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2

百姓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公开情况一览表
（2019年5月，我市共办结百姓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115件，其中59件已完成整改，21件不属实或非环保部门职责，35件正在整改）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1

福建省泉
1904163505 2019-04-16
州市惠安
21011051
12:44:26
县

美可纸业

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粉尘乱飞，严重损害庄稼，家里
的菜都不能吃。多次找厂家出来 粉尘,工业
处理，一直在忽悠。夜间机器不
噪声
停工作，严重干扰正常休息

2

福建省泉
后坂街93号 油烟未经处理直接排出，影响居
1904163505 2019-04-16
州市丰泽
“撸客烤吧 民生活，味道超重，请及时处理
03011737
20:57:40
区
”
备注：需匿名，谢谢

3

之前是通过烟囱排气，环保部门
要求他们停产整顿，现在照样生
产，改排下面，臭气照旧，图片
福建省泉
晋江市明鸿 管道是后面弄的，几天时间就结
1904163505 2019-04-16
粉尘,恶臭/
州市晋江
服饰科技有 那么多棉絮在管道口，我们就住
82011763
21:25:31
异味,烟尘
市
限公司
隔壁小区，要经受臭气的摧残，
已经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
的健康将没办法得到保证，希望
有关部门能帮帮我们。

油烟

行业类别

其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惠安生态环
境局

住宿/餐饮/娱 丰泽生态环
乐业
境局

其他

晋江生态环
境局

办结意见

被投诉对象为福建美可纸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纸尿裤等加工生
产，已办理环评审批手续和环保竣工验收手续。
2019年4月29日，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时，该
公司正在生产，该公司厂区北侧距离村民住宅约100米，生产车间布
置于厂房一楼，车间全封闭，产生的噪声通过厂房墙体自然降噪；产
部分属实
生的粉尘设置专门的收集室，执法人员对厂区周边田地进行踏勘，未
见明显粉尘。
惠安生态环境局要求该公司：一是加强对车间产生粉尘的彻底收
集；二是对生产噪声进一步采取隔音措施，特别是降低夜间噪声对周
边环境的影响。

举报人反映的“撸客烤吧”位于丰泽区后坂街，主要从事餐饮服
务。2019年5月6日，丰泽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店已配
部分属实 套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因营业时厨房窗户开启导致部分油烟外溢影响
周边居民。
根据现场检查的情况，丰泽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已要求该店定期
清理维护油烟净化设施，营业时，不得开启厨房窗户，避免扰民。

不属实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晋江市明鸿服饰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衣
物、床单、浴巾、毛巾等日用品的洗涤业务，该公司于2017年办理环
评审批手续（编号：20170018），2018年8月完成自行竣工验收。
2019年4月2日、8日，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晋江市明鸿服
饰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该项目处于停产整顿状态。该公司
已自行委托有资质第三方检测单位检测，待整顿完成后进行检测，根
据检测结果进一步整改。4月15日，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再次到
现场进行检查时，该项目水洗车间内的水洗机、烘干机已全部拆除。
后续，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将对小区周边进行全面摸查，排
查是否有其他气体污染源存在，一经发现将依法查处。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4

5

6

福建省泉
1904173505 2019-04-17
州市惠安
21010064
00:57:22
县

天利KTV

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行业类别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声音已经严重超了分贝，严重的
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每天都这
社会生活/ 住宿/餐饮/娱 惠安生态环
样，隔音没做，窗户还打开着， 娱乐噪声
乐业
境局
希望部门处理下。

该厂位于晋江动车站边位铁路
旁，该厂生产时经常烟雾满天
有时废气比较刺鼻 导致周边道
路视线非常差。为什么在2018年
4月26日被晋江市环境保护局责
福建省泉
晋江市远方 令整改 为什么到现在已经一年
1904173505 2019-04-17
州市晋江
纸制品有限 了还未整改到位 还有其他企业
82010761
10:50:21
市
公司
都已经已经使用燃气锅炉 为什
么晋江远方纸制品有限公司还在
使用老式的燃柴锅炉 使用的锅
炉用水是否有达标排放。烟尘排
放未达标影响周边的空气质量，
请尽快处理！

福建省泉
冠亚凯旋门
1904173505 2019-04-17
州市丰泽
小区后方的 工业恶臭，或塑料制品
03011741
22:40:29
区
厂房

烟尘

恶臭/异味,
工业废气

其他

其他

晋江生态环
境局

丰泽生态环
境局

办结意见

被投诉对象为惠安县农耕年华娱乐城，位于涂寨镇凃寨村文笔街
720号的一栋9层楼房的8层，共有8个RTV包厢，经营面积约400平方
米，主要从事餐饮服务、RTV娱乐服务、食品销售等，已办理环评登
记表备案手续。
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于2019年4月29日到现场进行核查，现
场检查时，该娱乐城正在经营，包厢内设有密闭门窗，窗户及包间墙
部分属实
体设置隔音板等降噪措施，但经营场所距离周边居民较近，夜间营业
时产生的噪声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惠安生态环境局要求该娱乐城对经营场所门
窗采取进一步封闭及隔音措施，合理安排经营时间，减少夜间噪声对
周边环境的影响。惠安生态环境局将继续对该场所进行监督管理，切
实维护周边群众的环境权益。

属实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晋江市远方纸制品有限公司，位于内坑镇谭
头开发区，主要从事纸制品印刷加工，主要生产设备：印刷机4台、
上胶机1台、瓦楞机1台、压痕机2台、切纸机1台、单斜钉机10台、
2t/h燃煤蒸汽锅炉（型号为：DZG4-1.25-WⅡ2）1台；主要生产工
艺：瓦楞纸或箱板纸→瓦楞→裱褙→烘干→裁切→印刷→开槽→压痕
→订钉→成品。该项目已办理环评审批手续（编号：晋环保2006年
177号补），正在办理项目竣工环保验收。
2019年04月22日，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时，该
项目正在生产，配套的水处理设施正在运行。天然气锅炉已采购安装
到位，但天然气管道尚未铺设进场。现场检查时该公司锅炉有在运
行，锅炉配套的麻石水膜除尘设备正在运行。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责令远方纸制品有
限公司：一是抓紧完成天然气锅炉替代，尽快完成自主环保竣工验收
工作；二是加强对各项污染防治设施的维护管理。
4月29日，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回访检查，该公司已加强污水
处理设施和锅炉水膜除尘设施的运行管理。执法人员现场要求该公司
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锅炉废气进行检测。后续，晋江生态环境局将
继续跟踪检查，视检测结果采取进一步措施。

2019年4月29日夜间，丰泽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泉州雯婷艺品有限公司已办理环评审批手续和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手续，现场检查时，该厂未在生产。
大宇（泉州）美术工艺品有限公司已办理环评审批手续，未办理
部分属实
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手续，现场检查时，未在生产。
根据现场检查的情况，丰泽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责令大宇（泉
州）美术工艺品有限公司在通过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前，不得擅自恢复
生产。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7

8

9

10

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基本每天晚上8点到9点左右小区
福建省泉
冠亚凯旋门
1904173505 2019-04-17
后面厂房都有刺激的恶臭味飘向 恶臭/异味,
州市丰泽
小区后方的
03011761
22:50:09
小区，已经电话反映多次了，真 工业废气
区
厂房
没则了

福建省泉
闽益染厂宿 该厂日夜不停的生产印砖，产生
1904183505 2019-04-18
州市晋江
舍楼后面的 巨大噪声与粉尘，给环境造成极
82010463
07:03:21
市
印砖厂
大影响

福建省泉
1904183505 2019-04-18
州市晋江
82010521
08:05:07
市

不知名

惠安蔬菜批
发惠安蔬菜
批发市场内
福建省泉
1904183505 2019-04-18 金属加工厂
州市惠安
21010528
08:23:31 、海城园林
县
天下小区楼
下汽车喷漆
店

二楼每天晚上都有机器生产的噪
音，每天都搞得很晚。希望有关
部门能尽快处理。

工业噪声

工业噪声

这几天小区内经常闻到刺鼻的油
漆味，窗户都不敢开，小区楼下
店面有汽车喷漆店（阳光城市花
恶臭/异味
园对面）、国道对面蔬菜批发市
场这几天还在钢管油漆加工，望
能尽快帮忙调查核实处理，谢谢

行业类别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办结意见

丰泽生态环
境局

2019年4月29日夜间，丰泽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泉州雯婷艺品有限公司已办理环评审批手续和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手续，现场检查时，该厂未在生产。
大宇（泉州）美术工艺品有限公司已办理环评审批手续，未办理
部分属实
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手续，现场检查时，未在生产。
根据现场检查的情况，丰泽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责令大宇（泉
州）美术工艺品有限公司在通过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前，不得擅自恢复
生产。

晋江生态环
境局

属实

2019年4月22日，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现场
检查时，该印砖厂正在生产，现场设备主要为两台制砖机、两套搅拌
机，噪音主要来源为压砖过程产生的声音。该项目未办理环保相关手
续。
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责令该印砖厂：立即停止生产，并
自行拆除生产设备。同时，执法人员找到为该厂提供三相电源的闽益
公司，要求其立即停止供电行为。
后续，晋江生态环境局将继续跟踪检查。

属实

经查，被投诉对象位于东石镇塔头村仁和路韩式美容会所2楼，
为家庭式作坊，主要从事雨伞配件加工（为雨伞骨打鸡眼），现场有
手动打孔机4台。该作坊未办理环保相关手续。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责令该作坊业
主：一是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加强隔音措施，避免对周边民众造成影
响；二是抓紧完成环评备案手续。后续，晋江生态环境局将继续跟踪
检查。

晋江生态环
境局

惠安生态环
境局

经查，投诉者反映的汽修店位于螺城镇海城园林天下1期3号楼
53-55号，主要从事汽车美容服务。该汽修店于2017年5月开始营业，
面积约110平方米，员工2人，设有7米×5米×4米的喷漆房1间，空压
机1台，整形机1台。2019年4月22日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
查时，该汽修店正在营业。执法人员当场要求该店立即停止使用喷漆
房。
部分属实
投诉者反映的钢管油漆加工为蔬菜批发市场在建办公楼采用钢结
构，为了防锈而对钢管进行的刷漆作业。近期将完工。
2019年5月6日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汽修店进行复查时，该
店已停用喷漆房。
惠安生态环境局将继续加强对汽修店跟踪监管，努力维护周边群
众环境权益。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11

12

13

14

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该厂在生产时，会排放出刺激性
福建省泉
泉州市鑫诚 废气，非常辣眼睛；排放携带大 恶臭/异味,
1904183505 2019-04-18
州市泉州
道具设计制 量烟尘飘散。严重危害当地生态 工业废气,
02010838
11:11:17
开发区
作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周边居民日常生活。
烟尘
请尽快调查处理。

行业类别

其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泉州开发区
环保局

属实

办结意见
被投诉对象为泉州市鑫诚道具设计制作有限公司，位于泉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智泰路82号，主要从事日用塑料制品制造，正在办理项目
环评。
2019年5月5日，泉州开发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
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生产设备：激光雕刻机1台、木
板雕刻机1台，激光雕刻机雕刻亚克力板产生的有机废气经排气管向
外排放，生产车间窗户开启，木板雕刻机产生的木屑无组织排放。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泉州开发区环保局责令该公司在完善环保手
续前，不得投入生产。待环保手续完善并投产后，要加强员工管理，
生产期间窗户紧闭，正常运行废气治理设施，确保废气经处理后达标
排放。

晋江生态环
境局

经查，被投诉对象系晋江市英林镇奔达汽车修配厂，位于英林镇
英林村西塔南兴路南区43号，主要从事汽车及摩托车维修，该项目已
办理环境影响报告表（2002.033补）。
2019年4月22日，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时，该
厂正在维修作业，主要生产设备：电焊机1台、空压机2台、喷漆房1
个等。喷漆房未配套废气污染防治设施，现场未进行喷漆作业。
部分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责令奔达汽车
修配厂：一是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进行喷漆作业；二是限期办理项目竣
工环保验收手续。
2019年4月26日、29日，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两次回访检
查，该厂喷漆房均未进行喷漆作业。后续，晋江生态环境局将继续跟
踪检查。

铂金酒店6楼
福建省泉
铂金酒店6楼铂金食府厨房风机
1904183505 2019-04-18 铂金食府厨
社会生活/ 住宿/餐饮/娱 丰泽生态环
州市丰泽
噪音严重扰民，住户无法正常生
03011587
21:29:51 房风机噪音
娱乐噪声
乐业
境局
区
活，休息
严重扰民

属实

被投诉对象系泉州铂金酒店有限公司，位于丰泽区泉秀路东段群
盛供销大厦，主要从事酒店服务工作。
2019年5月5日，丰泽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公司主
要噪声源为该酒店厨房风机工作声音。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丰泽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要求该酒店休息时
间停止使用厨房风机，避免扰民。下一步，丰泽生态环境局将加强跟
踪检查。

不属实

被投诉对象系福建省德化华厦陶瓷有限公司，位于德化县龙浔镇
湖前，主要从事陶瓷生产，已办理环保相关手续。德化生态环境局现
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电窑废气经排气筒收集后引至高空排
放，现场未发现有恶臭异味。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德化生态环境局要
求该公司加强日常管理，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奔达汽修厂长期在不达标的工作
福建省泉
英林镇西塔
1904183505 2019-04-18
车间对汽车进行喷漆烤漆作业， 恶臭/异味,
州市晋江
村奔达汽修
82011426
17:35:40
造成周边都是强烈的恶臭味与油 工业废气
市
厂
漆味，影响恶劣

福建省泉
福建省德化
1904193505 2019-04-19
州市德化
华厦陶瓷有 空气恶臭异味
26010539
08:00:09
县
限公司

恶臭/异味

其他

其他

德化生态环
境局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15

16

污染描述

第一张固废乱扔，应该会造成地
下水污染。第二张明显锅炉水未
福建省泉
晋江市远方 处理直接往外排放，同样也是污
1904193505 2019-04-19
州市晋江
纸制品有限 染地下水。此污染地方为远方纸
82010598
08:47:37
市
公司
制品有限公司的锅炉房后的农
地，靠近疏解大道。望尽快查处
。

福建省泉
1904203505 2019-04-20 东岭前林广 晚上噪音大，灰尘外排,影响周
州市惠安
21010583
11:07:16
胜石材厂 边村民,影响农田保护区
县

污染类型

烟尘

行业类别

其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晋江生态环
境局

粉尘,工业 非金属加工制 惠安生态环
噪声
造
境局

属实

办结意见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晋江市远方纸制品有限公司，位于内坑镇谭
头开发区，主要从事纸制品印刷加工，主要生产设备：印刷机4台、
上胶机1台、瓦楞机1台、压痕机2台、切纸机1台、单斜钉机10台、
2t/h燃煤蒸汽锅炉（型号为：DZG4-1.25-WⅡ2）1台，生产工艺为：
瓦楞纸或箱板纸→瓦楞→裱褙→烘干→裁切→印刷→开槽→压痕→订
钉→成品。该项目已办理环评审批手续（编号：晋环保2006年177号
补），正在办理项目竣工环保验收。
2019年04月22日，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项目
正在生产，配套的水处理设施正在运行。天然气锅炉已采购安装到
位，但天然气管道尚未铺设进场。现场检查时该公司锅炉正在运行，
锅炉配套的麻石水膜除尘设备正在运行。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生态环境局责令该公司：一是抓紧完成
天然气锅炉替代，尽快完成自主环保竣工验收工作；二是加强对各项
污染防治设施的维护管理。
4月29日，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回访检查，该公司已加强污水
处理设施和锅炉水膜除尘设施的运行管理。执法人员现场要求该公司
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锅炉废气进行检测。后续，晋江生态环境局将
继续跟踪检查，视检测结果采取进一步措施。

被投诉对象为泉州前龙石材有限公司，该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于2011年4月经原惠安县环境保护局审批通过（编号：2011098）。
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于2019年5月7日前往现场检查。现场检
部分属实 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生产车间已封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部
分通过喷淋式除尘设施进行回收，部分通过封闭车间进行隔离沉降，
现场未发现粉尘外排现象。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
人员责令该公司夜间不得作业；雕刻作业时，应确保除尘设施正常运
行，粉尘回收不外排。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17

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经环保部门的整治，相对以前有
所改善，但是，最近又死灰复燃
了，每晚在烧，我们家老人小孩
多，早几年又有长辈在这种长期
污染的环境下，死于癌症，所以
特别担心家人的健康问题。据了
解，白沙村已有多数人死于癌
福建省泉
南安美林白
粉尘,恶臭/
1904203505 2019-04-20
症，属于癌症多发。这种夜间作
州市南安
沙工业区炼
异味,工业
83011031
20:22:08
业污染的情况实在令人猝不及防
市
铝厂
废气,烟尘
。白天污染的时候还可以及时关
窗躲避，夜晚老人小孩都在休
息，无法避免吸入大量污染尘埃
。建议如果无法彻底杜绝这种污
染源，是否能与之沟通，令其改
到白天作业，使得民众有些许的
防护措施。恳请领导重视！

行业类别

其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南安生态环
境局

办结意见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南安市美林街道白沙工业区土炼炉加工作坊
共22家。针对这些加工作坊，2018年至今南安生态环境局已多次联合
美林街道、供电部门、供气部门进行了查处、停电、停气关闭等。
2018年11月30日原南安市环保局下发《南安市环保局关于加强大
气污染防控应急巡查的通知》，利用夜间时间开展错时执法，每天夜
间轮班对该区域进行巡查。
2019年1月18日，原南安市环保局再次联合美林街道办事处、美
林供电所等相关部门对这些加工作坊进行停电。
2019年2月21日，原南安市环保局执法中队分三组执法人员重启
对美林街道白沙村、李西村炼铝企业的夜间巡查。
部分属实
2019年4月22日，南安生态环境局印发《大气环境质量百日攻坚
巡查工作方案》，抽调15名执法人员组成3组针对美林白沙、美林李
西、溪美镇山、省新等相关地区开展夜间错时执法。
至今，累计出动300多人次检查该区域的涉气企业，检查企业
2000多家次。
2019年5月31日，南安生态环境局联合美林街道办事处开展专项
整治行动，对上述22家炼铝作坊采取强制拆除设备、强制清空原辅材
料等措施。目前，22家加工作坊均已清空厂房。南安生态环境局将持
续加大对美林白沙工业区日常巡查力度，并对巡查中发现擅自恢复生
产的加工作坊进行严厉查处。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18

19

污染描述

该石膏厂全天制加工制造，直接
往天空排放粉尘烟尘，对周边居
民和空气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夜
晚烧锅炉噪音非常巨大，轰鸣声
震耳欲聋，对周边居民的作息时
福建省泉
福建省万豪 间造成非常巨大的困扰，严重影
1904203505 2019-04-20
州市泉港
石膏工业有 响周边居民日常生活。望您换位
05011252
23:53:54
区
限公司
思考一下，都是上有老下有小
的，都不能好好生活了，居民屋
门窗常年紧闭，离尘肺病也不远
了，望各位领导尽快整顿处理，
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
谢谢各位领导!

