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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升街市场在以前经营过程中有部分海鲜摊位将售后残余海水倾倒在附近路边下水井中，夏季会产生
异味。
D21000
1 0201811 东升街中长小区附近的市场内，卖海货的摊贩将污水直 金普 水,大 金纺市场管理有限公司雇佣专人对市场进行管理。海鲜产品摊位业户按规定每天收摊时，自行清理摊 基本 责成中长街道指导市场管理公司提高整改标准，最大限度降低市场给周 无
排到路边，
异味严重扰民。
新区 气 位卫生，
市场管理人员不定时检查，
因此不存在异味严重。
属实 边百姓带来通行、噪音、卫生等方面的影响。
250003
接到第 13 批投诉后，2018 年 11 月 18 日，东升街市场已启动环境综合整治。目前已经停业整改，至今
未恢复经营。
庄河市已责成相关部门加强对垃圾处理场管理，在不利天气状况下，加强
该垃圾场为庄河市生活垃圾处理场，2011 年投入运行，庄河市城区及农村小城镇的生活垃圾都运往该
巡查值守，对临近居民区范围的垃圾，采取遮盖、及时掩埋等措施降低垃
D21000 昌盛街道市场村周沟屯有一大型垃圾场，整个庄河的垃
大气, 处进行处理；
基本 圾异味。
2 0201811 圾都堆积在这，焚烧冒黑烟，异味扰民，渗滤液污染地下 庄河 水,土 该垃圾处理场采用卫生填埋工艺，
不存在燃烧冒黑烟的情况。
无
属实 定期监测，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250014 水。
壤 据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结果，垃圾场厂周边恶臭、土壤、地下水及垃圾场监测井和扩散井均符合相应标
乡镇街道深入村屯，宣传环保有关法律法规，做好解释工作，争取群众的
准，
但存在气味达标扰民问题。
理解。
经查，该养猪场目前存栏 400 头，无环保备案手续。建有堆粪场和防雨、防渗、防漏的污水处理池，粪便
D21000
技术人员对养殖户进行了粪污治理技术服务和指导，要求其维护好周边
污水收集在污水处理池内后还田利用，
无直排现象，现场没有发现渗坑，
有轻微异味。
基本 环境卫生。
3 0201811 昌盛街道市场村庞屯许某某的养猪场，养殖废水直排渗 庄河 水,大 即出即运，
无
坑内，污染地下水，且异味扰民。
气 养猪场及其周边共四口水井检测结果表明，三家硝酸盐超过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其他项目均合格。属实
250019
相关部门将加强对养殖户的监督监管。
硝酸盐超标原因复杂，
不能确定是养猪场养殖粪便所致。
D21000 兴工街 12 号、14 号楼对面的市场里，销售海鲜的商贩将 普兰 大气, 经营海鲜的商户门前均不同程度存在经营海产品的废水直排到地上的行为，现场有少许异味，日常有 基本 现场责令有关海产品经营商户立即对店面周围的污水及垃圾进行清理，
4 0201811
并要求不允许再次发生污水及垃圾直接排放问题。同时要求辖区环卫企 无
废水直排到地上，导致异味扰民，
环境脏乱差。
店区 水 环卫工人按时清扫垃圾。
属实
250024
业加强该区域的环卫保洁工作，
增加清运垃圾次数。
D21000
水,大
瓦房店市仙浴湾镇宁家村羊官堡屯的东享公司将化工废 瓦房
基本
5 0201811
气,土 未办结
未办结
有异味且污染地下水。
店市 壤
属实
250030 物排放到村东侧的一个坑里，
金普新区环保局监察大队王某某在处理 2017 年环保督
D21000
察编号 1391 案件时威胁企业法人配合伪造 2011 年至 金普 其他
基本
6 0201811 2015 年环境处罚通知书（有现场照片为证）。举报人对 新区 污染 未办结
无
属实 未办结
250031
X210000201811060041 案件的处理结果不满意。
D21000
