铁塔，该铁
塔距离投诉人住处约十几米，电磁辐射影响投
诉人及家人的健康，希望相关部门派专业人员
2018-10-11
前来检测该址是否符合建设铁塔。投诉人称若
找不到地址，可与其或其父亲（李水龙：
15880870997）联系。

投诉人称该厂位于金山街12号楼118、218店，
2018-10-11 加工时机械设备噪声扰民，污染环境，影响周
边居民的正常的生活。

问题类型

其他

工业违法排污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石狮市

被投诉对象为鸿山热电厂二期~晋江500kV送出工程的6#塔，位
于鸿山镇伍堡村与锦尚镇东店村交界处。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于2015年3月经原福建省环保厅审批同意建设，批复要求落
实电磁环境的控制措施，线路经过居民区时，须按报告书要求
提高导线对地距离，确保线路两侧周边居民区的工频电场强度
、工频磁场强度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中公众曝露控制限值的要求，即工频电场强度小于4KV/m、工
频磁场强度小于100μT。关于防护距离，经现场核实，鸿山热
电厂二期~晋江500kV送出工程6#塔北面为空杂地，南面临东店
村一片区村民住宅区，该段输电线路未跨越居民区，与村民住
宅建筑物的距离满足《110kV~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
（GB50545-2010）的相关要求（即在最大计算弧垂情况下，
500kV导线与建筑物之间的最小垂直距离不小于9.0米；在最大
计算风偏情况下，边导线与建筑物之间的最小净空距离不小于
8.5米；在无风情况下，边导线与建筑物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小
于5.0米）关于电磁辐射。石狮市生态环保局曾于2015年8月14
日委托资质监测单位对鸿山热电厂二期~晋江500kV送出工程在
锦尚镇内的部分临近民宅点位进行电场、磁场强度监测，结果
显示距输电线路地面投影最近之一的民宅（东店村一区47号）
外的电场强度为1.43 kV/m，磁感应强度为2.16μT，未超过《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的要求。2016年，鸿山热电厂二期~晋江500kV送出工程的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调查中，监测结果显示变电站及线路周边环境敏
感目标的电场强度、磁感应强度监测值均达标，原福建省环保
厅以“闽环辐射[2016]13号”文同意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综上，上述500kV送出工程在日常运行中，周边工频电场强度
、工频磁感应强度符合均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中的公众
曝露控制限值规定。

不属实

执法人员已将上述信息告知投诉人。

泉港区

经核实，举报人反映的某毛衣加工厂名为泉港玉生针织品
加工厂，位于泉港区山腰街道金山街店面12#楼店面，从事针
织品加工。该店面分为上下2层，一层用于仓储原料，二层用
于毛衣针织作业，现场有小型针织机共计16台。该加工厂于
2017年10月19日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备案号：
2017350500000096）。
9月17日，泉港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对该加工厂进行现场检
查。现场检查时，该加工厂正在从事毛衣针织作业，该加工厂
门口、一层及周边区域等受该加工厂生产设备产生噪声影响。
该工厂二层区域大多为实心墙体，仅部分墙体留有窗户，用于
通风使用。经调查，该加工厂仅在白天进行生产作业，午间及
夜晚休息时间并不从事生产作业。

不属实

执法人员要求业主科学合理安排生产时
间，与周边居民休息时间错开，避免噪声
影响周边居民。下一步，泉港区环保局将
加强对泉港玉生针织品加工厂的环境监管
力度，保障周边群众的合法环境权益。

序号

128

129

130

131

132

受理编号

受理时间

举报基本情况

投诉人称一到晚上臭气很严重，严重影响周围
居民正常生活。

181009350000022075

2018-10-05

180927350000021992

投诉人称该石子加工点老板姓刘，位于福建建
桥建材有限公司和共辉石材中间，破碎石头过
2018-09-27
程中产生噪声和粉尘污染环境，影响附近居民
正常生活。

180926350000022475

投诉人称该厂牌照为兴南生态农场，实际上是
石子加工厂，每天夜间生产加工过程中噪声扰
2018-09-26
民，车辆运输过程中粉尘污染严重，导致村民
农田无法正常耕种。

180925350000021147

投诉人称该厂抛光、喷漆时产生粉尘，生产的
2018-09-25
难闻浑浊废水排到地下管道，污染环境。

180925350000020453

投诉人称该加工厂喷漆时产生难闻的气味及粉
2018-09-25
尘，污染环境。

问题类型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泉港区

经与举报人联系，举报人反映臭气位置位于泉港区后田村
区域，该区域靠近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泉港区环保局
于10月5日晚间也曾接到相似投诉。泉港区环保局立即组织执
法人员赶赴现场，对该区域周边进行详细排查，发现臭气源为
泉州市福源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10月5日晚间，泉港区环保局对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进行检查。现场检查时，未发现排放黑烟及散发异味情况，
执法人员调阅相关在线数据及近期的生产状况记录，未发现生
产异常情况。调阅该公司9月初至10月5日期间的烟气在线监测
监控系统数据，未发现数据异常情况，各项数据均符合相关标
准。随后，执法人员根据当晚主导风向，对周边区域进行进一
步排查，发现散发异味源头为泉州市福源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该公司主要从事泡沫塑料的生产及加工。检查时，该公司成型
炉首端炉门未完全密闭、水膜除尘器出现堵塞，导致存在一定
的异味。