车间生产噪声污染，每天凌晨一
福建省泉
福建省南安
1904213505 2019-04-21
点开始。手机APP噪声测试可达
州市南安
兴泰阀门有
83010099
01:11:14
80分贝，严重影响睡眠。望给于
市
限公司
处理。

污染类型

行业类别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办结意见

粉尘,恶臭/
异味,烟尘,
非金属加工制 泉港生态环
工业噪声,
造
境局
一般工业固
废

举报人反映的石膏厂实为福建省万豪石膏工业有限公司，位于泉
港区南埔镇柳厝村通港路中段，主要从事石膏生产、销售，其年产石
膏粉30000吨项目环评于2017年9月13日通过原泉港区环保局审批（泉
港环监审〔2017〕16号）。该公司北侧为通港路，东西两侧为其他项
目建设用地，南侧约100米处为柳厝村。
4月22日，泉港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
时，该公司正在生产，因车间呈密闭状态，车间外无明显扬尘现象，
但车间外路面有较为明显的粉尘残留。经现场质询业主，该公司晚间
确实有从事相关生产作业，主要包括：搅拌及烘干工序。因该公司距
离南侧柳厝村较近，存在一定的环境影响隐患。对此，泉港生态环境
局执法人员责令该公司采取相应防尘抑尘及减振降噪措施，确保粉尘
部分属实 及噪声达标排放。
泉港生态环境局责令该公司对厂区南侧厂房进行密闭搭盖及增设
喷淋设施等防尘降尘措施对厂区粉尘进行治理，并采取切实可行的减
振降噪措施治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噪音。
5月5日，泉港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跟踪回访。目
前，该公司拟采取的整改措施已与第三方单位签订相关施工、购置合
同。
下一步，泉港生态环境局将督促该公司抓紧落实相关整改工作，
并加强对该公司环境监管力度，确保该公司粉尘及噪声达标排放，保
障群众的合法环境权益。
目前，该公司已完成厂区南侧喷淋设施的安装工作，待厂区南侧
公用电线杆移除后，立即着手开展厂区南侧厂房的封闭工作。

南安生态环
境局

被投诉对象为福建省南安兴泰阀门有限公司，位于南安市仑苍镇
美宇阀门工业区，主要从事水暖阀门铸件生产，该公司于2016年12月
办理违规项目备案审批手续（南环违备〔2016〕127号）。
2019年4月24日，南安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
产，主要生产设备：装载机3台、叉车2辆、抛丸机7台、砂轮机4台、
造型机27台、自干沙处理机1台、空压机3台、电熔炉5台、砂处理机2
部分属实 台、冷却塔2台；主要生产工艺：（1）粘土→搅拌→造型→模具→烧
铸成型→自然冷却→脱模→坯件→抛丸→成品海砂清砂，（2）生铁
→熔化→烧铸成型→自然冷却→脱模、清砂→坯件→抛丸→成品。该
公司生产时产生的噪声对周边环境有一定影响。
南安生态环境局责令该公司合理安排生产作业时间，确保不对周
边环境造成影响。该公司已按要求合理安排生产作业，目前暂未再接
到相关投诉。

工业噪声

其他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20

21

22

污染描述

福建省泉
1904223505 2019-04-22 南安官桥钦 不安装油烟机，油烟乱飞，影响
州市南安
83010329
08:55:16
英小吃店 很严重
市

位置在南安市水头镇江崎村顶乡
福建省泉
福建省泉州 490。
1904223505 2019-04-22
州市南安
市双利石材 没有环保证明，每天都在工作，
83011408
18:01:54
市
有限公司 每天都工作到凌晨十二点多。很
吵。无法入眠。

污染类型

油烟

工业废水,
噪音污染，
废气，废水
排放，粉尘
很多。经常
工作到晚上
十二点多

行业类别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住宿/餐饮/娱 南安生态环
乐业
境局

其他

南安生态环
境局

生产中噪声粉尘严重影响居民生
福建省泉
1904233505 2019-04-23 泉港新惠光 活，1米间隔左右就是居民房， 粉尘,工业 非金属加工制 泉港生态环
州市泉港
05010726
10:12:33 石材经营部 后面是农田。占道堆放石材原料
噪声
造
境局
区
等

属实

办结意见
被投诉对象南安官桥钦英小吃店，位于官桥镇西街，主要从事经
营餐饮服务，于2018年7月开始经营。
2019年4月24日现场检查时，该小吃店正在营业，未配套油烟净
化处理设施，经营时产生少量油烟，可能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南安生态环境局要求该小吃店加强管理，配套油烟收集设施，确
保油烟不影响附近居民住户。
目前，该小吃店已按要求安装油烟设施。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闽琼石业系福建省泉州市双利石材有限公
司，位于水头镇江崎村，于2001年3月5日经原南安市环境保护局审批
（南环〔2001〕578），于2009年11月24日通过原南安市环境保护局
三同时竣工验收（南环验〔2009〕561号）。
2019年5月6日，南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
在生产，现场主要生产设备：大切机5台（3台在生产）、红外线切边
机4台（4台在生产）、自动磨机1台（未在生产）、仿形机1台、定厚
机1台（正在生产）、手摇切边机9台（未在生产）。主要生产工艺：
荒料→切割→磨光（仿型）→切边、修面→成品。现场检查时，该公
部分属实
司建有沉淀池6格，生产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循环使用未发现外排。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对靠近居民区的大切车间采取减震降噪
措施，目前大切车间一车间大门已用帆布遮挡，同时夜间大切车间大
切机生产数选择远离居民区的几台进行生产，降低夜间生产噪声。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南安生态环境局责令该公司进一步采取措施
做好厂区减震降噪，合理调整生产作业时间。目前，该公司已对大切
生产车间进行整改同时调整了生产时间，投诉人反映，该公司噪声问
题已明显改善。

属实

被举报对象实为泉港新惠光石材经营部，位于泉港区山腰街道钟
厝村颖兴101号，其年产1000m2灶台、200m2地板、1000m2洗衣池项目
环保备案表于2016年通过原泉港区环保局备案（泉港环保函〔2016〕
备91号）。该单位北侧为区间道路，南侧为农田用地，东西两侧为他
人住宅。
4月25日，泉港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检查。现场检查时，该
单位处于停产状态。该单位南北两侧墙体未进行密闭处理，如石材切
割加工时，粉尘及噪声会对周边环境会造成一定影响。对此，泉港生
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责令该单位对南北两侧墙体进行密闭处理，并对除
尘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有效降低噪声、粉尘对外环境的影响。
5月6日，泉港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跟踪回访。现场检查时，
该单位已组织部分工作人员对厂区南侧部分场地进行腾空，拟对集气
管道进行重新规划布局，并加装喷淋设施。
目前，该单位已对厂区南侧厂房及北侧厂房墙体进行密闭处理，
并对厂区南侧粉尘治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工作。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23

福建省泉
1904243505 2019-04-24
州市丰泽
04010909
10:51:42
区

24

福建省泉
1904243505 2019-04-24
州市南安
83010980
11:31:26
市

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陶器厂

陶器厂使用的原料非常之臭，天
恶臭/异味
那水污染严重

无

经常有刺鼻的气味和浓烟，类似
工业废水,
于盐酸的味道。有黄色的液体流
恶臭/异味
出，寸草不生

25

经常白天大晚上要睡觉闻到一些
福建省泉
1904243505 2019-04-24 富华工艺品 刺鼻的臭味，闻到喉咙很不舒
州市安溪
恶臭/异味
24012013
22:59:32
有限公司 服，白天烟囱还冒烟。影响我们
县
周边小区住户居住环境。

26

这家地下工厂，不具备正规工商
备案，环保备案等生产手续。在
居民区，生产时会排出刺激性气
味，烟管空气污染处理设备形同
虚设，严重伤害妇幼老人等居民 恶臭/异味,
的生理健康；经常在下班时间， 工业废气,
夜晚七八点突击生产，激光高频 工业噪声
设备产生噪音，老年人睡眠本就
浅，天天如此在休息时间的巨大
噪音，使人头昏耳鸣。严重危害
当地生态环境，严重影响居民正
常生活作息。请尽快调查处理

晋江市沙塘
福建省泉
村东二区下
1904253505 2019-04-25
州市晋江
埕公厕对面
82011488
20:53:42
市
某激光塑料
厂

行业类别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丰泽生态环
境局

南安生态环
境局

办结意见

属实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丰泽区吴淑华工艺品加工厂，位于丰泽区招
丰路138号，未办理相关环评审批手续。丰泽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责
令该厂立即停止建设，办理环保相关手续前，不得擅自投入生产。

不属实

南安生态环境局法人员于2018年4月29日上午对群众反映的事项
进行现场检查，经查，投诉人反映的化工厂实际为一铁皮仓库，主要
用于存放石材胶水。现场检查时，该仓库内无生产设备和生产工人，
现场未发现投诉人反映的生产加工化学品行为。投诉人反映的情况不
属实。

安溪生态环
境局

2019年4月25日，泉州市安溪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依法进行现场
检查。安溪富华工艺品有限公司于2006年6月建设于安溪县德苑工业
区，年生产铁制工艺品160万件。2006年3月，该公司通过原安溪县环
保局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安环审[2006]第59号），2008年1月建成投
入使用，2013年3月通过原安溪县环境保护局环保竣工验收（安环验
报[2013]005号）。该公司废气污染源主要为喷粉生产线2条和位于3
部分属实 层的彩绘车间。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喷漆彩绘车间正在生产，车间门
窗均已关闭，未发现厂内烟囱冒烟，厂内新增一台UV光解及活性炭吸
附装置，喷漆补漆及彩绘车间废气密闭性改造催化燃烧设备正在运行
。经排查，该公司一台焚烧炉发生故障，已安排抢修。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安溪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要求该公司做好车
间密闭性工作，并定期检查生产设备及环保治理设施，确保污染防治
设施正常运行。

晋江生态环
境局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晋江市新塘鸿德鞋材厂，位于晋江市新塘街
道沙塘社区东二区，主要从事鞋材激光印花加工，主要生产设备为激
光切割机7台。该项目未办理环保相关手续。
2019年4月28日，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鸿德鞋材厂进行现
场检查时，该厂正在生产，因激光切割及印花过程中产生的噪音及废
气引起投诉。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责令鸿德鞋材
厂：立即停产整改，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投入生产。后续，晋江生态环
境局将继续跟踪检查。

属实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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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行业类别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办结意见

洛江生态环
境局

被投诉对象为室仔前生活垃圾填埋场，位于双阳街道室仔山上，
隶属泉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2019年5月5日，洛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
员对该场进行现场检查，检查情况如下：
该场总占地面积383亩，总库容390万立方米，主体工程包括库区
工程、渗滤液调节池工程、渗滤液处理系统改扩建工程、防洪工程、
防渗工程、渗滤液收集处理系统、导排气系统、道路工程、办公综合
大楼及其它管理辅助设施、绿化工程等。该场环境影响评价于1998年
经原福建省环保局审批通过（闽环保〔1998〕监092号），建设项目
部分属实 竣工环保验收于2002年12月经原福建省环保局验收通过，《福建省排
污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年5月24日（编号：350500-2016-000007）
。洛江生态环境局于2019年3月19日组织对该场无组织外排废气中的
恶臭污染物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达标。洛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
调阅该场工作制度及出勤资料，该场开场时间为上午5：30至傍晚
17:30，闭场后禁止垃圾车进入，厂区内填埋作业在垃圾车停运后相
应停止。该场除臭作业持续至凌晨2:00。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洛江生态环境局责令该场：1、夜间不得从
事噪声较大的作业；2、不得收纳建筑垃圾，防止粉尘扰民。

烧烤摊排烟直接往天排风吹过来
福建省泉
油烟,社会
1904253505 2019-04-25 官桥镇尚好 全往屋子灌进来跟每天晚上喝酒
住宿/餐饮/娱 南安生态环
州市南安
生活/娱乐
83011759
23:31:01
烧烤
划拳声很吵每天晚上多要到2点
乐业
境局
市
噪声
以上

被投诉对象为南安市官桥镇尚好烧烤，位于官桥镇曾庄社区繁荣
大道，主要从事烧烤经营，夜间摆摊经营。
2019年5月14日现场检查时，该烧烤店正在经营。主要生产设
备：烧烤设备一套。现场检查时，该烧烤店使用煤炭进行烧烤，油烟
尾气直排。
南安生态环境局当场责令该烧烤摊立即进行整改，将煤炭烧烤改
为电烧烤或者天然气烧烤，降低对周边群众的影响。目前，该烧烤店
已改用无烟净化烤炉车。

粉尘,恶臭/
异味,烟尘,
泉州市环境
后山垃圾大
福建省泉
卫生管理处 大晚上垃圾处理声音大，臭气熏 晚上垃圾处
1904253505 2019-04-25
州市洛江
（室仔前生 天，噪声打扰休息，粉尘污染严 理声音大，
04011626
22:57:58
区
活垃圾卫生 重
噪声严重打
填埋场）
扰休息，臭
气熏天，天
气污染严重

垃圾处理

该场所长年噪音扰民，如图标记
KTV，附近方圆直径500米无任何
工业，都是居住区！该场所附近
两个小区，两个村，居住大几百
人，已经常年饱受困扰！我们这
里大部份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村
人，很多人天还没亮就要去菜市
福建省泉
南安市丰州
场做小买卖，要么的上早班。基 社会生活/ 住宿/餐饮/娱 南安生态环
1904263505 2019-04-26
州市南安
多娇音乐会
本夜夜都吵到2.3点，有时直接
83010143
02:04:40
娱乐噪声
乐业
境局
市
所
到天亮。常被吵无法入眠。要么
半夜三更突然被吵醒。已经严重
打扰我们的夜间休息！！！！！
之前本人已多次报警，派出所来
都解决不了。后来派出所让我找
环保部门，我也拨打过12369.至
今无回复，无改变！
我本人有质疑，该场所隔音效果

属实

被投诉项目为南安市丰州多娇音乐会所，位于丰州镇南门街，主
要从事量贩式KTV经营。
2019年5月13日现场检查时，该KTV正在经营，包厢10间。该KTV
配套相应的隔音措施，该KTV配套相应的隔音措施，包厢窗户打开时
部分属实
的营业噪声可能影响周边群众。
南安生态环境局责令该KTV进一步采取隔音降噪措施，封堵窗
户，不得超时间经营。
目前，该会所已采取相应隔音降噪措施，并相应错开作息时间。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30

长达一个多月，每周至少五次的
福建省泉
1904263505 2019-04-26 丰泽广场眼 搬运，声音非常大，搬的时间从 搬运货物造
州市丰泽
02010427
07:09:07
科医院
之前每天中午一两点变成了现在 成巨大声响
区
每天早上七点，无法休息

31

福建省泉
1904263505 2019-04-26
州市晋江
82010783
10:59:45
市

32

福建省泉
州市泉州 1904263505 2019-04-26
台商投资 21010921
12:32:20
区

福田印染

只要在这条路过就会有一种恶臭
恶臭/异味
闻到就感觉会反胃想吐。

隔壁邻居

太臭了，特别是下雨后出太阳，
还有一个就是夏天窗户都不敢
围栏养殖鸡
开，生活造成很大困扰，这是村
鸭
里的一块空地请相关部门尽快调
查处理

33

福建省泉
1904263505 2019-04-26 李某建设的 上次举报怎么没处理，现在白天
州市德化
恶臭/异味
26011242
16:14:32
厂房
烧工业垃圾，散发恶臭
县