相关单位协调营城子农贸市场管理方对周边堆放垃圾进行清理,目前已
甘井
经现场核实，
营城子农贸市场附近堆放垃圾情况属实。
7 0201811 营城子农贸大集附近堆积大量的垃圾，无人清理。
土壤
属实 整改完成。
无
子区
250034
责成市场管理方增加垃圾清理频次，
做到日产日清。
D21000
南沙街台山小学操场的塑胶发黑，异味严重，举报人怀疑 沙河
通过实地察看，由于台山小学操场全年对市民开放，磨损较大，有的位置露出黑色胶粒，无异常气味。基本
8 0201811
大气
由台山小学做好学校操场的日常维护管理。
无
是下水管道泄漏造成的。
口区
经排查，
未发现有下水管道泄漏至操场范围内的情况。
属实
250050
D21000 同德路 3 号楼楼下金太阳烧烤店油烟扰民，不敢开门窗；甘井
经查，金太阳烧烤店已张贴停业改造通知，正在实施烟道改造。老四烧烤店露天烧烤行为已改正，排烟
9 0201811
大气
属实 再次督促业主加快整改进度，
在完成整改前不得营业。
无
油烟扰民。 子区
净化设备已安装完毕。
250053 同德路 3 号楼西侧的老四烧烤店露天烧烤，
D21000
经现场调查，新鑫浴池使用 1 台热泵供应热水，1 台 0.05 吨的醇基燃料锅炉供应蒸汽，现场未发现烧煤
五一路 897 号的新鑫浴池在居民区里面烧煤，排放黑烟，瓦房
基本
10 0201811
大气 装置及燃煤堆放，
锅炉烟囱未发现冒黑烟现象。
责成浴池加强对醇基燃料锅炉的管理，
把好燃料质量关。
无
附近居民开不了窗。
店市
属实
250063
经了解，
以前燃用价格低、纯度差的醇基燃料时，
可致起炉时出现黑烟。
凌水湾 EOD 国际商务区的问题的多个举报都已经公示，
D21000
2018 年 10 月、11 月期间，相关单位对该项目进行了多次跟踪检查，未发现有违反环评要求进行夜间施
这个工程的所有相关举报都不属实，已办结。举报人表 高新
不属
11 0201811 示群众对夜间施工等问题的公示结果不认可，并有证据 区 海洋 工作业的现象。
无
实 已办结
250064
支撑，希望当地政府给与明确解释。
大连理工大学西门到南门之间的凌水河上游西岸及部分河道盖板上共有 64 家经营单位，有 9 家所使用
的房屋为违法建筑。
2018 年 11 月 5 日，对违法建筑业主下达《调查通知书》，要求其于 2019 年
凌水路南右侧的凌水河黑臭，凌水河上游（靠近理工大学
D21000
2018 年，实施了凌水河流域生态治理工程（一期），在河道明暗渠交界处设置了临时污水截流装置，保
5 月底前对上述违法建筑依法拆除。
西门附近）河床上有 4 家汽车修配厂、五六十家饭店及酒 高新
基本
12 0201811
水 证了河床内无污水流入。
结合凌水河流域生态治理工程（二期），计划于 2019 年 12 月完成河道上 无
店，有些建筑属于违建，且违建下有 1000 米的黑臭水体 区
属实
250072
经核查，反映的“4 家汽车修配厂”均签订了《危险废物转移合同书》，日常经营中依法对废机油进行了
游雨污分流工程。
无法处理，
修配厂喷漆及废弃机油有渗透到河床的现。
转移，现场无异味，也无油漆及废弃机油渗透到河床的现象。修配厂内均没有喷漆房和喷漆设备，未发
加大对汽车修配厂跟踪检查力度，
发现违法喷漆行为立即查处。
现有喷漆行为。
一、三元街 26 号 1-1 楼南侧为圆通临时租用场地，现已停止使用；本次环保督察回头看之前，相关单位
D21000 一是三元街 26 号 1-1 楼南侧新开一家快递公司噪声扰
大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西岗分公司承诺对员工加强管理和规范操作；减
西岗
均未接到过相关投诉。
部分
13 0201811 民严重，举报人曾向当地相关部门反映无果。二是三元
噪声
少货物拖拽；车辆卸货时及时熄火；加快分拣邮件速度。下一步将加强对 无
区
二、三元街 22 号顺丰公司经营手续完备，现阶段工作时间为早七点半到晚六点。噪声来源是卸货、装 属实
250075 街 22 号顺丰快递公司也存在噪声扰民问题。
三元街快递点的监管。