福建建桥建材有限公司位于泉州台商区张坂镇通港路，主要从
事商品混凝土。2018年10月22日，泉州台商投资区环境与国土
泉州台商 资源局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未在生产，建桥建材有限公司已按
投资区 绿色搅拌站要求进行全封闭式改造。沙子堆放场采取半封闭式
措施。该公司破碎机已于2018年6月停产至今。

洛江区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泉州市洛江区河市兴郎生态农场，位于洛
江区河市镇白洋村土岭组土岭坑，主要从事废弃矿山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单位正在进行废弃矿山生态环
境综合治理。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政府根据《矿山生态环境保护
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责令原矿山业主三和兴建材发展有限公
司继续进行矿山生态恢复治理，由于该公司已注销，治理责任
单位变更为原股东郑郎所成立的泉州市兴郎生态农场。泉州市
洛江区河市兴郎生态农场利用原矿山生产设备基础在矿区
“96”平台组装简易机台破碎废弃石块；该场利用喷淋车降低
施工及运输中产生的粉。矿区周围均是山地和未耕作农田，无
居民，距离矿区最近的村庄河市镇市田村位于矿区东北约1公
里处，白洋村位于矿区西南约1公里处。

丰泽区

2018年10月18日，丰泽区环保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被投
诉对象为“福建泉州振跃工艺品有限公司”，位于丰泽区北峰
工业区丰盈路20号三楼，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

丰泽区

2018年10月15日，丰泽区环保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被投
诉对象为“上官城钢”，位于丰泽区北峰工业区丰顺路2号三
楼，主要从事铁件加工，该厂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

是否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执法人员现场责令泉州市福源保温材
料有限公司对出现的设备损坏情况加以检
修，按要求进行规范生产，并加强对厂区
各项污染防治设施的运维、检修频次，确
保厂区各项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10月10日上午，泉港区环保局执法人
员对该公司进行跟踪、回访。现场检查
时，该公司正在生产，其成型炉首端炉门
已做好密闭工作，水膜除尘器已完成清灰
及更换排水管工作，厂区四周未闻到异味
。

不属实

泉州台商投资区环境与国土资源局将加强
对福建建桥建材有限公司的监督检查力度
。

不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
员责令该公司加强除尘措施，防止粉尘扰
民。

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丰泽区环保局执法人
员依法责令该厂立即停止建设，如发现其
擅自恢复生产，将依法依规予以严厉查处
。

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丰泽区环保局执法人
员依法责令该厂立即停止建设，如发现其
擅自恢复生产，将依法依规予以严厉查处
。

序号

133

134

135

136

137

受理编号

180920350000021967

180920350000021901

180919350000021762

180920350583010947

180911350000021918

受理时间

2018-09-19

2018-09-19

举报基本情况

投诉人称该焚烧场夜间生产时不定时排放恶臭
气味，污染环境。

投诉人称该填埋场夜间生产时不定时排放恶臭
气味，污染环境。

投诉人称该公司每天24小时生产时产生大量粉
2018-09-19 尘，夜间生产时噪声扰民，污染环境，影响投
诉人的正常生活。

泉州香江纸业石井厂区，位于201省道菊江村铭
翔电动车行路口进去150米处，近段时间夜间都
进行工业未处理废气排放，气味刺激难闻，闻
2018-09-20
后会出现恶心想呕吐的症状！该问题之前也举
报过，一直无法得到很好的处理。夜间光线问
题，无法进行拍照取证。

2018-09-11

该举报人反映豪丰餐馆和对面所属的临时搭建
的铁皮房产生油烟污染、噪声扰民问题。

问题类型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工业违法排污

餐饮油烟扰民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洛江区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单位为泉州市医疗废物处置中心，该单
位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双阳街道室仔前，主要从事医疗废
物焚烧处理。 因群众投诉双阳街道室仔前夜间有偶发性恶
臭，洛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多次前往现场检查，该单位使用应
急炉焚烧医疗垃圾，已报市环保局同意（泉环评函〔2016〕64
号），每天燃烧医疗垃圾约12吨。该单位现行热解处置设施采
用国内主流处置技术，焚烧烟气采用高温焚化→热交换→急冷
中和→脱水脱酸→活性炭、消石灰喷入→滤袋除尘的处理工艺
现场检查时废气处理设施正在运行，未发现明显恶臭。

不属实

针对群众投诉，洛江区环保局于2018年10
月8日夜间前往该单位进行厂界空气质量监
测,监测结果达标。

洛江区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室仔前生活垃圾填埋场，位于洛江区双阳
街道室仔山上，隶属泉州市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环境卫生管理
处。今年以来，洛江区环保局多次组织执法人员对该场进行现
场检查，针对群众持续投诉室仔前垃圾填埋场的情况，洛江区
环保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于2018年10月7日夜间对室仔前垃
圾填埋场周边空气进行检测，检测报告显示该场下风向1#、2#
、3#点位臭气浓度超过《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中二级新扩改建标准值。