34

灰尘到处都是，味道刺鼻，噪音
大，严重影响，正常生活，希望
福建省泉
有关部门，能够解决一下，都是
1904263505 2019-04-26
粉尘,工业
州市德化
建发石板材 邻居，为了以后相处，毕竟台头
26011411
17:51:26
噪声
县
不见低头见，请有关部门，不要
把个人信息透露，以便不必要的
麻烦。

行业类别

医院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丰泽生态环
境局

办结意见

属实

2019年5月6日，丰泽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经查，
举报人反映的搬运声音为泉州儿童医院搬运货物产生的噪声。
根据现场检查的情况，丰泽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要求泉州儿童医
院合理安排货物搬运时间，避免休息时间扰民。下一步，丰泽生态环
境局将加强跟踪检查工作。

其他

晋江生态环
境局

不属实

2019年5月6日，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电话联系投诉人了解详
细信息。据投诉人称，其居住在深沪镇X328东海垵路红绿灯路口附
近，前几天有闻到一股气味，但无法确定具体异味来源，近几日已经
没有闻到那股味道了，其表示息诉。
下一步，晋江生态环境局将继续加大对该区域企业的巡查监管。

其他

泉州台商投
资区环境与
国土资源局

不属实

投诉人反映的鸡鸭养殖异味扰民不属于生态环境部门职责范围，
泉州台商投资区环境与国土资源局已引导投诉人向东园镇政府反映。

其他

其他

德化生态环
境局

2019年4月28日，德化生态环境局组织执法人员前往现场排查。
检查发现李某建设的厂房一楼垃圾池内有垃圾焚烧熏黑墙壁迹象，未
发现具体燃烧物质。德化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要求该厂房房东李某督
部分属实
促租户按规范处理垃圾，不得采用焚烧方式。房东李某已联系固废运
输车辆协商定期清除场内垃圾。后续，德化生态环境局将继续关注该
厂房垃圾处理情况。

德化生态环
境局

2019年4月28日，德化生态环境局组织执法人员前往现场进行排
查，投诉人反映的建发石材店系由陈某经营，陈某租用后所安置房D1
部分属实 栋靠东地下室用于加工石板村，生产工艺为：原料（石板材）→切割
→成品。现场检查时，该店未在生产。经营者陈某表示其已另外租用
场地，近期将完成搬迁。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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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中天大酒店顶楼空调外机因年久
失修发出刺耳轰鸣声，其噪声之
大已超过国家《城市区域噪声标
准》的规定，严重影响了本人及
家人的正常生活，尤其是夜间睡
眠质量。由于酒店空调每天24小
时运转，每年至少使用6个月，
福建省泉
且与居民住宅楼非常靠近，因此
1904273505 2019-04-27 泉州中天酒
社会生活/ 住宿/餐饮/娱 永春生态环
州市永春
产生的噪音对于我们这些周边居
25010214
04:30:52 店有限公司
娱乐噪声
乐业
境局
县
民的影响非常大，建议中天酒店
及时维修甚至更换老化的空调外
机，并加装隔音板。当然最好能
移动外机位置，彻底解决噪音污
染问题。望环保部门依据相关法
律法规及类似案例，及时、妥善
处理这一问题，不要让老百姓生
活在崩溃边缘。谢谢！

36

首先感谢环保局的人员。该加工
福建省泉
厂自环保局人员走后又偷偷的恢 恶臭/异味,
1904273505 2019-04-27 王朝阳鞋面
州市南安
复生产了，祈求环保局加大处罚 烟尘,工业
83010509
08:37:25 电雕加工厂
市
力度以免危害附加居民的健康，
噪声
谢谢！

37

你好，我是附近居民，这家餐厅
福建省泉
蓉妈妈私房
1904273505 2019-04-27
每天中午油烟非常大，非常的
州市丰泽
菜，学生街
03010861
13:53:21
呛，多次与其协商无果，希望有
区
90号
关部门能帮忙处理，非常感谢

38

行业类别

福建省泉
1904273505 2019-04-27
州市惠安
21011133
19:46:42
县

矿沙

油烟污染

矿沙工地日夜施工严重影响附近 矿山废水,
居民休息
工业噪声

其他

南安生态环
境局

住宿/餐饮/娱 丰泽生态环
乐业
境局

其他

惠安生态环
境局

办结意见

属实

泉州中天酒店有限公司位于永春县桃城镇留安路32号（煤炭大
厦），主要从事旅社、浴室，已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手
续（编号：201935052500000035）。
2019年5月6日，永春生态环境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该公司中央空调
噪音排放情况进行现场检查，泉州中天酒店有限公司2台中央空调水
冷风机均未在使用，现场检查时，该公司2台中央空调水冷风机尚未
采取有效的降噪减震措施。
永春生态环境局责令该公司对2台中央空调水冷风机采取有效的
降噪减震措施，确保中央空调噪声稳定达标排放。

不属实

经排查，被投诉项目实为王朝阳鞋面电雕加工厂，位于美林街道
梧山村防堤路63号，主要从事鞋面加工，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
2019年4月10日，南安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时，该加工厂处于停
产状态。现场主要生产设备，电雕机10台、排气引风机2台，生产工
艺：鞋面加热→压塑成型。废气经引风机→通过管道高空排放，对周
边居民有一定影响。
2019年5月7日现场检查时，被投诉项目王朝阳鞋面电雕加工厂已
停产、关闭，设备已拆除，无生产迹象。
南安生态环境局将加强巡查，如发现该加工厂擅自恢复生产，将
做进一步处理。

属实

举报人反映的蓉妈妈私房菜为“小蓉小吃店”，位于华大学生
街，主要从事餐饮服务。经查，该店未配套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根据现场检查的情况，丰泽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责令该店配套安
装油烟净化设施，做好油烟收集处理，避免扰民。

被投诉对象为沈阳彬洗砂场，未办理环保相关手续。
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于2019年5月8日前往现场检查。现场检
查时，该洗砂场正在生产，生产废水经沉淀后回用。
部分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责令其立即停止生
产。该洗砂场经营者表示将立即停产，并自行拆除生产设备。2019年
5月14日，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再次回访检查时，该洗砂场已停
产，生产设备已拆除。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39

40

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没有环保设备，经常闻到异味反
感会呕吐，呼吸难受。请相关部
福建省泉
福建亿利环 门给予处理，人民健康是很重要
1904273505 2019-04-27
恶臭/异味,
州市晋江
境技术有限 的。住这边附近多年，经常闻
82011141
19:58:36
工业废气
市
公司
到，特别是周六日或晚上，此公
司偷排放污染空气。请国家有关
部门给予处理！

此公司经常偷排污气，影响群众
生活质量。有恶臭难闻气味，呼
福建省泉
福建亿利环 吸难受！经常晚上排放，住附近
1904273505 2019-04-27
恶臭/异味,
州市晋江
境技术有限 经常闻到，希望国家有关部门不
82011153
20:07:13
工业废气
市
公司
要袒护，给予慎重处理，希望可
以给人民群众蓝天白云的环境。
他们经常周六日和晚偷排放！

行业类别

其他

其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晋江生态环
境局

晋江生态环
境局

办结意见

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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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6日，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到福建亿利环境技术有
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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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司于2019年3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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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科
瑞测（2019）第031602号）。
后续，晋江生态环境局将加强对福建亿利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的执
法监管力度，督促其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
排放。

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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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6日，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到福建亿利环境技术有
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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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司于2019年3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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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科
瑞测（2019）第031602号）。
后续，晋江生态环境局将加强对福建亿利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的执
法监管力度，督促其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
排放。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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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描述

福建省泉
1.鞋业制造空气污染。 2.噪音
1904283505 2019-04-28 晋江恒兆鞋
州市晋江
污染，通宵生产，严重影响周边
82010048
01:50:46
材
市
居民生活。最主要是通宵操作。

污染类型

工业噪声

42

批发市场内钢管加工厂每天上午
人工露天油漆钢管，油漆味赤鼻
惠安蔬菜批
福建省泉
难闻，我们住在路对面小区，天
1904283505 2019-04-28 发市场内加
州市惠安
天上午都不能开窗，已投诉数日 恶臭/异味
21010517
10:30:29 工厂露天油
县
均为得到解决，望有关部门重
漆钢管
视，给我们清净的生活环境，谢
谢

43

地址在学府路口北门水果店对面
福建省泉
的斜坡。
1904283505 2019-04-28 老妈砂锅串
州市丰泽
餐馆未安装油烟净化，火锅底料
02010631
11:31:53
串
区
刺鼻的味道导致楼上无法开窗透
风。

油烟

行业类别

其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晋江生态环
境局

属实

办结意见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晋江市恒兆鞋业有限公司，位于陈埭镇溪边
村，主要从事鞋垫生产，主要生产设备：冲床2台、稳型机5台，已办
理环保违规项目备案手续。
2019年5月8日，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项目正
在生产，现场废气治理设施正在运行。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要求晋江市恒兆鞋
业有限公司合理控制生产时间，加强减震降噪措施，降低对周边环境
影响。
后续，晋江生态环境局将继续跟踪检查。

惠安生态环
境局

经调查，投诉者反映的汽修店位于惠安县螺城镇海城园林天下1
期3号楼53-55号，主要从事汽车美容服务。该汽修店于2017年5月开
始营业，面积约110平方米，员工2人，设有7米×5米×4米的喷漆房1
间，空压机1台，整形机1台。
2019年4月22日，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汽修
店正在营业。执法人员当场责令该店立即停止使用喷漆房。
部分属实
投诉者反映的钢管油漆加工为蔬菜批发市场在建的采用钢结构的
办公楼，为了防锈而对钢管进行的刷漆作业，将于近期完工。
2019年5月6日，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汽修店回访检查时，
该店已停用喷漆房。
惠安生态环境局将继续加强对汽修店跟踪检查，切实维护周边群
众环境权益。

住宿/餐饮/娱 丰泽生态环
乐业
境局

2019年5月14日，丰泽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举报
人反映的“老妈砂锅串串”主要从事餐饮服务。经查，该店未配套安
装油烟净化设施。
根据现场检查的情况，丰泽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责令该店配套安
装油烟净化设施，做好油烟收集处理，避免扰民。

其他

属实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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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6

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泉州日田机
福建省泉
械有限公司 泉州台商投资区东园镇杏秀路尊
州市泉州 1904283505 2019-04-28
、泉州市玖 湖小区夜间时常会闻到呛鼻烧焦 恶臭/异味
台商投资 21011310
20:26:30
玖门窗工贸 味，望部门能核实处理。
区
有限公司

铸铜小厂房在乡村内铸造，使周
福建省泉
1904293505 2019-04-29 吴文景铸造 边的群众生活带来不便，环境污 粉尘,工业
州市南安
83010435
06:00:08
厂
染，烟气煤粉污染。请南安市环 废气,烟尘
市
保局强制迁移。

污水是从生
福建省泉
活污水管道 大面积的鱼虾蟹全部毒死，内港
1904293505 2019-04-29
州市石狮
流出来的， 全是漂染污水，恶臭无比，人闻
81010487
07:08:29
市
政府搞的垃 到会恶心胸闷头晕
圾工程

工业废水

行业类别

其他

其他

其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泉州台商投
资区环境与
国土资源局

属实

办结意见
泉州日田机械有限公司位于泉州台商投资区东园镇工业区，主要
从事空压机制造，于2000年通过原惠安县环保局审批（编号：
2000347），目前正在进行环保竣工验收。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
公司正在生产，中频炉未配套废气收集处理设施，废气无组织排放；
抛丸废气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排放；喷漆车间未采取密闭措施，未配
套建设废气收集处理设施，废气无组织排放；成机和机罩喷涂粉尘经
空气滤芯器和布袋收集处理后排放，未配套建设有机废气的处理设施
。泉州台商投资区环境与国土资源局依法对泉州日田机械有限公司进
行立案调查，并责令其对存在的环境问题进行整改。
泉州市玖玖门窗工贸有限公司位于泉州台商投资区东园镇锦峰村
后蔡433号101室，主要从事金属门窗加工制造，该公司未办理环评。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公司金属门窗机加工工序正在生产，喷漆、
喷粉及烘干工序未在生产，喷粉、喷漆以及烘干车间未采取密闭措
施，喷粉废气经空气滤芯器处理后通过管道排放，喷漆废气经水帘处
理后通过管道排放，未配套建设有机废气处理设施。泉州台商投资区
环境与国土资源局于2019年5月15日对泉州市玖玖门窗工贸有限公司
发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泉台管环限改字〔2019〕030号），
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生产，并自行拆除喷漆设备。

南安生态环
境局

被投诉项目为吴文景铸造厂，位于霞美镇金山村油园后63号，主
要从事铜件铸造生产，于2015年6月投入生产，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
。
2019年5月5日现场检查时，该厂未在生产。主要生产设备：坩埚
部分属实
炉1座，鼓风机1台，主要生产工艺：废旧铜器件→熔炼→铜锭。熔炼
过程中产生的烟尘对周围环境产生一定影响。
南安生态环境局责令该厂不得擅自恢复生产。
该厂已于2019年5月17日自行拆除坩埚炉。

石狮生态环
境局

经调查核实，投诉人反映的污水来自锦尚镇生活污水管网，由于
位于下游东园公园旁厝上港桥处的管道出现破损，导致管内污水外流
至溪内。4月29日上午，石狮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在获知该情况后，
立即联系锦尚镇工作人员前往查看，经现场查看，未发现有黑色污水
排入，并现场拍照，之后，石狮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再次到现场核
部分属实 实，发现该处生活污水管道破损，有污水从中流出，执法人员在污水
管道破损处取水样一份，送石狮市环境监测站监测，结果如下：
pH7.71，化学需氧量93mg/L，氨氮22.2mg/L，总磷2.31mg/L。针对以
上情况，石狮生态环境局将商请锦尚镇政府尽快修复生活污水管道，
并将会同锦尚镇政府对该管道及周边进行进一步排查，如发现企业违
法排污行为将依法予以严惩。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污染类型

行业类别

47

边上邻居大
面积养鸡养
福建省泉
鸭造成客气 人口居住密集地，大面积养鸡养
1904293505 2019-04-29
州市惠安
恶臭，跟五 鸭造成空气恶臭污染环境，影响
21010947
12:18:33
县
峰村委会相 居住
关人员反应
都未处理

空气恶臭

畜禽养殖

惠安生态环
境局

48

附近一个没
福建省泉
1904293505 2019-04-29 名字的工厂
州市石狮
81011045
13:54:58 石狮市后宅
市
鸿福巷58号

工业噪声

有色金属

石狮生态环
境局

49

50

污染描述

该工厂在生产时会发出很刺耳又
大声的噪音 中午不休息晚上不
休息 严重影响周围人民的休息
和生活作息 也影响到学生

福建省泉
对空气污染很大严重影响村民生
1904293505 2019-04-29
州市安溪
幼康养殖场 活破坏生态环境望上级领导明查 恶臭/异味
24011062
14:05:11
县
还村民一个干净环保的生活环境

城厢镇雅兴
福建省泉
村石仔寨安
1904293505 2019-04-29
附近好多家铁艺加工厂，噪音太
州市安溪
置房100号附
24011224
16:06:01
大。
县
近铁艺加工
噪音

工业噪声

畜禽养殖

其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办结意见

经核查，您反映的鸡鸭饲养户为农村家禽散养户，鸡鸭饲养数量
部分属实 未达到畜禽规模养殖，不属于生态环境部门职责范围，惠安生态环境
局已函告崇武镇政府对该信访事项进行处理。

属实

经调查核实，被投诉对象为石狮市艺美五金制造有限公司，该项
目噪音扰民。石狮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责令该项目采取有效措施，消
除噪音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安溪生态环
境局

2019年5月16日，安溪生态环境局依法对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
公司进行现场检查。2018年2月，该公司通过原安溪县环保局环境影
响评价审批（安环审[2018]第2号），2019年1月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现实际存栏2000多头母猪，200头公猪，5000头猪仔，出栏180头猪
仔，养殖场畜禽粪污采用资源化利用，将粪污转给他人用于灌溉百香
部分属实 果园，因在灌溉过程未遮盖，导致粪污气味影响到附近村民。2019年
5月6日，该公司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其废气进行检测，检测结果符
合排放限值。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安溪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要求泉州佑康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加强日常管理，将粪污循环使用，禁止将粪污输送给他
人用于灌溉，做好场内密闭，确保养殖废气不影响周边居民。