货及车辆噪声。
D21000 青堆子镇西街道大连冶金工具厂后身，西小庙附近生活
大连冶金工具厂有限公司厂区后身无生活垃圾堆放，
厂区生活垃圾投放在北门环保垃圾箱内。
土壤,
基本 相关部门已组织人员对西小庙坡上生活垃圾进行清理。
14 0201811 垃圾堆积如山，臭气熏天，垃圾乱飞，污染环境，影响出 庄河
无
西小庙两侧有两个居民垃圾投放点，
水泥围槽，每天定时清运，无明显异味。
大气
属实 加大环境卫生监管力度，对生活垃圾点做到日清日运。
250077 行。
西街社区西小庙坡上有部分生活垃圾，
据反映，下雨天被冲下来影响出行。
一、加强对此区域居民关于电磁辐射的解释、宣传工作。
D21000 一是连山街与宣州街交会处一通讯信号塔距居民区较 沙河 辐射, 一、连山街与宣州街交会处有一个信号塔是 4G 信号基站，
经监测电磁辐射达标排放。
部分 二、要求沙河口区全记九知包子店不得在门廊炸制油条，并拆除了门廊上
15 0201811 近，担心存在辐射。二是连山街朗园小区九知包子铺排
大气, 二、
“包子铺油烟设施不完善，油烟噪声扰民”问题基本属实。现场检查发现，该店后厨有油烟净化装
无
口区 噪声 置，
250085 烟设施不完善，油烟和噪声扰民。
运行正常。但在门廊炸油条，
此处油烟直排，
存在油烟扰民问题。经监测，
该店风机噪声达标排放。属实 方的简易换气扇、封堵了缺口。要求店主定期清洗油烟净化设施并做好
记录。相关单位将加强监管，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D21000 投诉人反映：
“水师营街道寺沟村龙河边 1 队、2 队的垃
相关单位对生活垃圾进行了清理，规整现存的建筑垃圾并用防尘网覆
旅顺
投诉区域由于交通不便生活垃圾清运不及时，有堆积现象；该区域正在改造动迁，房屋拆迁后产生建筑
16 0201811 圾点堆放了大量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一直无人清
土壤
属实 盖。下一步相关单位对垃圾及时清理；对拆迁区域内的建筑垃圾进行规 无
口区
垃圾。
250087 理。”
整并做防尘处理。
X21000
相关单位对曹屯河河道两侧堆积的垃圾、河道内的塑料等漂浮物进行清
驼山乡曹屯村曹屯河河道，生活垃圾等随处堆积，水体污 瓦房 水,土 经现场勘查，
曹屯村曹屯河部分河道两侧的确多处堆积居民生活垃圾。
基本
17 0201811
理，
计划 2018 年 12 月 15 日完成。
无
染严重。
店市 壤 相关单位在曹屯河过路桥处进行了采样监测，结果显示水质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
属实
250008
建立对河道管理的长效机制，
压实责任、加强巡查、做好河道保洁。
责令谢记铁板烧业主将鸡排加工移入室内,同时要求各业主加工经营过
X21000
经现场调查，该楼为临街四层砖混老楼，无取暖设施，一楼有部分临街商铺。商铺取暖设施多为燃煤土
东长春路二段 137 号楼下大量商户燃煤炉子煤烟直排，瓦房 大气,
基本 程中不得扰民。
18 0201811
炉，
少数为电暖气，
冬季早晨点火生炉时，烟气较重，
排烟情况属实。
无
店市 噪声 经核查，
属实 积极引导居民使用无烟煤，鼓励有条件的使用电暖气取暖。
250009 饭店油烟、噪声扰民。
该楼有 7 家小型餐饮店，
加工过程无油烟，现场监察未发现明显噪声。
协调将该楼并入供热管网，计划于 2019 年 10 月底前完成。
一、经现场勘察，4 家商铺南侧与举报人房屋北侧距离较近，反映情况属实。海鲜烤肉饭店、仁和小吃
已安装了油烟净化器，排烟口在远离投诉人房屋侧；麻辣烫饭店现已改为鸿源樘商店；鑫鑫饭店未安装
油烟净化设施，存在油烟扰民隐患。在投诉人房屋前进行现场监测，结果显示噪声达标，但因距离较
一是李官镇李官村海鲜烤肉饭店、仁和小吃、麻辣烫饭
大气, 近，
存在噪声达标扰民问题。
X21000 店、鑫鑫饭店等 4 家商铺距离居民住宅只有 0.5~2.5 米，