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洛江区环保局责令该
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拟对其立案查处。

部分属实

泉州台商投资区环境与国土资源局已约谈
该企业业主，责令该企业错时生产，降低
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不属实

南安市环保局执法人员责令该公司加强日
常管理，确保各项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
行，提高运行率。

不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的情况，丰泽区环保局执法
人员责令丰泽区豪丰餐馆做好风机的隔音
降噪设施，合理设置风机位置，定期清理
维护油烟净化设施，控制营业时间，避免
扰民。下一步，丰泽区环保局将对其加强
跟踪督查工作。

中泰（福建）混凝土发展有限公司位于泉州台商投资区洛阳镇
陈坝村，主要从事预拌混凝土和水泥空心砖制造。2018年10月
10日泉州台商投资区环境与国土资源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
泉州台商
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石子堆放场地有采取半封
投资区
闭措施，破碎机在加工生产过程中产生噪音未采取隔音降噪措
施。

南安市

泉州香江纸业有限公司位于石井镇菊江村，主要从事再生纸加
工生产（年产2.5万吨再生纸）。2001年建设，2002年投入生
产。该公司环境影响报告书2001年12月12日通过泉州市环境保
局批复（泉环保[2001]监63号），2004年12月14日通过泉州市
环保局竣工环保验收（泉环验[2004]81号）。该公司年产12万
吨高强瓦楞纸技改扩建项目2014年1月15日通过泉州市环保局
审批（泉环评函[2014]书监3号），该公司技改扩建项目已验
收备案。2018年10月8日晚上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处于停产状
态。该公司有2条造纸生产线，主要生产工艺：废纸→分拣去
渣→水力碎浆→纤维分离→斜筛浓缩→浆池→磨浆→调浆→低
浓除砂→压力上网→叠网成型→真空脱水→压榨→烘干→切边
。该公司配套有生产废水处理设施一套，生产废水经排水管网
收集后送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处理后的生产废水大部分由水泵
抽回造纸车间进行回用，其余生产废水通过法定排污口达标排
放，排污口已安装在线监控设施。该公司锅炉建有布袋除尘水
设施一套，锅炉废气经布袋除尘后排放。

丰泽区

2018年10月8日，丰泽区环保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举报
人反映的豪丰餐馆工商营业执照为“丰泽区豪丰餐馆”，主要
从事餐饮服务。经查，该店已配套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主要声
源为风机运行声音。对面铁皮房属于违章搭盖，建议向城市管
理执法部门反映。

序号

138

139

受理编号

180907350000021888

180927350583011466

受理时间

举报基本情况

投诉人再次反映该公司拉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振动扰民，并没有做减震措施，投诉人要求拉
2018-09-06 锯搬到更远的位置；噪声很大；粉尘压榨后没
有回收利用，废渣乱倒，不知倒在哪里，几天
运出去一次，污染环境。

南安市溪美街道锦绣街18-20号店面经营餐饮
2018-09-27 未安装抽油烟设备 煤炉随便摆放 至始周边空
气弥漫着恶臭味跟煤气味

问题类型

工业违法排污

餐饮油烟扰民

地区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南安市

三藏建材有限公司，位于官桥镇前梧村，主要从事石板材加工
生产，2012年建成并投入生产，该公司项目环评2012年7月26
日通过审批（南环[2012]361号），2014年1月18日通过环保“
三同时”竣工验收（南环验[2014]15号）。2018年9月26日现
场检查时，该公司处于生产状态，该公司主要生产设备有：拉
锯3台、自动刷胶生产线1条、自动磨机1台、红外线切边机6台
等；现有主要生产工艺：荒料→切割→刷胶→烘干→磨光→切
边→产品。 该公司配套建设沉淀池8格（约500m3）及污水罐3
个（约700m3），生产废水经沉淀池及污水罐处理后回用于生
产；产生粉尘的设备配套喷淋装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经
喷淋降尘处理后排入沉淀池处理。该公司周边有部分居民住
宅，2012年建成投产后，又有个别群众陆续在厂区附近建房，
居民住宅最近距离该公司砂锯车间约10米左右。砂锯生产时，
距离较近的住宅有一定的振动，群众对住宅振动反映较大。该
公司石粉废渣经收集后暂存于厂区一角，已做围堰及硬化等措
施，并与有资质的石粉综合利用有限公司签订转运合同。

部分属实

南安市环保局责令该公司加强管理，确保
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并完善减振防治
设施。

南安市

投诉人所反映的项目为南安市昌毛酸菜面餐饮店，位于溪美街
道锦绣街20号，主要从事餐饮行业。2018年10月25日现场检查
时，该餐饮店未在营业。店内配备有油烟处理设施，现场未发
现煤炉随便摆放的情况，未闻到明显煤气味，投诉人所反映的
恶臭味实为该店熬制大肠所产生的味道。

部分属实

南安市环保局执法人员责令该餐饮店加强
油烟管理，减少油烟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