安溪生态环
境局

安溪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联合雅兴村环保网格员进行现场调查核
实。经排查，雅兴村石仔寨安置房共有14家小型铁件加工点（属于家
庭小作坊），主要从事铁件工艺品简单生产加工，铁件切割、焊接、
打磨会产生噪声。
2019年4月25日，安溪生态环境局联合城厢镇政府、村委会在雅
兴村召开雅兴村石仔寨安置房租赁铁件加工点短期作息时间及长远异
部分属实
地搬迁协调会，安置房所有权人均到场参与。协调会上达成初步共
识，要求铁件加工点限期完成异地搬迁，在过渡期内，要求出租人共
同监督这14家铁件加工点作息时间，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同时要
求安置房所有权人对不予配合承租人立即终止租赁合同，不能因生产
影响到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
下一步，安溪生态环境局将加强跟踪检查。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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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养猪场严重，影响村民的生活臭
气熏天，对当地空气污染很大，
福建省泉
1904293505 2019-04-29
粪水，四处流，望上级领导明查
州市安溪
幼康养殖场
恶臭/异味
24011279
16:53:06
本人举报纯属真是并非造谣，上
县
面图片是真实养殖场的照片，还
村民一个健康环保生活环境

私人养殖场建在当地村庄附近对
福建省泉
当地造成严重生态破坏臭气冲
1904293505 2019-04-29
州市安溪
幼康养殖场 天，严重影响村民生活，粪水四 恶臭/异味
24011289
17:03:40
县
处流，望上集领导明查，此猪场
规模猪三千头，

行业类别

畜禽养殖

畜禽养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办结意见

安溪生态环
境局

2019年5月16日，安溪生态环境局依法对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
公司进行现场检查。2018年2月，该公司通过原安溪县环保局环境影
响评价审批（安环审[2018]第2号），2019年1月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现实际存栏2000多头母猪，200头公猪，5000头猪仔，出栏180头猪
仔，养殖场畜禽粪污采用资源化利用，将粪污转给他人用于灌溉百香
部分属实 果园，因在灌溉过程未遮盖，导致粪污气味影响到附近村民。2019年
5月6日，该公司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其废气进行检测，检测结果符
合排放限值。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安溪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要求泉州佑康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加强日常管理，将粪污循环使用，禁止将粪污输送给他
人用于灌溉，做好场内密闭，确保养殖废气不影响周边居民。

安溪生态环
境局

2019年5月16日，安溪生态环境局依法对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
公司进行现场检查。2018年2月，该公司通过原安溪县环保局环境影
响评价审批（安环审[2018]第2号），2019年1月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现实际存栏2000多头母猪，200头公猪，5000头猪仔，出栏180头猪
仔，养殖场畜禽粪污采用资源化利用，将粪污转给他人用于灌溉百香
部分属实 果园，因在灌溉过程未遮盖，导致粪污气味影响到附近村民。2019年
5月6日，该公司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其废气进行检测，检测结果符
合排放限值。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安溪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要求泉州佑康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加强日常管理，将粪污循环使用，禁止将粪污输送给他
人用于灌溉，做好场内密闭，确保养殖废气不影响周边居民。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行业类别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办结意见

被投诉项目为泉州市万兴重工设备有限公司，位于霞美镇滨江基
地，主要从事汽车配件生产，2019年3月建成投产，该公司的环评手
续于2019年4月22日通过审批（南环〔2019〕101号），尚未办理环保
“三同时”竣工验收。
2019年5月7日，南安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
主要生产设备：网带式淬火炉1台，数控镗床5台，钻床6台，压链机2
台，数控车床16台，铣床4台，磨床3台，喷漆生产线2条；主要生产
工艺：铸坯→粗车→中频→精车→亚铜套→电焊→装配→试压→注油
→压装→注油→喷漆。现场检查时，该公司的冷却塔空压机距离民居
较近，空压机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对周边环境产生一定影响；淬火
炉24h生产，生产过程产生的噪声对周边环境产生一定影响。现场检
查时，喷漆工序尚未投入生产，配套的废气处理设施正在安装。
南安生态环境局于2019年5月9日下达限期整改通知（南环保察〔
2019〕60号），责令该公司：1.抓紧办理环保“三同时”竣工验收，
整改验收前不得投入生产；2.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降频降噪，减少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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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泉
泉州市万兴
1904293505 2019-04-29
州市南安
重工设备有 白天，夜间噪音扰民，有异味。
83011623
22:25:50
市
限公司

54

风机去年就已经改为悬挂式，一
点效果都没有，整个房子让被震
得嗡嗡响，为什么环保局始终选
福建省泉
渝烤记烧烤
1904303505 2019-04-30
择包庇，为什么环保局竟然会过 社会生活/ 住宿/餐饮/娱 丰泽生态环
州市丰泽
店和丰泽区
03010847
11:44:27
分到拿去年无效的整改措施来忽 娱乐噪声
乐业
境局
区
环保局
悠我们老百姓!!!为什么环保局
始终不作为!为什么环保局愿意
充当这种无良商家的保护伞!!!

2019年5月13日，丰泽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再次进行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时，该烧烤店已对厨房风机再次增加隔音材料。
部分属实
根据现场检查的情况，丰泽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要求该店进一步
做好隔音降噪措施，对厨房墙体增加隔音材料，避免扰民。

该工厂24小时工作，噪音很大严
重扰民，我们没办法正常休息，
福建省泉
伟煌（南
1904303505 2019-04-30
特别是小孩子上学没办法好好休
州市南安
安）模具有
83011477
22:56:28
息，严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市
限公司
请尽快处理，特别是我们打完投
诉电话，隔天声音更大

经排查，被投诉项目为伟煌（南安）模具有限公司，位于溪美街
道成功开发区，主要从事阀门模具生产，于2017年1月投入生产，该
公司项目环评于2010年7月19日通过审批（南环〔2010〕511号）,于
2018年7月4日通过自主验收（闽海峡环检〔2018〕第A07005号）。
部分属实
2019年5月10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主要生产设备：
车床1台、钻床1台、铣床5台；主要生产工艺：钢材→机加工→成品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南安生态环境局现场责令该公司调整作业时间，夜间不得生产。
该公司已按要求合理安排生产作业，目前暂未再接到相关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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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噪声

工业噪声

其他

其他

南安生态环
境局

南安生态环
境局

属实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56

57

污染描述

福建省泉
港塔溪，洋
1905013505 2019-05-01
州市晋江
仔坑水库及 什么青山碧水都是骗人的
82010765
12:26:12
市
水库上流

污染类型

工业废水

行业类别

其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晋江生态环
境局

福建省泉
霞张花园美 年年有鱼厨房抽烟机，炉灶，噪 油烟,社会
1905023505 2019-05-02
住宿/餐饮/娱 惠安生态环
州市惠安
食街，年年 音震动大，尤其是夜晚严重影响 生活/娱乐
21010486
12:22:50
乐业
境局
县
有鱼餐馆 我们休息
噪声

58

福建省泉
福建南安市 染板厂，天天到晚上发出恶臭，
1905023505 2019-05-02
恶臭/异味,
州市南安
港丰石材有 染板车间一直都有染，是关门在
83010568
15:01:42
工业噪声
市
限公司
染从没有拆掉

59

福建省泉
泉州市鲤城 长期大量露天喷漆，不加装处理
1905023505 2019-05-02
州市鲤城
大成机械有 设备，油漆随风飘散污染四周， 恶臭/异味
02010584
15:20:46
区
限公司
切割金属，粉尘污染。

其他

南安生态环
境局

其他

鲤城生态环
境局

不属实

办结意见
2019年5月8日，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根据投诉人所诉情况到
现场进行排查。经查，因在修建市域8号路港塔溪段的过程中，由于
施工队不慎将污水管网管道挖破，导致市政管网废水流入港塔溪。目
前英林镇政府已组织人员对管道进行抢修，并加快施工进度。晋江生
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同时对港塔溪洋仔坑支流进行巡查，未发现水质异
常。
2019年5月13日，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再次到现场巡查，未
发现水质异常的现象。
下一步，晋江生态环境局将加大对工业区及洋仔坑支流上游涉水
污染源的排查，一旦发现违法排污行为将依法查处。

经调查，投诉者反映的年年有鱼餐饮店位于螺城镇霞张社区美食
街B区3幢11号店 ，主要从事餐饮制售，该店于2012年10月开始营
业，面积60平方米，员工2人，厨房有1个炭烤炉，2个灶头。
2019年4月15日，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店正
部分属实
在营业，厨房油烟经集气罩收集后排入店前地下管网,鼓风机运行时
产生一定噪声。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和环保相关法律法规，惠安生态环境局已对该
店进行立案查处。

不属实

被投诉项目为福建南安市港丰石材有限公司，位于前梧村东山自
然村（南联石材集中区），主要从事石板材加工，2017年正式投入生
产，该公司项目环评于2013年7月23日通过原南安市环保局审批（南
环[2013]276号），2017年10月27日通过“三同时”验收（南环验
[2017]98号）。
2019年5月16日，南安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
。主要生产设备：2台仿形机、2台大切机、2台自动磨机、8台桥切、
3台红外线切边机、染板车间1个等；主要生产工艺：花岗岩荒料→切
割→磨光→修边→成品。配套有废水沉淀处理设施，生产废水循环使
用，未发现外排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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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染
板车间未在生产，染池内未见染液，部分烘干炉已拆除，现场无生产
迹象。
南安生态环境局将加强对该企业加强监管，若发现环境违法行
为，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属实

2019年5月15日，鲤城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赴现场调查，经查为
泉州市鲤城大成机械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从事工程机械配件加工，
现场检查时未在喷漆，但有喷漆痕迹。2019年5月24日，鲤城生态环
境局执法人员依法对该公司喷漆设备进行查封。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60

61

62

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不知道烤漆设备在哪里，汽车喷
福建省泉
1905023505 2019-05-02 东兴汽车维 漆时总能闻到一股浓浓的油漆
州市惠安
恶臭/异味
21010689
17:48:19
修
味，恶臭在空气中飘散，严重影
县
响旁边居民。

福建省泉
1905023505 2019-05-02 泛科轴承集
州市南安
排放带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
83010999
23:29:07 团有限公司
市

1.该工厂边原已有众多居民住
户，建厂后投放大型高噪音机
台，全年几乎午休运行。
2.大型机台运行，高震动，高噪
音，无休止，严重影响附近居民
夜间休息生活。
福建省泉
1905033505 2019-05-03 真泰尔陶瓷 3.如此高噪音，让辛苦一日后的
州市德化
26010098
05:25:31
有限公司 人们无法充分休息，精神状态欠
县
佳，生命健康收到严重威胁
4.经向该公司反馈无效：联名投
诉，要求11：00-6.00进行停止
作业，未有任何见效。
请有关部门介入调查：恳请夜间
休息时间段，强制停止作业！还

恶臭/异味,
工业废气

工业噪声

行业类别

其他

其他

其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办结意见

惠安生态环
境局

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于2019年5月16日到现场进行核查，被
投诉对象为东兴汽车维修店，现场检查时，该汽修店正在营业，主要
部分属实 从事汽车维修，占地面积约80平方米，现场无喷漆烤漆设备，未闻到
喷漆异味。
惠安生态环境局要求该店不得进行露天喷漆作业。

南安生态环
境局

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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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带座外球面轴承加工生产，于1969年建成投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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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通过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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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套于2017年10月通过原南安市环保局
审批（南环〔2017〕108号），并于2018年1月30日自行组织验收。
2019年5月5日夜间22时左右，南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
时，该公司处于停产状态，主要生产设备：外球面轴承装配组装线1
条，主要生产工艺：原材料→铸造→车加工→热处理→磨加工→抛光
→成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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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未发现臭味扰
民问题。
南安生态环境局要求该公司夜间22时后不得生产，同时加强对环
保设施的管理，确保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属实

2019年5月10日，德化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福建省德化真泰尔
陶瓷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该公司已办理相关环保手续（德环审
[2001]48号、德环验[2010]12号），现场检查时，该公司瓷土加工车
间正在生产，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噪音对周边环境有一定的影响。德化
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要求该公司采取隔音降噪措施，并限时作业，避
免扰民。

德化生态环
境局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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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泉港区南埔
福建省泉
镇柯厝火电 晚上洗沙严重影响周边居民休息
1905033505 2019-05-03
工业噪声,
州市泉港
厂旁洗沙厂 及影响公路卫生，洗沙完水未处
05010171
07:44:37
洗沙污染
区
红富士酒楼 理直接排水沟
旁

福建省泉
处理排放一次比一次恶臭，现今
1905043505 2019-05-04
州市鲤城
恒容冶炼厂 还大量排放，气味让人到恶心， 恶臭/异味
83010304
08:45:31
区
头晕脑胀，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行业类别

其他

其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办结意见

泉港生态环
境局

5月22日，泉港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该沙场进行检查。该沙场
位于泉港区南埔镇柯厝村红富士酒楼斜对面，靠近省道一侧，主要从
事沙子清洗加工。现场检查时，该洗沙场未进行生产作业，现场主要
设备为：洗沙设备一台，铲车一部。经与南埔镇工作人员核实，业主
为柯伟斌，未办理任何生产经营手续。
部分属实
鉴于该沙场未办理相关手续，泉港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其
进行查封。随后，泉港生态环境局对其下发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要求当事人在办理相关手续前不得投入生产作业。同时，泉港生
态环境局也将相关情况函告南埔镇人民政府以依法对该沙场进行查处
。

鲤城生态环
境局

鲤城生态环境局联合常泰街道对五七农场进行排查，该片区共有
各类型企业24家，主要是机械加工和物流行业，主要产生大气影响的
工艺为热处理、钢铁熔炼铸造、喷漆和酸洗。根据逐一摸排情况，鲤
城生态环境局对存在违法行为的泉州市鲤城宏鑫金属表面加工有限公
司和鲤城区旭日升机械厂2家企业进行行政处罚，对泉州远辉经编有
限公司等4家企业进行查封，对鲤城区胜利拉铁厂1家企业进行了停产
限产，并严格要求相关企业针对其废水、废气、危废管理等存在问题
开展整改。
2018年7月5日，鲤城生态环境局到中骏四季康城开展群众接访，
征求群众意见，并尝试通过闻臭味的方式摸清废气气味、来源，以初
步判定其工艺类型。由于废气排放时间的不确定性，执法人员并未实
际闻到五七农场方向飘来的废气和臭味。在现场向群众了解废气气味
时，有反映铸铁味、塑料味、农药味等。鉴于风向的不确定性、味道
的不确定性，常规的污染源排查已失去明确目标。为此，鲤城生态环
境局采取了大气环境监测手段，一是委托福建省科瑞环境检测有限公
部分属实 司于今年7月27日凌晨对鲤城区旭日升机械厂和鲤城区国鑫机械配件
厂的厂界外围无组织排放废气的VOCS和臭气浓度进行监测，结果显示
为达标排放；对中骏四季康城2期12#楼顶（24楼）空气质量检测结果
显示为臭气未检出，VOCS浓度在0.089至0.147mg/m3。二是运用科技
手段，于9月12日和10月19日对五七农场片区和周边开展了2次走航监
测，亦未发现废气指标明显异常情况。三是走访铸造行业专家，对铸
造行业新工艺、新设备进行学习、了解，发现鲤城区国鑫机械配件厂
擅自变更原环评工艺，将普通铸造砂改变成覆膜砂，使用覆膜砂铸造
成型，鲤城生态环境局立即依法查封该公司超环评的中频炉和新增加
的射芯机、自动造型机。在落实完上述整治举措之后，仍时有四季康
城居民投诉废气污染问题，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鲤城生态环境
局派监察大队和监测站人员在22：00至次日02：00时段蹲点四季康城
二期和五七农场，与四季康城业主、物业沟通分析情况，但经过为期
数天的蹲守没有发现异常现象。
今年鲤城生态环境局联合常泰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对五七农场片区
企业进行全面梳理检查、综合治理，对超环评生产设备责令企业限期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行业类别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办结意见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晋江市恒兆鞋业有限公司，位于陈埭镇溪边
村，主要从事鞋垫生产，主要生产设备：冲床2台、稳型机5台，已办
理环保违规项目备案手续。
2019年5月8日，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项目正
在生产，现场废气治理设施正在运行。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要求晋江市恒兆鞋
业有限公司合理控制生产时间，加强减震降噪措施，降低对周边环境
影响。
后续，晋江生态环境局将继续跟踪检查。

65

福建省泉
经常连续的24小时机器连班的运
1905043505 2019-05-04 晋江恒兆鞋
州市晋江
作，产生严重的噪音，严重的影
82010855
21:20:43
材
市
响睡眠，

工业噪声

其他

晋江生态环
境局

66

福建省泉
陶瓷学院后 那个加工厂白天没生产，晚上偷
1905043505 2019-05-04
州市德化
面的石膏加 偷生产，没有任何除尘措施，没
26010860
21:25:48
县
工厂
有任何相关手续，

粉尘

其他

德化生态环
境局

2019年5月16日，德化生态环境局组织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部分属实 现场检查发现该石膏已停产，生产设备正在拆除中。后续，德化生态
环境局将继续跟踪检查，确保其不再生产，停止违法排污行为。

67

违法汽车拆解黑作坊，工业垃圾
福建省泉
恶臭/异味,
1905053505 2019-05-05 星源良电器 往生活垃圾里倒，机油随便倒在
州市南安
有毒有害危
83010388
09:31:18
行
土地里，解体的时候经常有浓浓
市
险品
的黑烟！