噪声, 二、4 家商铺均已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经核查土地类别均为建制镇用地，但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违法超
一、对鑫鑫饭店违法建设立案处罚，经法院裁定准予执行退还土地、没收
瓦房
部分 建筑物和罚款，现罚款已缴纳。
19 0201811 噪声、异味及油烟扰民；二是 4 家饭店占用耕地，破坏果
生态, 建行为。
无
店市
属实
250015 树和农田；三是 4 家饭店冬季取暖锅炉烟尘排放污染严
其他 三、经查，
4 家经营场所中，
海鲜烤肉饭店、鑫鑫饭店各有 1 台小型燃煤锅炉，
但目前均未使用。
二、责令海鲜烤肉饭店等 3 家商铺 10 日内完成房屋后侧超建部分拆除。
重，多次向镇政府反映无果。
污染 四、2018 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期间，已受理该信访案件 4 次，对于鑫鑫饭店存在的油烟污
染隐患问题，已责令改正并依法处罚，2018 年 11 月 28 日已安装油烟净化器。针对反映 2 家饭店锅炉
问题，已责令 2 家饭店停止使用燃煤锅炉，2018 年 11 月 18 日，鑫鑫饭店锅炉已拆除，海鲜烤肉饭店锅
炉已物理隔断。
X21000 大连市三寰集团华侨果蔬农场区域鑫山公司大面积毁 甘井 生态, 大连市三寰集团华侨鑫山农业有限公司林地面积为 834974.5㎡，目前山林保护情况完好。
基本
20 0201811
鑫山公司区域范围内未建设收费垃圾场、渣场。甘井子区钻艺石业加工厂承包鑫山公司场地（厂区属
安排专人每日进行巡查，对举报件涉及的问题及类似问题重点巡查。
污水横流。 子区 水 于建设用地）建厂生产，
属实
250017 林，违规建收费垃圾场、渣场、大理石加工点，
有营业执照。今年 5 月末已经停产，
现场不存在污水横流。
一是大连 201 国道后盐到金地小区周边存在大量废品收
X21000 购站，环境脏乱差，垃圾堆积，有人烧塑料、电线胶皮，黑
21 0201811 烟滚滚。二是金地小区南侧湿地公园植被遭到破坏，湿
250019 地公园水体被污染。三是有人向前关矿坑倾倒垃圾和工
业废渣。
X21000 大连市泉水华北路北站对面中铁隧道集团三处在建地下
22 0201811 隧道，经常用水管从地下坑内抽水，直接排入污水井，最
250020 终流到泉水河里。
光明路山花街车站附近正在建设地铁，施工单位是中铁
X21000 大连 5 号线第五承包管理部。每天都从院内拉出一些泥
23 0201811 浆运走，在运输过程中很多烂泥和碎石从车内流到马路
250021 上，下雨天整个道路都被泥浆覆盖。夜间运输的大货车
产生很大的噪声，影响居民休息。

无

一、所投诉区域，有废品回收站 9 家，其中有营业执照 5 家，无营业执照 4 家。现场检查未发现焚烧情
一、11 月 28 日完成了 4 家无证废品回收站取缔工作，要求有证经营单位
甘井 土壤, 况,但不排除有偷烧情况。
部分 要守法经营。
无
预计 2019 年 7 月底完成该区域修复工作。
子区 水 二、投诉人所指区域为金地艺境小区绿化景观带；湿地公园与投诉区域被 201 国道隔开；投诉区域正在 属实 二、制定了修复方案，
进行大连市天然气高压管道施工，
施工对景观带造成破坏，
201 国道以南的前关湿地公园未受影响。
三、对废矿内的建筑渣土进行了清理；并要求相关单位增派人员加强对该
三、前关矿坑内存在建筑渣土，未发现工业废渣。
区域的看护、巡查、监管。
经现场调查，施工单位设立三级沉淀池，抽取施工作业区的岩层裂隙水。并将岩层裂隙水排入雨水井，
甘井 水 最终流到泉水河。11 月 27 日经国家城市排水监测网大连监测站取样检测，水质检测结果符合《污水综 属实 相关单位下达《限期整改告知书》，责令施工单位立即补办排水手续，计划 无
子区
2018 年 12 月中旬前完成。
合排放标准》，但施工单位存在未办理排水手续的问题。
“外运渣土路面遗撒”
问题，经调查确有渣土在外运过程中从车缝外流至马路上的情况；
加强渣土运输车辆冲洗力度，噪声监控、严格遵守作业时间，加大宣传力
甘井 噪声,“夜间运输车辆噪声”问题，经调查由于车站主体结构施工过程中混凝土连续浇筑作业的工艺需求，个 属实 度，积极与车站周边居民沟通，征得居民对地铁民生工程建设的理解与支 无
子区 大气
别情况下晚 22 时后尚有混凝土运输车与搅拌车作业。
持，
避免类似信访事件的发生。

经现场调查，
X21000 万成御园北侧园霖土石方、向阳土石方两家碎石加工厂 甘井 大气, 大连沅霖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场内东侧约有少量土石方未进行苫盖。车辆在卸载土石方时候产生了 基本 责成大连沅霖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立即对近期暂存的土石方进行苫盖处
24 0201811 因被投诉已经停产，但其老板还往这个地方拉土石方堆 子区 土壤
无
属实 理，
目前已完成整改。
扬尘。现场没有发现投诉中所说的倾倒修地铁泥浆、污水横流现象。
250027 积，倾倒修地铁泥浆，污水横流，
扬尘污染严重。
大连城山向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处于停产状态，
场内没有发现投诉件中所述情况。
X21000 龙江路东北财经大学第一食堂随意排放垃圾、污水，鼓风 沙河 水,土 经调查，该食堂 11 月 21 日下水井堵塞导致污水外溢，校方已于当日将下水井疏通完毕。目前现场已 基本 要求东北财经大学做好下水井日常维护；属地街道加强日常巡查，与学校
25 0201811
壤,噪 无污水外流。食堂在校内设有非露天垃圾站，现场未发现随意排放垃圾情况。经监测，食堂风机噪声
无
机噪声扰民。
口区
属实 加强联系，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250028
声 达标排放。
大连市公安机关对辖区内的喜加德水饺店负责人进行约谈，告知其扰民
X21000 大连市喜家德虾仁水饺连锁店各家分店，开大功率扩音 市辖
被举报情况，并要求其按照规定合法经营，如再次发现有扰民行为，公安
26 0201811 喇叭进行宣传，噪声扰民。
噪声
在大连市内的喜家德连锁店存在开大功率扩音喇叭扰民的情况，
且商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属实
无
区
机关将对其严肃处理。水饺店老板也深刻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并保
250033
证以后再也不会播放广告宣传语音，
对此次事件深感抱歉。
X21000 海源街 24 号有个 7 层破旧危楼，楼下臭气熏天，垃圾满 沙河 土壤, 现场检查未发现投诉人反映“垃圾、污水及生锈水管污染水质”情况；陶吧使用电烤箱烤制陶艺品，并无 基本
27 0201811 地，污水横流；水管生锈，污染居民饮用水。门洞一层开
大气,
要求陶吧经营者加强管理；相关单位将加强此区域的日常监管。
无
口区
异味。
属实
250042 了个
“泥乐陶吧”，可能有烧陶工艺，
异味很大。
水
X21000 金石滩街道纳帕溪谷小区附近，不法开发商李某劈山毁 金普
基本
28 0201811 林，在山上违规建设别墅、会馆、温泉、洋房。
无
新区 生态 未办结。
属实 未办结
250043
铭洁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已对荣盛小区院内及楼道卫生进行了彻底清
理。2018 年 11 月 27 日上午，光明街道综合执法队已对涉案违章建筑进
经现场联合调查，荣盛小区个别楼道内有居民堆放杂物、有白色垃圾和烟头等情况。小区西侧有违章
行了拆除；针对烧火冒黑烟的问题，已责令该烤肉店将引碳炉搬到室内进
X21000 光明社区荣盛小区院内、楼道脏乱；小区西侧有违建房整