南安生态环
境局

不属实

2019年5月8日，南安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经核实南大路60号为
星源良电器行，主要从事电器经销，未发现汽车拆解黑作坊，执法人
员多次拨打投诉人所留联系方式，均处于关机状态，执法人员无法进
一步获取汽车拆解点的实际位置。
南安生态环境局将加大排查力度，一经发现将依法依规查处。

不属实

经排查，被投诉项目为陈霞阳家具厂，位于南安市洪梅镇霞峰村
扬星18号，主要从事家具生产加工，于2013年5月建成并投产，未办
理环评审批手续。
2019年5月21日，南安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时，该家具厂处于停
产状态，现场生产设备已搬迁。
南安生态环境局将联合洪梅镇政府加强巡查，如发现该家具厂擅
自恢复生产，将做进一步查处。

68

69

福建省泉
白天噪声严重，影响居民休息， 恶臭/异味,
1905053505 2019-05-05 陈霞阳家具
州市南安
喷漆气味刺鼻，长期呼吸，影响 工业废气,
83011162
16:48:49
厂
市
身心健康。
工业噪声

湘印象餐馆
福建省泉
（惠安县螺
1905053505 2019-05-05
州市惠安
城镇南阳路
21011205
17:06:24
县
金石花园小
区）

其他

其他

南安生态环
境局

@二号楼502 代表业主感谢你的
热心帮忙！！！
污染地址:螺城镇金石花园一号
楼“老字号面线糊”
住宿/餐饮/娱 惠安生态环
污染类型:油烟
油烟,脏乱
乐业
境局
污染描述:湘印象餐馆商户长期
以来把油烟排气扇对准了金石花
园一号楼的人行过道，油烟跟厨
房的异味直接排入小区，给金石
花园业主的生活环境带来长期的

属实

经调查，湖南大碗菜（湘印象餐饮店）位于螺城镇世纪大道金石
花园一期3号楼12号，惠安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时，该店已安装油烟
部分属实 净化装置，执法人员发现其将部分调味品放在窗台上，且有滴漏现象
。惠安生态环境局要求该店作业时厨房东侧窗户应关闭，防止油烟外
溢，窗台上不得存放调味品并立即对窗外滴漏痕迹进行清洗。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70

71

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强烈投诉恒容冶炼厂，先前组队
业主们都有确认过味道是从恒容
福建省泉
工业废水,
1905063505 2019-05-06
冶炼厂排发出的气味，希望相关
州市鲤城
恒容冶炼厂
恶臭/异味,
83010826
10:07:48
部门劝说搬迁厂房，周围居们苦
区
工业废气
不堪言，水深火热的生活，切勿
引起暴力事件才重视！

福建省泉
泉州市好来 污水未经处理随意排放，污染河
1905063505 2019-05-06
州市南安
星餐具清洁 流，臭气熏天，严重影响周边附
83010854
10:23:06
市
有限公司 近居民的正常生活！

工业废水

行业类别

其他

其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办结意见

鲤城生态环
境局

鲤城生态环境局联合常泰街道对五七农场进行排查，该片区共有
各类型企业24家，主要是机械加工和物流行业，主要产生大气影响的
工艺为热处理、钢铁熔炼铸造、喷漆和酸洗。根据逐一摸排情况，鲤
城生态环境局对存在违法行为的泉州市鲤城宏鑫金属表面加工有限公
司和鲤城区旭日升机械厂2家企业进行行政处罚，对泉州远辉经编有
限公司等4家企业进行查封，对鲤城区胜利拉铁厂1家企业进行了停产
限产，并严格要求相关企业针对其废水、废气、危废管理等存在问题
开展整改。
2018年7月5日，鲤城生态环境局到中骏四季康城开展群众接访，
征求群众意见，并尝试通过闻臭味的方式摸清废气气味、来源，以初
步判定其工艺类型。由于废气排放时间的不确定性，执法人员并未实
际闻到五七农场方向飘来的废气和臭味。在现场向群众了解废气气味
时，有反映铸铁味、塑料味、农药味等。鉴于风向的不确定性、味道
的不确定性，常规的污染源排查已失去明确目标。为此，鲤城生态环
境局采取了大气环境监测手段，一是委托福建省科瑞环境检测有限公
部分属实 司于今年7月27日凌晨对鲤城区旭日升机械厂和鲤城区国鑫机械配件
厂的厂界外围无组织排放废气的VOCS和臭气浓度进行监测，结果显示
为达标排放；对中骏四季康城2期12#楼顶（24楼）空气质量检测结果
显示为臭气未检出，VOCS浓度在0.089至0.147mg/m3。二是运用科技
手段，于9月12日和10月19日对五七农场片区和周边开展了2次走航监
测，亦未发现废气指标明显异常情况。三是走访铸造行业专家，对铸
造行业新工艺、新设备进行学习、了解，发现鲤城区国鑫机械配件厂
擅自变更原环评工艺，将普通铸造砂改变成覆膜砂，使用覆膜砂铸造
成型，鲤城生态环境局立即依法查封该公司超环评的中频炉和新增加
的射芯机、自动造型机。在落实完上述整治举措之后，仍时有四季康
城居民投诉废气污染问题，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鲤城生态环境
局派监察大队和监测站人员在22：00至次日02：00时段蹲点四季康城
二期和五七农场，与四季康城业主、物业沟通分析情况，但经过为期
数天的蹲守没有发现异常现象。
今年鲤城生态环境局联合常泰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对五七农场片区
企业进行全面梳理检查、综合治理，对超环评生产设备责令企业限期

南安生态环
境局

被投诉对象泉州市好来星餐具清洁有限公司位于梅山镇明新村1
号，主要从事餐具清洁，2019年4月建成并投入生产，未办理环评审
批手续。
2019年5月7日，南安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处于停产状
态，主要生产设备：餐具清洁生产线1条、燃烧生物质颗粒锅炉1台
等；主要生产工艺：餐具→清洗→烘干→消毒→包装。该公司配套建
设沉淀池2格，锅炉未配套废气处理设施。
南安生态环境局当场下达环境监察通知书，责令该公司不得擅自
恢复生产。2019年5月21日，南安生态环境局对其生产电源进行查封
。2019年5月29日回访检查时，该公司处于停产状态，封条完整。

属实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72

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四季康城臭气污染严重多次投诉
无果，投诉多次，处理多次，都
没有从根本去解决问题。最近几
天该工厂臭气污染又随意排放，
业主经常在半夜凌晨被毒臭气呛
福建省泉
1905063505 2019-05-06 五七农厂内 醒，引发呼吸道疾病。中骏四季
州市鲤城
恶臭/异味
83010972
11:54:35
的某工厂 康城一期二期共有业主3千至4千
区
户，望领导们重视臭气污染这个
问题，还康城人民一片干净的空
气。中骏四季康城空气环境堪
忧，人民生命安全堪忧。望领导
重视，从根本去解决问题。

行业类别

其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鲤城生态环
境局

办结意见

鲤城生态环境局联合常泰街道对五七农场进行排查，该片区共有
各类型企业24家，主要是机械加工和物流行业，主要产生大气影响的
工艺为热处理、钢铁熔炼铸造、喷漆和酸洗。根据逐一摸排情况，鲤
城生态环境局对存在违法行为的泉州市鲤城宏鑫金属表面加工有限公
司和鲤城区旭日升机械厂2家企业进行行政处罚，对泉州远辉经编有
限公司等4家企业进行查封，对鲤城区胜利拉铁厂1家企业进行了停产
限产，并严格要求相关企业针对其废水、废气、危废管理等存在问题
开展整改。
2018年7月5日，鲤城生态环境局到中骏四季康城开展群众接访，
征求群众意见，并尝试通过闻臭味的方式摸清废气气味、来源，以初
步判定其工艺类型。由于废气排放时间的不确定性，执法人员并未实
际闻到五七农场方向飘来的废气和臭味。在现场向群众了解废气气味
时，有反映铸铁味、塑料味、农药味等。鉴于风向的不确定性、味道
的不确定性，常规的污染源排查已失去明确目标。为此，鲤城生态环
境局采取了大气环境监测手段，一是委托福建省科瑞环境检测有限公
部分属实 司于今年7月27日凌晨对鲤城区旭日升机械厂和鲤城区国鑫机械配件
厂的厂界外围无组织排放废气的VOCS和臭气浓度进行监测，结果显示
为达标排放；对中骏四季康城2期12#楼顶（24楼）空气质量检测结果
显示为臭气未检出，VOCS浓度在0.089至0.147mg/m3。二是运用科技
手段，于9月12日和10月19日对五七农场片区和周边开展了2次走航监
测，亦未发现废气指标明显异常情况。三是走访铸造行业专家，对铸
造行业新工艺、新设备进行学习、了解，发现鲤城区国鑫机械配件厂
擅自变更原环评工艺，将普通铸造砂改变成覆膜砂，使用覆膜砂铸造
成型，鲤城生态环境局立即依法查封该公司超环评的中频炉和新增加
的射芯机、自动造型机。在落实完上述整治举措之后，仍时有四季康
城居民投诉废气污染问题，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鲤城生态环境
局派监察大队和监测站人员在22：00至次日02：00时段蹲点四季康城
二期和五七农场，与四季康城业主、物业沟通分析情况，但经过为期
数天的蹲守没有发现异常现象。
今年鲤城生态环境局联合常泰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对五七农场片区
企业进行全面梳理检查、综合治理，对超环评生产设备责令企业限期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73

福建恒容冶
金机械发展
福建省泉
有限公司 福
1905063505 2019-05-06
州市鲤城
建省泉州市
83010978
12:04:43
区
南安市南环
路五七农场
内

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大半夜经常有臭气，早上起床门
都不敢开，晚上衣服都不敢晾外
面，不然会有股味道，严重危害
恶臭/异味
人身安全，而且这边小区老人小
孩特别多，小孩子抵抗力弱，怕
给小孩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行业类别

其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鲤城生态环
境局

办结意见

鲤城生态环境局联合常泰街道对五七农场进行排查，该片区共有
各类型企业24家，主要是机械加工和物流行业，主要产生大气影响的
工艺为热处理、钢铁熔炼铸造、喷漆和酸洗。根据逐一摸排情况，鲤
城生态环境局对存在违法行为的泉州市鲤城宏鑫金属表面加工有限公
司和鲤城区旭日升机械厂2家企业进行行政处罚，对泉州远辉经编有
限公司等4家企业进行查封，对鲤城区胜利拉铁厂1家企业进行了停产
限产，并严格要求相关企业针对其废水、废气、危废管理等存在问题
开展整改。
2018年7月5日，鲤城生态环境局到中骏四季康城开展群众接访，
征求群众意见，并尝试通过闻臭味的方式摸清废气气味、来源，以初
步判定其工艺类型。由于废气排放时间的不确定性，执法人员并未实
际闻到五七农场方向飘来的废气和臭味。在现场向群众了解废气气味
时，有反映铸铁味、塑料味、农药味等。鉴于风向的不确定性、味道
的不确定性，常规的污染源排查已失去明确目标。为此，鲤城生态环
境局采取了大气环境监测手段，一是委托福建省科瑞环境检测有限公
部分属实 司于今年7月27日凌晨对鲤城区旭日升机械厂和鲤城区国鑫机械配件
厂的厂界外围无组织排放废气的VOCS和臭气浓度进行监测，结果显示
为达标排放；对中骏四季康城2期12#楼顶（24楼）空气质量检测结果
显示为臭气未检出，VOCS浓度在0.089至0.147mg/m3。二是运用科技
手段，于9月12日和10月19日对五七农场片区和周边开展了2次走航监
测，亦未发现废气指标明显异常情况。三是走访铸造行业专家，对铸
造行业新工艺、新设备进行学习、了解，发现鲤城区国鑫机械配件厂
擅自变更原环评工艺，将普通铸造砂改变成覆膜砂，使用覆膜砂铸造
成型，鲤城生态环境局立即依法查封该公司超环评的中频炉和新增加
的射芯机、自动造型机。在落实完上述整治举措之后，仍时有四季康
城居民投诉废气污染问题，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鲤城生态环境
局派监察大队和监测站人员在22：00至次日02：00时段蹲点四季康城
二期和五七农场，与四季康城业主、物业沟通分析情况，但经过为期
数天的蹲守没有发现异常现象。
今年鲤城生态环境局联合常泰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对五七农场片区
企业进行全面梳理检查、综合治理，对超环评生产设备责令企业限期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74

福建省泉
1905063505 2019-05-06
州市鲤城
83010994
12:15:27
区

恒容

污染描述

四季康城2期后面半夜经常废气
很臭，多次反应无果

污染类型

恶臭/异味

行业类别

其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鲤城生态环
境局

办结意见

鲤城生态环境局联合常泰街道对五七农场进行排查，该片区共有
各类型企业24家，主要是机械加工和物流行业，主要产生大气影响的
工艺为热处理、钢铁熔炼铸造、喷漆和酸洗。根据逐一摸排情况，鲤
城生态环境局对存在违法行为的泉州市鲤城宏鑫金属表面加工有限公
司和鲤城区旭日升机械厂2家企业进行行政处罚，对泉州远辉经编有
限公司等4家企业进行查封，对鲤城区胜利拉铁厂1家企业进行了停产
限产，并严格要求相关企业针对其废水、废气、危废管理等存在问题
开展整改。
2018年7月5日，鲤城生态环境局到中骏四季康城开展群众接访，
征求群众意见，并尝试通过闻臭味的方式摸清废气气味、来源，以初
步判定其工艺类型。由于废气排放时间的不确定性，执法人员并未实
际闻到五七农场方向飘来的废气和臭味。在现场向群众了解废气气味
时，有反映铸铁味、塑料味、农药味等。鉴于风向的不确定性、味道
的不确定性，常规的污染源排查已失去明确目标。为此，鲤城生态环
境局采取了大气环境监测手段，一是委托福建省科瑞环境检测有限公
部分属实
司于今年7月27日凌晨对鲤城区旭日升机械厂和鲤城区国鑫机械配件
厂的厂界外围无组织排放废气的VOCS和臭气浓度进行监测，结果显示
为达标排放；对中骏四季康城2期12#楼顶（24楼）空气质量检测结果
显示为臭气未检出，VOCS浓度在0.089至0.147mg/m3。二是运用科技
手段，于9月12日和10月19日对五七农场片区和周边开展了2次走航监
测，亦未发现废气指标明显异常情况。三是走访铸造行业专家，对铸
造行业新工艺、新设备进行学习、了解，发现鲤城区国鑫机械配件厂
擅自变更原环评工艺，将普通铸造砂改变成覆膜砂，使用覆膜砂铸造
成型，鲤城生态环境局立即依法查封该公司超环评的中频炉和新增加
的射芯机、自动造型机。在落实完上述整治举措之后，仍时有四季康
城居民投诉废气污染问题，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鲤城生态环境
局派监察大队和监测站人员在22：00至次日02：00时段蹲点四季康城
二期和五七农场，与四季康城业主、物业沟通分析情况，但经过为期
数天的蹲守没有发现异常现象。
今年鲤城生态环境局联合常泰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对五七农场片区
企业进行全面梳理检查、综合治理，对超环评生产设备责令企业限期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75

福建恒容冶
金机械发展
福建省泉
有限公司 福
1905063505 2019-05-06
州市鲤城
建省泉州市 臭气熏天投诉无门！
02011007
12:29:37
区
南安市南环
路五七农场
内

76

违法汽车拆解黑作坊，工业垃圾
福建省泉
拆车黑工厂
恶臭/异味,
1905063505 2019-05-06
往生活垃圾里倒，机油随便倒在
州市丰泽
北峰工业区
有毒有害危
03011058
13:43:46
土地里，解体的时候经常有浓浓
区
宏福路89号
险品
的黑烟！

恶臭/异味

行业类别

其他

其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办结意见

鲤城生态环
境局

鲤城生态环境局联合常泰街道对五七农场进行排查，该片区共有
各类型企业24家，主要是机械加工和物流行业，主要产生大气影响的
工艺为热处理、钢铁熔炼铸造、喷漆和酸洗。根据逐一摸排情况，鲤
城生态环境局对存在违法行为的泉州市鲤城宏鑫金属表面加工有限公
司和鲤城区旭日升机械厂2家企业进行行政处罚，对泉州远辉经编有
限公司等4家企业进行查封，对鲤城区胜利拉铁厂1家企业进行了停产
限产，并严格要求相关企业针对其废水、废气、危废管理等存在问题
开展整改。
2018年7月5日，鲤城生态环境局到中骏四季康城开展群众接访，
征求群众意见，并尝试通过闻臭味的方式摸清废气气味、来源，以初
步判定其工艺类型。由于废气排放时间的不确定性，执法人员并未实
际闻到五七农场方向飘来的废气和臭味。在现场向群众了解废气气味
时，有反映铸铁味、塑料味、农药味等。鉴于风向的不确定性、味道
的不确定性，常规的污染源排查已失去明确目标。为此，鲤城生态环
境局采取了大气环境监测手段，一是委托福建省科瑞环境检测有限公
部分属实 司于今年7月27日凌晨对鲤城区旭日升机械厂和鲤城区国鑫机械配件
厂的厂界外围无组织排放废气的VOCS和臭气浓度进行监测，结果显示
为达标排放；对中骏四季康城2期12#楼顶（24楼）空气质量检测结果
显示为臭气未检出，VOCS浓度在0.089至0.147mg/m3。二是运用科技
手段，于9月12日和10月19日对五七农场片区和周边开展了2次走航监
测，亦未发现废气指标明显异常情况。三是走访铸造行业专家，对铸
造行业新工艺、新设备进行学习、了解，发现鲤城区国鑫机械配件厂
擅自变更原环评工艺，将普通铸造砂改变成覆膜砂，使用覆膜砂铸造
成型，鲤城生态环境局立即依法查封该公司超环评的中频炉和新增加
的射芯机、自动造型机。在落实完上述整治举措之后，仍时有四季康
城居民投诉废气污染问题，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鲤城生态环境
局派监察大队和监测站人员在22：00至次日02：00时段蹲点四季康城
二期和五七农场，与四季康城业主、物业沟通分析情况，但经过为期
数天的蹲守没有发现异常现象。
今年鲤城生态环境局联合常泰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对五七农场片区
企业进行全面梳理检查、综合治理，对超环评生产设备责令企业限期

丰泽生态环
境局

丰泽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于2019年5月24日进行现场检查，举报
人反映的工厂为“许成哲汽车拆解厂”，位于丰泽区宏福路89号，经
查，该厂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
根据现场检查的情况，丰泽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依法责令该厂立
即停止生产，在完善环保相关手续前，不得投入生产。

属实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77

远方纸制品有限公司锅炉烟气污
染，水乱排，固体垃圾乱倒，对
周边环境影响很大。锅炉排烟又
福建省泉
晋江市远方
1905063505 2019-05-06
没有设置烟囱。为何当地执法部 一般工业固
州市晋江
纸制品有限
82011152
14:56:55
门不责令企业停产整顿。该企业
废
市
公司
老板到处在社会上说污染就污染
有钱就好解决，反正从中是否有
什么内幕！！！望上级领导彻查

78

尊敬的市环保局领导:
泉州市好来星
餐具清洁有限公司，地址:福建
省泉州市南安市梅山镇明新村1
号(华源石化内)，该企业锅炉燃
烧生物质颗粒，没有除尘处理，
福建省泉
泉州市好来 颗粒物与氮氧化物严重超标，生
1905063505 2019-05-06
工业废水,
州市南安
星餐具清洁 产废水没有经污水设备处理直接
83011521
17:50:34
工业废水
市
有限公司 排放，cod等超标好几倍，对周
边的环境带来严重的影响，该企
业对国家环保视若无睹，未经合
法审批，任其正常经营排放污染
物，希望环保部门予以严厉整
治，重视该违法行为，还我们公
民一个良好的环境，谢谢！

79

该企业锅炉燃烧生物质颗粒没有
除尘处理，颗粒物与氮氧化物严
重超标，生废水没有经污水设备
处理直接排放，对周边的环境带
福建省泉
泉州市好来
1905073505 2019-05-07
来严重的影响，该企业对国家环
州市南安
星餐具清洁
83010656
09:56:59
保视若无睹，未经合法审批，任
市
有限公司
其正常经营排放污染物，希望环
保部门严厉整治，重视该违法行
为，还我公民一个合法合规环保
环境，谢谢！

工业废水

行业类别

其他

其他

其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办结意见

晋江生态环
境局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晋江市远方纸制品有限公司，位于内坑镇谭
头开发区，主要从事纸制品印刷加工，主要生产设备：印刷机4台、
上胶机1台、瓦楞机1台、压痕机2台、切纸机1台、单斜钉机10台、
2t/h燃煤蒸汽锅炉（型号为：DZG4-1.25-WⅡ2）1台，生产工艺为：
瓦楞纸或箱板纸→瓦楞→裱褙→烘干→裁切→印刷→开槽→压痕→订
钉→成品。该项目已办理环评审批手续（编号：晋环保2006年177号
补），正在办理项目竣工环保验收。
2019年04月22日，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项目
正在生产，配套的水处理设施正在运行。天然气锅炉已采购安装到
位，但天然气管道尚未铺设进场。现场检查时该公司锅炉正在运行，
部分属实
锅炉配套的麻石水膜除尘设备正在运行。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生态环境局责令该公司：一是抓紧完成
天然气锅炉替代，尽快完成自主环保竣工验收工作；二是加强对各项
污染防治设施的维护管理。
4月29日，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回访检查，该公司已加强污水
处理设施和锅炉水膜除尘设施的运行管理。执法人员现场要求该公司
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锅炉废气进行检测。后续，晋江生态环境局将
继续跟踪检查，视检测结果采取进一步措施。
5月21日，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约见该公司负责人，责令该
公司：停止燃煤锅炉的使用。该公司计划于近期停止锅炉运行。

南安生态环
境局

属实

被投诉对象泉州市好来星餐具清洁有限公司位于梅山镇明新村1号，
主要从事餐具清洁，2019年4月建成并投入生产，未办理环评审批手
续。
2019年5月7日，南安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处于停产状
态，主要生产设备：餐具清洁生产线1条、燃烧生物质颗粒锅炉1台
等；主要生产工艺：餐具→清洗→烘干→消毒→包装。该公司配套建
设沉淀池2格，锅炉未配套废气处理设施。
南安生态环境局当场下达环境监察通知书，责令该公司不得擅自
恢复生产。2019年5月21日，南安生态环境局对其生产电源进行查封
。2019年5月29日回访检查时，该公司处于停产状态，封条完整。

属实

被投诉对象泉州市好来星餐具清洁有限公司位于梅山镇明新村1
号，主要从事餐具清洁，2019年4月建成并投入生产，未办理环评审
批手续。
2019年5月7日，南安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处于停产状
态，主要生产设备：餐具清洁生产线1条、燃烧生物质颗粒锅炉1台
等；主要生产工艺：餐具→清洗→烘干→消毒→包装。该公司配套建
设沉淀池2格，锅炉未配套废气处理设施。
南安生态环境局当场下达环境监察通知书，责令该公司不得擅自
恢复生产。2019年5月21日，南安生态环境局对其生产电源进行查封
。2019年5月29日回访检查时，该公司处于停产状态，封条完整。

南安生态环
境局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80

81

福建省泉
1905073505 2019-05-07
州市晋江
82010790
11:11:06
市

锦兴皮厂

污染描述

东石安东路．锦兴皮厂工业污水
处理皮层的污水．外排导致整条
路上都是工业污水臭皮味．同实
污水流向水沟流向海去

污染类型

工业废水

福建省泉
东园镇东园派出所对面新时代音
州市泉州 1905083505 2019-05-08
社会生活/
建强休闲吧 乐会所每天晚上大半夜营业严重
台商投资 21010085
01:14:41
娱乐噪声
扰民
区

行业类别

其他

其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晋江生态环
境局

泉州台商投
资区环境与
国土资源局

办结意见

不属实

经查，投诉人所诉的锦兴皮革厂生产废水实际情况为生产废水经
设施处理后纳入市政管网排入泉荣远东污水处理厂进行二次处理。投
诉人反映的马路上水污染的情况，经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勘
查后发现，该问题系因安东园污水管网堵塞造成的，导致东石镇振东
工业园出现污水管网溢流现象。
晋江生态环境局已将污水管网问题告知东石镇政府协调处理。后
续，晋江生态环境局将加强对振东园区各家涉水企业的执法监管力度
。

属实

建强休闲吧位于泉州台商投资区东园镇龙苍村911号，为休闲娱
乐场所。2019年5月22日，泉州台商投资区环境与国土资源局进行现
场检查发现，休闲吧内虽配套有隔音降噪措施（隔音棉），但隔音效
果不够完善。
泉州台商投资区环境与国土资源局对建强休闲吧发出责令改正违
法行为通知书（泉台管环限改字〔2019〕042号），责令其加强管
理，进一步完善隔音设施。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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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下着雨从四季康城后山飘来阵阵
恶臭气体，让人闻着头晕目眩喉
咙发痒，该厂经常性趁着下雨和
福建省泉
位于五七农
1905083505 2019-05-08
晚上偷偷释放有机气体，严重影
州市鲤城
场恒容机械
恶臭/异味
83010915
13:04:05
响到四季康城及周边居民身心健
区
厂
康，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处理，还
人民青山绿水，还我们一个身心
健康！！！

行业类别

其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鲤城生态环
境局

办结意见

鲤城生态环境局联合常泰街道对五七农场进行排查，该片区共有
各类型企业24家，主要是机械加工和物流行业，主要产生大气影响的
工艺为热处理、钢铁熔炼铸造、喷漆和酸洗。根据逐一摸排情况，鲤
城生态环境局对存在违法行为的泉州市鲤城宏鑫金属表面加工有限公
司和鲤城区旭日升机械厂2家企业进行行政处罚，对泉州远辉经编有
限公司等4家企业进行查封，对鲤城区胜利拉铁厂1家企业进行了停产
限产，并严格要求相关企业针对其废水、废气、危废管理等存在问题
开展整改。
2018年7月5日，鲤城生态环境局到中骏四季康城开展群众接访，
征求群众意见，并尝试通过闻臭味的方式摸清废气气味、来源，以初
步判定其工艺类型。由于废气排放时间的不确定性，执法人员并未实
际闻到五七农场方向飘来的废气和臭味。在现场向群众了解废气气味
时，有反映铸铁味、塑料味、农药味等。鉴于风向的不确定性、味道
的不确定性，常规的污染源排查已失去明确目标。为此，鲤城生态环
境局采取了大气环境监测手段，一是委托福建省科瑞环境检测有限公
部分属实 司于今年7月27日凌晨对鲤城区旭日升机械厂和鲤城区国鑫机械配件
厂的厂界外围无组织排放废气的VOCS和臭气浓度进行监测，结果显示
为达标排放；对中骏四季康城2期12#楼顶（24楼）空气质量检测结果
显示为臭气未检出，VOCS浓度在0.089至0.147mg/m3。二是运用科技
手段，于9月12日和10月19日对五七农场片区和周边开展了2次走航监
测，亦未发现废气指标明显异常情况。三是走访铸造行业专家，对铸
造行业新工艺、新设备进行学习、了解，发现鲤城区国鑫机械配件厂
擅自变更原环评工艺，将普通铸造砂改变成覆膜砂，使用覆膜砂铸造
成型，鲤城生态环境局立即依法查封该公司超环评的中频炉和新增加
的射芯机、自动造型机。在落实完上述整治举措之后，仍时有四季康
城居民投诉废气污染问题，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鲤城生态环境
局派监察大队和监测站人员在22：00至次日02：00时段蹲点四季康城
二期和五七农场，与四季康城业主、物业沟通分析情况，但经过为期
数天的蹲守没有发现异常现象。
今年鲤城生态环境局联合常泰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对五七农场片区
企业进行全面梳理检查、综合治理，对超环评生产设备责令企业限期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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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今天下雨天气，某工厂又在排放
福建省泉
1905083505 2019-05-08 五七农厂内 毒臭气，望环保部门前来调查，
州市鲤城
恶臭/异味
83011021
15:01:12
的某工厂 还四季康城4000千多户人民一片
区
干净的的空气。

行业类别

其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办结意见

鲤城生态环
境局

鲤城生态环境局联合常泰街道对五七农场进行排查，该片区共有
各类型企业24家，主要是机械加工和物流行业，主要产生大气影响的
工艺为热处理、钢铁熔炼铸造、喷漆和酸洗。根据逐一摸排情况，鲤
城生态环境局对存在违法行为的泉州市鲤城宏鑫金属表面加工有限公
司和鲤城区旭日升机械厂2家企业进行行政处罚，对泉州远辉经编有
限公司等4家企业进行查封，对鲤城区胜利拉铁厂1家企业进行了停产
限产，并严格要求相关企业针对其废水、废气、危废管理等存在问题
开展整改。
2018年7月5日，鲤城生态环境局到中骏四季康城开展群众接访，
征求群众意见，并尝试通过闻臭味的方式摸清废气气味、来源，以初
步判定其工艺类型。由于废气排放时间的不确定性，执法人员并未实
际闻到五七农场方向飘来的废气和臭味。在现场向群众了解废气气味
时，有反映铸铁味、塑料味、农药味等。鉴于风向的不确定性、味道
的不确定性，常规的污染源排查已失去明确目标。为此，鲤城生态环
境局采取了大气环境监测手段，一是委托福建省科瑞环境检测有限公
部分属实 司于今年7月27日凌晨对鲤城区旭日升机械厂和鲤城区国鑫机械配件
厂的厂界外围无组织排放废气的VOCS和臭气浓度进行监测，结果显示
为达标排放；对中骏四季康城2期12#楼顶（24楼）空气质量检测结果
显示为臭气未检出，VOCS浓度在0.089至0.147mg/m3。二是运用科技
手段，于9月12日和10月19日对五七农场片区和周边开展了2次走航监
测，亦未发现废气指标明显异常情况。三是走访铸造行业专家，对铸
造行业新工艺、新设备进行学习、了解，发现鲤城区国鑫机械配件厂
擅自变更原环评工艺，将普通铸造砂改变成覆膜砂，使用覆膜砂铸造
成型，鲤城生态环境局立即依法查封该公司超环评的中频炉和新增加
的射芯机、自动造型机。在落实完上述整治举措之后，仍时有四季康
城居民投诉废气污染问题，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鲤城生态环境
局派监察大队和监测站人员在22：00至次日02：00时段蹲点四季康城
二期和五七农场，与四季康城业主、物业沟通分析情况，但经过为期
数天的蹲守没有发现异常现象。
今年鲤城生态环境局联合常泰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对五七农场片区
企业进行全面梳理检查、综合治理，对超环评生产设备责令企业限期

84

福建省泉
1905083505 2019-05-08
州市晋江
82011334
17:49:37
市

工业废水,
恶臭/异味,
烟尘

其他

晋江生态环
境局

属实

经查，被投诉对象系晋江永和毅夫豆腐加工厂，位于永和镇马坪
村，主要生产设备：传统手工豆腐生产线1条，该项目未办理环保相
关手续。
2019年5月13日，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加工
厂正在生产。
根据检查情况，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责令该豆腐加工
厂：停产整改，完善环保手续前不得擅自投入生产。
2019年5月22日，执法人员进行回访检查时，该加工厂未在生产
。后续，晋江生态环境局将继续加强回访检查。

85

石狮市永宁
红塔湾新修
的红塔湾旅 每天晚上10点过后都唱歌唱得很
福建省泉
1905083505 2019-05-08 游公路往石
社会生活/
州市石狮
大声，
81011610
22:30:36 永二路方向
娱乐噪声
市
而且唱得很晚
开了一家类
似农家乐的
娱乐场所

其他

石狮生态环
境局

不属实

经调查核实，投诉人反映的项目不是经营场所，而是所在地村民
跳广场舞的地点，不属实生态环境部门职责范围。

做豆腐

排放做豆腐的污水腐烂恶丑 锅
炉废气随意排放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86

87

88

污染描述

我投诉20余次，接近2个月，问
福建省泉
晋江市陈埭 题完全没解决，而且变本加厉，
1905083505 2019-05-08
州市晋江
镇宝树纸箱 噪音越来越大，排废气频率越来
82011703
23:11:59
市
厂
越高，24小时作业，陈埭镇环保
是在开玩笑的？

李卫人造水
池加工点、
福建省泉
优普涂料加
1905093505 2019-05-09
州市南安
工点和泉州
83011477
18:35:59
市
市大正绿色
建材有限公
司

污染类型

工业噪声

这是一家没有名称的化学产品生
产地下黑厂家，每天这个工厂都
门户紧闭，都不知道是做什么
工业废水,
的，已经持续几个月每天都散发 粉尘,恶臭/
出又臭又刺鼻的化学味道，又每
异味
天都会散发出很多粉尘，周边居
民都受不了，窗户都不敢开。

福建省泉
泉州市雄辉
1905093505 2019-05-09
喷漆太臭，噪音扰民。天天加班
州市南安
机械工贸有
恶臭/异味
83011551
19:51:43
很晚。影响正常休息
市
限公司

行业类别

其他

其他

其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晋江生态环
境局

南安生态环
境局

南安生态环
境局

办结意见

属实

被投诉对象实为泉州稳足鞋材有限公司，该项目位于陈埭镇，租
用于宝树纸箱厂内，主要从事PU生产，主要生产设备：PU流水线1条
、冲裁2台，该项目未办理环保相关手续。
2019年5月10日，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检查，现场检查
时该项目正在生产，现场未配套废气治理设施。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责令泉州稳足鞋材
有限公司立即停止生产，在完善环保手续，并配套完善治理设施前，
不得投入生产。后续，晋江生态环境局将继续跟踪检查。