29 0201811 天烧火冒黑烟，堆满物品、垃圾。搬运液化气气罐噪声扰 金普 土壤, 建筑 1 处，面积 4 平方米，属轻钢彩板结构。违章建筑为黑牛小馆韩式碳火烤肉店私自搭建，周边有垃 属实 行引火，产生的烟雾需经过净化后通过排风机将烟引入排风管道；针对搬 无
新区 大气 圾和杂物，该烤肉店使用木头和木炭作为燃烧能源产生黑烟。经走访调查，该烤肉店使用的煤气罐在
罐产生噪声扰民的问题，已对烤肉店店主进行了批评教育。
250044 民。
换罐搬运过程中的确产生噪声。
由成铭洁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对该小区院内和楼道环境卫生定期清
理，
每周不少于两次。
光明街道联合综合执法局、环卫处等部门加大对该区域巡查检查力度。
X21000
30 0201811 渔港至尊酒店位于居民区内，生活娱乐噪声扰民，燃放鞭 普兰 噪声, 渔港至尊酒店在举办婚庆时，顾客有燃放鞭炮现象，酒店内未设置歌厅，但不排除欢庆喧哗等偶发性噪 基本 经检查组现场与酒店负责人沟通，负责人明确表示，不再为宴会提供燃放 无
炮污染大气环境。
店区 大气 声扰民现象。
属实 鞭炮服务，
降低宴会的音响声音并对举办宴会的客人进行宣传。
250046
一、已责成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对富香饭店下达《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责令其立即停业整改。富香饭店经营者必须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和排烟管
富香饭店和蒙古全羊店均已取得营业执照。
X21000 站前街道吴家村滨城南岸小区附近，吴家市场北侧（空军 金普 噪声, 富香饭店噪声源为换气扇引起的噪声，该饭店厨房位于饭店一楼，有地排式油烟管道，管道在一楼北侧 基本 道，必须达到环保规范要求并降低排风扇噪声，以上各项整改完毕后经监
31 0201811 大连士官学校正西门前 100 米）富香饭店和蒙古全羊店，
测符合标准后，方可重新营业。
250060 没有任何手续，常年噪声油烟扰民，
邻居投诉多次无果。 新区 大气 墙外,无油烟净化装置。蒙古全羊店处于停业，正在装修，现场无法确认噪声和油烟污染问题。但门前 属实 二、对正在装修的蒙古全羊店，要求其尽快清理堆放在门前的沙子、编织
堆放着砂石、编织袋等。
袋等，在装修过程中按照环保标准要求解决油烟、噪声污染等问题，待检
测达标后方可营业。
一、城子坦街道将加强对养殖户的监督，做好粪便清运还田利用和规范贮
城子坦街道下吴村存在以下养殖污染问题：一是李文德
一、鸡舍外无明显异味。其鸡粪储粪池确有一定气味，但储粪池 50 米外无气味；李某某养鸡场鸡粪全
存，
不得产生乱堆乱排行为。
养鸡场异味严重扰民，鸡粪堆积在王沟地里，为应付本次
部储存在自建的 2 个储粪池内，
没有发现投诉人反映的将鸡粪堆积在王沟地里，进行掩埋的情况。
二、城子坦街道已要求各养殖户做好粪便定期清理，减轻异味对周边影
督察，进行了临时覆盖；二是蔡成君养鸡场、林秀峰养鸡
二、投诉区域共有 9 家养殖户在养，鸡舍外无明显异味，但鸡粪储粪池确有一定气味；经过对余粮河采
响。
X21000 场、杨国龙养鸡场、杨义庆养鸡场、于德涛养鸡场等 10 余
普兰 大气, 样监测，
符合地下水三类标准。
部分 三、城子坦街道已责令姜某某加强对貂场的管理，定期对污水池进行维护
32 0201811 家养鸡场均存在异味扰民，鸡粪直排河道污染河水和地 店区 水 三、姜某某养貂场内确有一定养殖气味，
无
但养殖场外 50 米外无气味。
属实 和保养，
做到貂粪日产日清，减轻异味对周边影响。
250063 下水的问题；三是姜丕浩貂场存在异味扰民问题；四是老
四、
魏某养猪场距大余粮河约一千米，
已于
2018
年
9
月停止养殖，
无存栏，
无异味，
没有直排猪粪尿痕
四、
城子坦街道已对该养猪场明确提出要求，
在未修建完干粪场防雨棚和
古村沙金沟屯魏军养猪场，异味扰民，且向大余粮河直排
迹。
完成污水处理池升级改造前，