属实

南安生态环境局法人员于2018年5月13日进行现场检查，经查，
投诉人反映的厂房内实际为李卫人造水池加工点、优普涂料加工点和
泉州市大正绿色建材有限公司。
李卫人造水池加工点位于水头镇文斗村凤东小区88号，主要从事
人造水池加工生产，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现场检查时该加工点正在
生产，现场生产设备：搅拌机1台、水池压铸机3台；主要生产工艺：
树脂、胶水→搅拌→压铸成型→包装→成品。该加工点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粉尘和气味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
优普涂料加工点位于水头镇文斗村凤东小区88号隔壁，主要从事
涂料加工，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现场检查时，该加工点未在生产，
主要生产设备：搅拌机3台；主要生产工艺：原料→搅拌→分装→产
品。该加工点生产过程产生的粉尘和气味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
。
泉州市大正绿色建材有限公司位于水头镇文斗村凤东开发区，主
要从事涂料和石材防水背胶的生产销售，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现场
检查时，该公司未在生产，主要生产设备：搅拌机1台；主要生产工
艺：原料→搅拌→分装→产品。该加工点生产过程产生的粉尘和气味
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
执法人员当场查封这三家工厂生产电源并责令这三家工厂不得擅
自恢复生产。2019年6月5日，南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再次对上述三
家企业进行检查，三家企业均未在生产，现场无工作人员，生产设备
尚未全部拆除。

被投诉对象为泉州市雄辉机械工贸有限公司，位于霞美镇滨江汽
配基地52号，主要从事混凝土及水泥制品机械制造，于2007年6月建
成投产，该公司项目环评于2007年6月15日通过原南安市环保局审批
（南环〔2007〕560号），并于2010年11月通过环保“三同时”竣工
验收（南环站验〔2010〕121号）。
2019年5月13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主要生产设备：
电焊机50台、气割机15台、钻床4台、车床5台、刨床3台、铣床4台；
部分属实
螺丝生产工艺：钢铸胚→机加工→滚丝→热处理（外协）→包装→成
品；水泥砖机、卫生巾机、结构件生产工艺：方钢、槽钢、角钢→割
→电焊→喷漆→组装→调试→成品。现场检查时，喷漆工序未在生
产，喷漆工序未配套处理设施，生产过程产生的喷漆废气和噪声，对
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南安生态环境局责令该公司喷漆工序配套相应的废气处理设施并
能达标排放后才可恢复生产，同时采取一定降频降噪措施，减少噪声
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污染描述

89

福建省泉
1905103505 2019-05-10
州市鲤城
02010404
06:08:06
区

90

土粉，噪音污染，他厂里的车要
天天要出来，把公路弄得很白，
都是土粉这已严重影响到我家已
经有一年多了，公路离我家只有
4,5,6米，拨打给泉州市环保局
福建省泉
福建省绿牌
1905103505 2019-05-10
或安溪县环保局，他们都推脱给
州市安溪
环保科技有
24010892
11:43:56
其他部门，你们可以派人下来调
县
限公司
查，也可以电话通知我，我们这
里都有噪音污染，烟尘，土粉这
些会比较严重，严重危害当地的
生态环境和日常生活，图片这里
还有，有的再别人的手机里

五七农场

污染类型

行业类别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办结意见

鲤城生态环
境局

鲤城生态环境局联合常泰街道对五七农场进行排查，该片区共有
各类型企业24家，主要是机械加工和物流行业，主要产生大气影响的
工艺为热处理、钢铁熔炼铸造、喷漆和酸洗。根据逐一摸排情况，鲤
城生态环境局对存在违法行为的泉州市鲤城宏鑫金属表面加工有限公
司和鲤城区旭日升机械厂2家企业进行行政处罚，对泉州远辉经编有
限公司等4家企业进行查封，对鲤城区胜利拉铁厂1家企业进行了停产
限产，并严格要求相关企业针对其废水、废气、危废管理等存在问题
开展整改。
2018年7月5日，鲤城生态环境局到中骏四季康城开展群众接访，
征求群众意见，并尝试通过闻臭味的方式摸清废气气味、来源，以初
步判定其工艺类型。由于废气排放时间的不确定性，执法人员并未实
际闻到五七农场方向飘来的废气和臭味。在现场向群众了解废气气味
时，有反映铸铁味、塑料味、农药味等。鉴于风向的不确定性、味道
的不确定性，常规的污染源排查已失去明确目标。为此，鲤城生态环
境局采取了大气环境监测手段，一是委托福建省科瑞环境检测有限公
部分属实 司于今年7月27日凌晨对鲤城区旭日升机械厂和鲤城区国鑫机械配件
厂的厂界外围无组织排放废气的VOCS和臭气浓度进行监测，结果显示
为达标排放；对中骏四季康城2期12#楼顶（24楼）空气质量检测结果
显示为臭气未检出，VOCS浓度在0.089至0.147mg/m3。二是运用科技
手段，于9月12日和10月19日对五七农场片区和周边开展了2次走航监
测，亦未发现废气指标明显异常情况。三是走访铸造行业专家，对铸
造行业新工艺、新设备进行学习、了解，发现鲤城区国鑫机械配件厂
擅自变更原环评工艺，将普通铸造砂改变成覆膜砂，使用覆膜砂铸造
成型，鲤城生态环境局立即依法查封该公司超环评的中频炉和新增加
的射芯机、自动造型机。在落实完上述整治举措之后，仍时有四季康
城居民投诉废气污染问题，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鲤城生态环境
局派监察大队和监测站人员在22：00至次日02：00时段蹲点四季康城
二期和五七农场，与四季康城业主、物业沟通分析情况，但经过为期
数天的蹲守没有发现异常现象。
今年鲤城生态环境局联合常泰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对五七农场片区
企业进行全面梳理检查、综合治理，对超环评生产设备责令企业限期

粉尘,工业
噪声,交通
非金属加工制 安溪生态环
噪声,噪音
造
境局
污染，土粉
烟尘等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福建省绿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于
2015年11月5日通过原安溪县环保局审批（安环审批[2015]69号），
于2018年6月完成自主验收。2019年5月16日，安溪生态环境局执法人
员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未在生产，厂区及厂区外道路整洁，未发现投
诉人投诉的情况。
安溪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要求该企业加强日常管理，确保恢复生
产后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之前有举报过，没有得到解决，
还是一样的味道，闻着难受，望 恶臭/异味
彻底解决，还我们清新空气

其他

不属实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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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93

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福建省泉
泉州市永发 铸造厂没有环评证 除尘设备 也 工业废气,
1905103505 2019-05-10
州市洛江
机械配件有 没有环保电炉 废渣直接倒公路 一般工业固
04011331
17:23:00
区
限公司
两边
废

泉州市晋江
空气污染，粉尘多，气味重，而
福建省泉
市新兴路5号
粉尘,恶臭/
1905133505 2019-05-13
且蒸汽一从屋顶大力喷出燥音大
州市晋江
天和橡胶公
异味,工业
82010249
22:02:15
而且覆盖整个路面，严重影响生
市
司(伍阳橡胶
废气,烟尘
活与办公
隔壁)

福建省泉
1905143505 2019-05-14
州市惠安
21010339
09:04:32
县

不认识

白天不作业，都是晚上十点左右
开始作业，到第二天四五点，噪 建设施工噪
音很大，机器运作声，车辆走动
声
声，严重影响休息！

行业类别

钢铁

其他

其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洛江生态环
境局

晋江生态环
境局

惠安生态环
境局

属实

属实

办结意见
被投诉对象为泉州市永发机械配件有限公司，位于洛江区河市镇
琯马公路98号，主要从事机械配件加工、铸件生产，未办理相关环保
手续。
2019年5月21日，洛江生态环境局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时，
该公司正在从事铸件生产，有中频炉一个，喷砂机一台，工人三个；
喷砂设备配套有除尘设施；生产产生的废渣倾倒在厂门口公路边。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洛江生态环境局责令该该公司：1、立即停
止生产；2、立即清理厂门口的废渣。针对该公司为无证无照加工
点，洛江生态环境局已函告河市镇人民政府牵头组织取缔（洛环保函
〔2019〕47号）。

经查，被投诉的化工厂系晋江市天和橡胶有限公司，位于陈埭镇
苏厝村，主要从事橡胶生产，主要生产设备：密炼机1台、开炼机2台
、生物质锅炉1台、过水机1台，未办理环保相关手续。
2019年5月20日，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时，该
项目正在生产，生物质锅炉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正在运行。
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开具《限期整改通知书》（晋环改
【2019】陈第75号），责令晋江市天和橡胶有限公司：完善环保手续
前，不得擅自恢复生产。后续，晋江生态环境局将继续跟踪检查。

2019年5月21日，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联合净峰镇政府工作
人员对投诉者反映的洗砂场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时该地点未在生
产。
2019年5月30日晚，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再次联合净峰镇政
部分属实 府工作人员再次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时该洗砂场正在生产。执法
人员责令洗砂场不得违规生产，该洗砂场已当场停止作业。
因无法确认洗砂场业主，惠安生态环境局于2019年5月31日发函
净峰镇政府，要求协助调查该洗砂场业主及其联系方式并函告惠安生
态环境局，待确定业主后，惠安生态环境局将作进一步查处。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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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96

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行业类别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福建省泉
泉州海丝野
1905143505 2019-05-14
空气污染太大导致附近居民无法
住宿/餐饮/娱 洛江生态环
州市洛江
生动物世界
恶臭/异味
04011236
11:10:21
正常生活
乐业
境局
区
有限公司

福建省泉
泉州海丝野
1905143505 2019-05-14
动物大小便处理不当，与村民生
住宿/餐饮/娱 洛江生态环
州市洛江
生动物世界
恶臭/异味
04011866
15:56:11
活区靠太近导致民怒
乐业
境局
区
有限公司

福建省泉
从后门排出大量的有味道的浓
1905143505 2019-05-14
州市晋江
囊坑烧烤店 烟，整个小区全部是烤肉难闻的
82013487
23:11:47
市
味道，而且全部是烟

油烟污染

其他

晋江生态环
境局

办结意见

属实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泉州海丝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位于洛江
区马甲镇新庵村，主要从事动物驯养、动物观赏、游乐园及餐饮等活
动。
2019年5月16日，洛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现场
检查时，该单位正在经营，该单位北侧有一处园区地块用于饲养鸵鸟
和绵羊，距离周边民房较近，该单位于2019年3月26日委托检测场界
无组织废气排放情况，检测结果达标。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洛江生态环境局要求该单位合理规划园区，
防止动物臭味扰民。
洛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于2019年5月16日联系投诉人一起前往
现场勘察，当场将检查与处理情况进行反馈，投诉人表示接受。
下一步，洛江生态环境局将联合马甲镇三级环保网格员加大对该
单位的环境监管力度，防止该单位污染周边环境。

属实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泉州海丝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位于洛江
区马甲镇新庵村，主要从事动物驯养、动物观赏、游乐园及餐饮等活
动。
2019年5月16日，洛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现场
检查时，该单位正在经营，该单位北侧有一处园区地块用于饲养鸵鸟
和绵羊，距离周边民房较近，该单位于2019年3月26日委托检测场界
无组织废气排放情况，检测结果达标。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洛江生态环境局要求该单位合理规划园区，
防止动物臭味扰民。
洛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于2019年5月16日联系投诉人一起前往
现场勘察，当场将检查与处理情况进行反馈，投诉人表示接受。
下一步，洛江生态环境局将联合马甲镇三级环保网格员加大对该
单位的环境监管力度，防止该单位污染周边环境。

不属实

经查，被投诉对象系晋江市梅岭陈建藻烧烤店，位于梅岭街道中
奥名雅居四号路7号店铺，主要从事餐饮烧烤营业，项目已完成环境
影响网上备案登记。
2019年5月17日，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该烧
烤店设置一台烧烤机，店内有配置油烟净化装置一台，烧烤时产生的
油烟经净化装置处理后通过管道排向外环境。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要求该烧烤店
定期对油烟净化装置进行维护，确保油烟经净化后排放。
后续，晋江生态环境局将继续加大执法巡查力度。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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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行业类别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福建省泉
地址南安市官桥镇新桥新城入口
1905143505 2019-05-14 成声演艺会
社会生活/ 住宿/餐饮/娱 南安生态环
州市南安
处，天天晚上，一直歌声吵耳，
83013649
23:54:04
所
娱乐噪声
乐业
境局
市
影响休息

办结意见

属实

被投诉项目实为成声演艺会所，位于官桥镇金桥新城。
2019年5月29日，南安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时，该会所未在营业
（营业时间为18点至凌晨）。会所夜间娱乐时，窗户打开，音响噪声
可能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
执法人员现场要求业主夜间娱乐时窗户关闭，进一步完善防震降
噪设施。
2019年6月3日回访检查时，该会所已采取相应隔音降噪措施，并
相应错开作息时间。

98

机台24小时不停产生的噪音严重
恶臭/异味,
福建省泉
晋江市永和 影响我们居民区的日常生活和睡
1905153505 2019-05-15
工业废气,
州市晋江
镇政府后盛 眠质量，一到半夜各种烟雾就像
82010419
08:27:53
烟尘,工业
市
欣化纤
是着火般从各个铁皮屋冒出排放
噪声
废气恶臭得让人头晕咳嗽

其他

晋江生态环
境局

不属实

经查，被投诉对象系福建盛欣化纤有限公司，位于永和镇古厝
村，主要从事化纤生产，主要生产设备：转鼓36台，连续过滤器
56台，该项目已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手续。
2019年5月23日，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公司
正在生产，已改用天然气锅炉全面代替燃煤锅炉。产生的废气主要来
源于挤出、喷胶、烘干等工序，噪音主要为车间内设备运行的机械噪
音。执法人员查阅该公司近期的废气及噪声监测报告（3月28日监
测，报告编号：STCT19032703H01），监测结果显示，废气的各项指
标及噪声均达标排放。
针对投诉人反映的废气和噪声问题，在监测达标排放的情况下，
该公司为进一步降低影响，计划对车间原有窗户进行密闭并加装隔音
绵，预计于5月底完成施工。
后续，晋江生态环境局将继续跟踪检查，督促该公司加强管理。

99

福建省泉
1905153505 2019-05-15
州市鲤城
祺祺冻品店 外机空调噪音很大。
02012510
22:01:10
区

社会生活/
娱乐噪声

其他

鲤城生态环
境局

属实

2019年5月17日晚，鲤城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赴现场调查，经查
为琪琪冻品店，现场检查时该店冻库外机噪音较大，执法人员现场要
求该店进行整改。5月18日，该店对空调外机机芯进行更换。

100

福建省泉
1905153505 2019-05-15
马达坏了，又靠近窗户，到了晚 社会生活/
州市鲤城
祺祺冻品店
02012626
23:13:23
上声音很大。
娱乐噪声
区

其他

鲤城生态环
境局

属实

2019年5月17日晚，鲤城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赴现场调查，经查
为琪琪冻品店，现场检查时该店冻库外机噪音较大，执法人员现场要
求该店进行整改。5月18日，该店对空调外机机芯进行更换。

属实

经查，被投诉对象系周坑村塑料加工点，主要生产设备：造粒生
产线1条，该项目未办理环保相关手续。
2019年5月7日，晋江生态环境局联合永和镇政府、电力部门对该
加工点实施强制断电，拆除其变压计量器；5月23日，执法人员对该
塑料加工点进行检查时，该加工点大门紧闭，但现场残留较重气味，
可能存在隐蔽生产迹象。
晋江生态环境局将该塑料加工点再次向永和镇政府通报，近日将
配合永和镇政府进一步打击取缔。5月29日，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
员回访检查时，该加工点已拆除主要生产设备。

101

福建省泉
1905163505 2019-05-16
州市晋江
82010459
08:18:19
市

塑料厂

工业废水,
粉尘,恶臭/
该厂在偷偷生产时总发出剌鼻的
异味,工业
味道和烟味
废气,烟尘,
工业噪声

其他

晋江生态环
境局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102

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鲤城五七农
福建省泉
1905163505 2019-05-16 场众多污染 天天臭气熏天，无法忍受了！请
州市鲤城
恶臭/异味
83011694
21:01:58 严重的机械 给予取缔！
区
厂

行业类别

其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鲤城生态环
境局

办结意见

鲤城生态环境局联合常泰街道对五七农场进行排查，该片区共有
各类型企业24家，主要是机械加工和物流行业，主要产生大气影响的
工艺为热处理、钢铁熔炼铸造、喷漆和酸洗。根据逐一摸排情况，鲤
城生态环境局对存在违法行为的泉州市鲤城宏鑫金属表面加工有限公
司和鲤城区旭日升机械厂2家企业进行行政处罚，对泉州远辉经编有
限公司等4家企业进行查封，对鲤城区胜利拉铁厂1家企业进行了停产
限产，并严格要求相关企业针对其废水、废气、危废管理等存在问题
开展整改。
2018年7月5日，鲤城生态环境局到中骏四季康城开展群众接访，
征求群众意见，并尝试通过闻臭味的方式摸清废气气味、来源，以初
步判定其工艺类型。由于废气排放时间的不确定性，执法人员并未实
际闻到五七农场方向飘来的废气和臭味。在现场向群众了解废气气味
时，有反映铸铁味、塑料味、农药味等。鉴于风向的不确定性、味道
的不确定性，常规的污染源排查已失去明确目标。为此，鲤城生态环
境局采取了大气环境监测手段，一是委托福建省科瑞环境检测有限公
部分属实 司于今年7月27日凌晨对鲤城区旭日升机械厂和鲤城区国鑫机械配件
厂的厂界外围无组织排放废气的VOCS和臭气浓度进行监测，结果显示
为达标排放；对中骏四季康城2期12#楼顶（24楼）空气质量检测结果
显示为臭气未检出，VOCS浓度在0.089至0.147mg/m3。二是运用科技
手段，于9月12日和10月19日对五七农场片区和周边开展了2次走航监
测，亦未发现废气指标明显异常情况。三是走访铸造行业专家，对铸
造行业新工艺、新设备进行学习、了解，发现鲤城区国鑫机械配件厂
擅自变更原环评工艺，将普通铸造砂改变成覆膜砂，使用覆膜砂铸造
成型，鲤城生态环境局立即依法查封该公司超环评的中频炉和新增加
的射芯机、自动造型机。在落实完上述整治举措之后，仍时有四季康
城居民投诉废气污染问题，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鲤城生态环境
局派监察大队和监测站人员在22：00至次日02：00时段蹲点四季康城
二期和五七农场，与四季康城业主、物业沟通分析情况，但经过为期
数天的蹲守没有发现异常现象。
今年鲤城生态环境局联合常泰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对五七农场片区
企业进行全面梳理检查、综合治理，对超环评生产设备责令企业限期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103

104

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该厂长期以来释放有机毒气，特
别是下雨天和晚上，严重影响到
四季康城人民的身心健康！！！
福建省泉
位于五七农
1905163505 2019-05-16
该毒气闻着让人窒息恶心想吐，
州市鲤城
场恒容机械
恶臭/异味
83011706
21:08:56
经久不散。已经过多次举报，任
区
厂
然未得到解决的，希望政府部门
能过测底解决此事，人民的希
望！！！

福建省泉
1905163505 2019-05-16
州市鲤城
02011740
21:39:42
区

川盛机械

每天在居民区大量生产热处理，
污染空气味道非常刺鼻，严重的
影响我们居民生活，特别是大半
夜生产污器吹进房了，整晚无法
睡觉，很严重困扰我们的生活

工业废气

行业类别

其他

其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鲤城生态环
境局

鲤城生态环
境局

办结意见

鲤城生态环境局联合常泰街道对五七农场进行排查，该片区共有
各类型企业24家，主要是机械加工和物流行业，主要产生大气影响的
工艺为热处理、钢铁熔炼铸造、喷漆和酸洗。根据逐一摸排情况，鲤
城生态环境局对存在违法行为的泉州市鲤城宏鑫金属表面加工有限公
司和鲤城区旭日升机械厂2家企业进行行政处罚，对泉州远辉经编有
限公司等4家企业进行查封，对鲤城区胜利拉铁厂1家企业进行了停产
限产，并严格要求相关企业针对其废水、废气、危废管理等存在问题
开展整改。
2018年7月5日，鲤城生态环境局到中骏四季康城开展群众接访，
征求群众意见，并尝试通过闻臭味的方式摸清废气气味、来源，以初
步判定其工艺类型。由于废气排放时间的不确定性，执法人员并未实
际闻到五七农场方向飘来的废气和臭味。在现场向群众了解废气气味
时，有反映铸铁味、塑料味、农药味等。鉴于风向的不确定性、味道
的不确定性，常规的污染源排查已失去明确目标。为此，鲤城生态环
境局采取了大气环境监测手段，一是委托福建省科瑞环境检测有限公
部分属实
司于今年7月27日凌晨对鲤城区旭日升机械厂和鲤城区国鑫机械配件
厂的厂界外围无组织排放废气的VOCS和臭气浓度进行监测，结果显示
为达标排放；对中骏四季康城2期12#楼顶（24楼）空气质量检测结果
显示为臭气未检出，VOCS浓度在0.089至0.147mg/m3。二是运用科技
手段，于9月12日和10月19日对五七农场片区和周边开展了2次走航监
测，亦未发现废气指标明显异常情况。三是走访铸造行业专家，对铸
造行业新工艺、新设备进行学习、了解，发现鲤城区国鑫机械配件厂
擅自变更原环评工艺，将普通铸造砂改变成覆膜砂，使用覆膜砂铸造
成型，鲤城生态环境局立即依法查封该公司超环评的中频炉和新增加
的射芯机、自动造型机。在落实完上述整治举措之后，仍时有四季康
城居民投诉废气污染问题，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鲤城生态环境
局派监察大队和监测站人员在22：00至次日02：00时段蹲点四季康城
二期和五七农场，与四季康城业主、物业沟通分析情况，但经过为期
数天的蹲守没有发现异常现象。
今年鲤城生态环境局联合常泰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对五七农场片区
企业进行全面梳理检查、综合治理，对超环评生产设备责令企业限期

属实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泉州鲤城川盛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检查发现
该公司设有一条热处理网带炉，在热处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未收
集完全，导致部分废气无组织排放，同时，夜间生产时工件从网带炉
掉落产生较大噪音。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鲤城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责令该公司热处理
工艺停产，待整改达到相关规范后方可恢复生产。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污染描述

污染类型

105

今天晚上下雨天，又在排放毒气
。环保局处理了这么多次，为什
福建省泉
1905163505 2019-05-16 五七农厂内 么还是会臭？？？？请环境部门
州市鲤城
恶臭/异味
83011764
22:04:07
的某工厂 严查五七农场内有生产的工厂，
区
还康城人民一片干净的空气吧！
真是臭得受不了。

106

在隆中路61号内有未知名称商户
设置的鱼池（商品活鱼销售中转
鱼池），鱼池加氧设备24小时不
福建省泉
1905203505 2019-05-20 未知名称商 间断运行，发出巨大的噪音，有
州市德化
26011463
17:22:30
户
时可能是设备全开，噪音更是惊
县
人，严重影响楼上住户日常生
活，夜间休息。肯请尽快处理为
盼。

107

福建省泉
1905213505 2019-05-21
州市惠安
21010208
04:28:40
县

中国移动

信号塔旁使用发电机，声音巨
大，且连续多天

商业噪声

工业噪声

行业类别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办结意见

其他

鲤城生态环
境局

鲤城生态环境局联合常泰街道对五七农场进行排查，该片区共有
各类型企业24家，主要是机械加工和物流行业，主要产生大气影响的
工艺为热处理、钢铁熔炼铸造、喷漆和酸洗。根据逐一摸排情况，鲤
城生态环境局对存在违法行为的泉州市鲤城宏鑫金属表面加工有限公
司和鲤城区旭日升机械厂2家企业进行行政处罚，对泉州远辉经编有
限公司等4家企业进行查封，对鲤城区胜利拉铁厂1家企业进行了停产
限产，并严格要求相关企业针对其废水、废气、危废管理等存在问题
开展整改。
2018年7月5日，鲤城生态环境局到中骏四季康城开展群众接访，
征求群众意见，并尝试通过闻臭味的方式摸清废气气味、来源，以初
步判定其工艺类型。由于废气排放时间的不确定性，执法人员并未实
际闻到五七农场方向飘来的废气和臭味。在现场向群众了解废气气味
时，有反映铸铁味、塑料味、农药味等。鉴于风向的不确定性、味道
的不确定性，常规的污染源排查已失去明确目标。为此，鲤城生态环
境局采取了大气环境监测手段，一是委托福建省科瑞环境检测有限公
部分属实 司于今年7月27日凌晨对鲤城区旭日升机械厂和鲤城区国鑫机械配件
厂的厂界外围无组织排放废气的VOCS和臭气浓度进行监测，结果显示
为达标排放；对中骏四季康城2期12#楼顶（24楼）空气质量检测结果
显示为臭气未检出，VOCS浓度在0.089至0.147mg/m3。二是运用科技
手段，于9月12日和10月19日对五七农场片区和周边开展了2次走航监
测，亦未发现废气指标明显异常情况。三是走访铸造行业专家，对铸
造行业新工艺、新设备进行学习、了解，发现鲤城区国鑫机械配件厂
擅自变更原环评工艺，将普通铸造砂改变成覆膜砂，使用覆膜砂铸造
成型，鲤城生态环境局立即依法查封该公司超环评的中频炉和新增加
的射芯机、自动造型机。在落实完上述整治举措之后，仍时有四季康
城居民投诉废气污染问题，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鲤城生态环境
局派监察大队和监测站人员在22：00至次日02：00时段蹲点四季康城
二期和五七农场，与四季康城业主、物业沟通分析情况，但经过为期
数天的蹲守没有发现异常现象。
今年鲤城生态环境局联合常泰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对五七农场片区
企业进行全面梳理检查、综合治理，对超环评生产设备责令企业限期

其他

德化生态环
境局

属实

2019年5月23日，德化生态环境局进行现场检查，现场营业者未
在现场，商铺未在运营。投诉者称，该商铺鱼池增氧设施近日损坏，
产生一定的噪音，德化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当场要求该商铺限期整
改，避免噪音扰民。

不属实

接到群众投诉后，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致电投诉者询问详细
投诉地址。群众反映的对象系黄塘高速出入口处十字路旁存在临时使
用发电机现象，投诉者反映称该现象自投诉日期起过2天后该设施已
搬离。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告知此现象不属于生态环境部门职责
范围。

其他

惠安生态环
境局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108

109

福建省泉
1905283505 2019-05-28
州市安溪
24010783
10:01:10
县

福建省泉
1905293505 2019-05-29
州市安溪
24010697
09:33:40
县

茶厂

茶厂

污染描述

制茶厂排烟排到小区过来，严重
影响小区居民的正常生活

茶厂五六个排烟管全部往我们小
区排严重污染到我们住户。有时
黑烟臭到我们连窗户都开不了。

污染类型

烟尘

烟尘

行业类别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农副食品加工 安溪生态环
/饮料酿造
境局

农副食品加工 安溪生态环
/饮料酿造
境局

110

投诉人称该碎石场未按要求停止
福建省泉
生产，仍然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产
1904233500 2019-04-23 蔡云剑废石
粉尘,工业
州市南安
生粉尘且噪声扰民，未经处理的
00021447
16:51:00
加工厂
噪声
市
粉尘随着雨水流到农田里，污染
环境，影响农作物种植。

111

投诉人称在裕福国际城东侧有一
个石材加工厂，还在扩建， 生
产过程中切割机产生噪声扰民，
福建省泉
裕福国际城 并且粉尘飘散，距离投诉人住处
1904283500 2019-04-28
粉尘,工业 非金属加工制 惠安生态环
州市惠安
东侧石材加 20多米，污染环境，影响附近居
00020864
14:28:00
噪声
造
境局
县
工厂
民正常生活。投诉人对找不到位
置表示不理解，称就在小区边，
距离投诉人家3楼很近，打开窗
就能听到切割机噪声。

其他

南安生态环
境局

办结意见

属实

被投诉对象系福建省安溪县华芳茶厂，位于安溪县兴业路
135号，未办理相关环评审批手续。2019年5月30日，安溪生态环境局
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时，该茶厂正在生产。该茶厂茶业烘干后产生
的废气未经处理直接通过排气扇排放出去，排放口靠近小区一侧。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安溪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责令该茶厂立即停
止生产，在办理环保手续前不得进行生产。

属实

被投诉对象系福建省安溪县华芳茶厂，位于安溪县兴业路
135号，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
2019年5月30日，安溪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茶厂正
在生产，该茶厂茶业烘干后产生的废气未经处理直接通过排气扇排放
出去，排放口靠近小区一侧。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安溪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责令该茶厂立即停
止生产，在办理环保手续前不得进行生产。

属实

蔡云剑废石加工厂位于南安市仑苍镇大宇村西坪牛角垅，2019年
2月20日建成投产，主要从事洞渣再利用，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南
安生态环境局于2月27日对其临时发电机变电箱进行查封，并于3月21
日对其立案调查处理。
2019年4月12日，南安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时，该厂正在生产，
南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主要生产设备：破碎
机2台、振动筛2台、输送带9条；主要生产工艺：洞渣→破碎→筛分
→成品；厂区未配备污染防治设施。现场未发现废水外排，生产过程
产生的噪声、粉尘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5月9日现场检查时，该厂正在生产，南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责
令其立即停止生产。
南安生态环境局责令该厂不得擅自恢复生产，并函告仑苍镇人民
政府以进一步采取强制措施。

根据群众投诉，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联合东岭镇政府工作人
员于2019年4月28日前往现场检查。经查，群众投诉的对象为一石材
临时加工点，无生产厂房。现场检查时，2名工人正在作业，主要生
部分属实 产设备为手持式切割机2台，生产过程产生的噪声、粉尘对周边环境
造成一定影响。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责令其
立即停止生产，同时东岭镇政府将对该加工点生产情况进行跟踪检
查，防止其擅自恢复生产。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112

113

114

污染描述

投诉人称该厂位于福建省晋江安
海下洪鸿达造纸厂内，晚上十点
福建省泉
1904293500 2019-04-29 周水电鞋托 将浑浊的废水通过暗管排到溪里
州市晋江
00021141
10:11:00
厂
或用抽水泵运到大门对面的小山
市
上，下雨天排放量更大，周期是
2至3天，污染环境。

污染类型

工业废水

投诉人称该厂每天24小时生产，
福建省泉
1905053500 2019-05-05 南安市溪美 生产时产生粉尘且噪声扰民，污 粉尘,工业
州市南安
00021375
17:27:00 俊博翻沙厂 染环境，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
噪声
市
活。

福建省泉
中泰（福
投诉人称该公司生产时产生大量
州市泉州 1905073500 2019-05-06 建）混凝土
粉尘,工业
粉尘，夜间生产时噪声扰民，污
台商投资 00020543
23:26:00 发展有限公
噪声
染环境。
区
司

行业类别

其他

其他

其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晋江生态环
境局

南安生态环
境局

泉州台商投
资区环境与
国土资源局

不属实

办结意见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位于安海镇下洪村鸿达造纸厂内的外租企业
福建省凯森纸业有限公司，该项目已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备案号：201835058200000379），主要从事环保纸鞋撑制造，主要
生产设备有：打浆机、水模机、成型机等，生产工艺：原纸—破浆—
压模成型—风干—成品。该项目有配套污染防治设施，生产废水采取
三级沉淀池措施通过管网排放清水池，回用至水洗工艺。
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于2019年5月8日夜间对福建省凯森纸业
有限公司进行错时检查。现场检查时该项目未在生产，未发现偷排废
水现象。执法人员同时对厂区周边溪流进行踏察，未发现排污迹象。
2018年5月12日，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再次到福建省凯森纸
业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该项目正在生产，污染防治设施正在运
行，现场未发现废水外排现象。执法人员勘察厂区周边溪流，未发现
排污迹象。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晋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要求福建省凯
森纸业有限公司加强管理，做好污染防治工作。后续，晋江生态环境
局将加强对该公司的执法监管力度，一旦发现违法排污行为将依法查
处。

被投诉项目为南安市溪美俊博翻沙厂，位于溪美街道镇山村光辉
2号，主要从事水暖配件的生产，于2003年3月投产，该企业项目环评
报告表于2003年3月25日经原南安市环保局审批（南环〔2003〕
276号），已办理自主竣工验收。
2019年5月20日南安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在生产。
主要生产设备：电炉1套、抛丸机1台、造型机8台、混砂机1台，主要
生产工艺：生铁→熔化→注模成型→冷却→抛丸→成品，电炉熔化废
部分属实
气经集气罩收集至袋式除尘器处理后排放。现场检查时，该企业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对周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生产过程产生的粉尘
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排放。
南安生态环境局现场责令该企业：1.采取降频降噪措施，减少生
产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2.加强污染防治设施的管理，确保达标排
放。

不属实

中泰（福建）混凝土发展有限公司位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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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于2010年5月12日经原惠安县环保局审批，于2010年5月4日通过项
目竣工环保验收，于2017年6月21日排污许可证，编号：3505212016-000056-Ts。
2019年5月22日，泉州台商投资区环境与国土资源局现场检查
时，搅拌站2条生产输送带有采取全封闭措施，砂石堆放场地周边设
置围挡和喷淋设施。搅拌站砂石堆放场石子输送带未在生产，输送带
已按全封闭式进行改造。石子厂主要噪音源为石子破碎机（1台），
破碎机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噪音采取隔音降噪措施（机台四周采用隔音
板进行围挡）。
泉州台商投资区环境与国土资源局已约谈该公司环保负责人，责
令该公司昼间12：00-2：30和夜间22：00-次日凌晨6:00不得生产。

序号 行政区划 举报编号 举报时间 举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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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描述

投诉人再次反映该加工点的机械
桃城镇张埔
福建省泉
噪声扰民问题，称该加工点没有
1905103500 2019-05-10 社区王文深
州市永春
拆除切割机等设备及电源，仍在
00020913
08:44:00 石板材加工
县
生产，噪声不定时扰民，污染环
点
境。

污染类型

工业噪声

行业类别

其他

办理单位 是否属实

永春生态环
境局

属实

办结意见
桃城镇张埔社区王文深石板材加工点位于桃城镇张埔社区
134号，主要生产设备：切割机1台、磨机1台、倒圆机1台。
2019年5月24日，永春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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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桃城镇张埔社区134号屋内有磨机1台,倒圆机1台。
永春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该加工点存在的环境问题依法立案查
处，责令业主拆除切割机等生产设备的电机。目前，电机已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