不得复养。
猪粪尿；五是星台镇小徐屯村和复兴村的 10 余家养鸡场
五、检查时未发现有恶意外排粪污的养殖户，
现场对大余粮河水质进行采样监测符合地表水三类标准。
五、星台街道要求河流周边所有养殖场限期修建与养殖规模相匹配的标
也都向大余粮河排污，污染河水。
准化粪污处理设施，并在建成前做好周边卫生整治，
粪场要及时清理。
检查发现，在原物资储运公司院内确有一处废品收购点，现场堆积大量的旧纸壳、旧家电、废钢铁和塑
X21000 铁东办刚刚治理完的一段污水河桥旁边，金属库院内有 瓦房 大气, 料瓶等废旧物品。
基本 责令该业户在经营中规范堆放场所，
不得收购超备案范围的物品。
33 0201811 一废品收购站，收集的废品堆积在院内，烧废胶皮、电线，店市 土壤 经调查核实，该收购点曾于 2018 年 11 月 24 日焚烧过一捆收购来的电话线。曾收购过液化气罐，检查 属实 加强消防安全日常管理工作，
无
禁止焚烧旧电线等产生异味的物品。
250064 污染环境，
切割液化气罐，
罐内残留气体挥发，
气味呛人。
液化气罐时曾打开阀门导致残留液化气冒出“气味呛人”，但未切割液化气罐。消防检查时已责令其停
止收购行为。现场检查未发现液化气罐和切割的液化气罐及其残物。
X21000 大连市大连东站至沙河口火车站之间一直没安装声屏 西岗
投诉人反映的铁路线为大连东站至沙河口火车站之间的货运线路，平均每天通过列车 6 辆次。
基本
34 0201811 障，致使大连新康巷 25-4 号楼居民受到夜间火车噪声影
噪声 相关单位 11 月 26 日昼间和 27 日夜间对新康巷附近铁路边界噪声进行监测，昼夜监测结果均低于标准
无
无
区
属实
250067 响。
限值。
金普新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马桥子街道办事处责令 27 号、28 号、29
X21000 马桥子街道白石湾小区（世元海都花园）内有多个别墅从
经现场检查，三个别墅存在违规扩建问题。27 号、29 号楼的产权所有人未按规划审批图纸进行改造；
号楼产权所有人立即停止场地平整施工，对施工现场裸露土质地面进行
金普
大气,
35 0201811 去年开始违规扩建、重建，至今仍在施工，噪声、扬尘扰
28 号产权所有人没取得审批私自改造。现场工程机械设备平整房屋周边场地产生机械噪声和扬尘，属实 防尘覆盖。
无
新区 噪声
250083 民。
施工现场土质裸露，
无防尘措施。
对 27 号、28 号、29 号楼的产权所有人分别下达了《改正违法行为通知
书》。
投诉人反映：
“旅顺口区忠诚街、民康街、惠民街安民街中
三家饭店均安装环保设施，废气经净化装置后通过专用排气筒引至建筑物顶部排放。巫山传奇土家烤
X21000 间有一栋四层楼房，一楼的锦州 8 班旅顺二部烧烤店、巫 旅顺
全鱼已停业。
基本 对八班烧烤店、膳香主题烧烤吧进行再次油烟监测，
结果均达标。
36 0201811 山传奇土家考全鱼、膳香主题烧烤吧等多家烧烤店，油烟 口区 大气 被投诉饭店属独立公建，烟囱均安放在所在建筑的楼顶，高出楼顶 1-2 米，排放口未朝向居民楼，3 家 属实 下一步相关单位将对上述饭店加强日常监管。
250086
没有经过净化处理，
影响居民生活”
。
饭店的烟筒设置均符合国家标准。

无

X21000
一、现场核实该区域无供暖设施，
有居民烧煤取暖。
一、安排该区域所属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深入棚户区，积极宣传以清洁能
甘井子区下沟村附近二十高中南侧：一是附近居民烧煤 甘井
37 0201811
大气 二、现场核实大连石灰石矿料堆已苫盖，厂区内采取了洒水抑尘措施，两处破碎车间未进行破碎生产, 属实 源取代木柴及煤炭来做饭取暖。
无
取暖冒黑烟。二是附近石矿厂粉尘污染严重。
子区
250091
但现场仍会产生扬尘。
二、要求该厂加强料堆现场管理，做好降尘防尘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