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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至8月1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
序
号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受理编号

X2SH201907
280010

X2SH201907
280008

X2SH201907
280005

D2SH201907
280003

D2SH201907
290057

D2SH201907
290049

D2SH201907
290050

D2SH201907
290033

X2SH201907
290012

X2SH201907
290009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奉贤区青村镇城乡路39号附近的地下黑工厂，喷
漆、酸洗异味扰民，且时常流出不明液体，严重污
染周围环境；奉贤区堂富路1号、奉贤区大叶公路
5995号6幢1502室，上海皖鑫不锈钢制品有限公
司，噪声、异味扰民，废水污染附近水体。

奉贤区青村镇姚家村，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
限公司，噪音、废气扰民。

奉贤区南桥镇佳杨路368 号院内的工厂，无环评
手续，噪音、废气扰民，燃料油随意堆放，污水直排
雨水管道。并于院南侧侵占农田作为停车场，农
田中间安装对外营业的地磅。

奉城镇湖南村川协路东霞实业53号内的一家纸
箱厂，夜间私自生产，产生的油墨废水直排下水
道。

奉贤区四团镇新四平公路与浦南运河交叉口桥的
东北侧，约1000多平方的场地，露天堆放黄沙、石
子，未苫盖，起风时扬尘影响河南侧的居民。要
求：若此处合法则采取防扬尘措施，若非法则取
缔。

奉贤区四团镇三坎村825号与826号房屋中间，露
天用氧气切割铁板，异味严重扰民。

奉贤区金钱公路4655号，上海金王电镀有限公司
厂区北侧堆放生活垃圾及该公司生产过程产生的
垃圾，产生异味影响路人。

奉贤区四团镇坎北路196 号，上海日昌废旧物资
利用有限公司，堆放数千吨废铁，土方车装卸时扬
尘污染严重，抓机作业噪声、切割作业异味扰民。
要求清空场地堆积的废钢，且土方车、抓机不要在
此处作业。

奉贤区四团镇海奕路328号，炜业仓储配送中心，
园区内的几家家具厂（位于第一栋2-4楼、第二栋
2楼、第四栋4-5楼），无环评手续，废气直排，油漆
间废水直排下水道，粉尘无组织排放。以临时停
工应对环保检查。

奉贤区拓林镇临海七组胡滨公路，1、上海英科实
业公司，粉尘、异味、噪声扰民；2、东侧的垃圾焚烧
厂，每日焚烧垃圾数百吨，异味扰民；3、附近几十
只高压铁塔，雷雨季节冒火星并伴有响声；4、发电
厂夜间排放烟气；5、附近化工区夜间排放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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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接件后，我区高度重视，立即责成青村镇、金汇镇、区生态环境局、区水务局、公安奉贤分局赶赴现场开展
调查，经查：
1、经青村镇多次走访排摸，青村镇城乡路39号及周边未发现信访人反映的黑加工厂，城乡路39号现为王
萍布店，该店面自1997年起至今从事服饰缝制和修改，周边为居民商品房。
2、经现场核实，上海皖鑫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大叶公路5995号6幢1502室，无生产项目。堂
富路1号实际生产企业为上海秀方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两家公司为同一法人），该公司主要从事不锈钢
片剪裁加工生产，折边工艺及物料装运过程中有噪声产生，涂胶组装工艺使用聚氨酯胶有异味产生，未配
备废气吸收处理设施，现场检查时涂胶工艺未生产。企业无生产废水产生，食堂、生活污水排入雨水管
网，存在雨污混排现象。企业前期已办理环境影响登记表，但登记表内无涂胶工艺。

经查，信访人反映的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位于青村镇姚家村林海公路7001号，主要从事木质
地板、复合地板的生产加工，已办理环评审批和竣工验收手续。目前，该公司有3个木质地板生产车间，
生产过程有噪声产生，车间采用隔音板降噪，居民住宅位于公司北侧，北侧围墙安装了隔音板，2019年7
月29日区环境监测站对该公司厂界噪声进行监测，结果显示厂界噪声符合国家标准要求。该公司废气
主要来自木质地板喷漆和锅炉，锅炉使用天然气，现场检查锅炉运转正常，未发现异味和冒黑烟现象；该
公司使用水性油漆喷漆，现有6套废气处理设施，采用活性碳吸附处理，现场检查时废气处理设施运转正
常，有第三方检测报告，检测数据正常。

接件后，我区高度重视，立即责成南桥镇、区水务局、区城管局、区绿化市容局、区规划资源局、区生态环境
局赶赴现场开展调查，经查，佳杨路368号企业为上海檀明工贸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纸张切割加工，已列
入杨王园区规范整治企业，并通过验收。经现场检查发现该企业存在以下问题：
1、厂区内有两处水龙头排入雨水管；
2、废气治理设施故障停用未报备，厂区内雨水井COD超标；3、生产车间未完全密闭，危险废物管理制度
不够完善；
4、南侧农田内确有地磅。

接件后，我区高度重视，立即责成奉城镇、区水务局和区生态环境局赶赴现场开展调查，经查，信访人反映
的纸箱厂全称为上海名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时未生产，但厂房内生产加工痕迹明显，设有一套
油墨废水处理装置。雨水管道内未见油墨废水残留。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存在如下问题：
1、未办理环评审批和竣工验收；
2、企业所产生的油墨空桶及压滤污泥堆放于北车间内西北角，不符合危险废物贮存要求，无危险废物识
别标识，未向环保部门备案；
3、该企业污水未纳入市政污水管道。

经现场核实，信访人反映露天堆放黄沙、石子的企业分别为上海绿秀物资发展有限公司及上海磐建建筑
材料有限公司（两家公司法人代表为同一人）。两家公司露天堆放的黄沙、石子等材料未采取密闭、覆盖
措施防止扬尘污染。
经调查了解，2016年11月30日，四团镇人民政府根据违法用地整治要求对上述两家公司所属涉及违法用
地的水泥场地及违法建筑予以拆除。2018年、2019年两家公司分别就拆除违法建筑行为及申请国家赔
偿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目前申请国家赔偿的诉讼正在进行中。

7月30日，经四团镇会同区应急局、区生态局现场核查，四团镇三坎村825号与826号房屋中间场地为原
三坎村集体仓库场地，后转卖给个人，属于198板块，场地上有钢板堆放，存在个人在该地址从事钢板切
割零售业务的现象，现场检查时处于停产状态，场地无人留守。

经查，金钱公路4655号为原上海金王电镀有限公司厂区，该厂区已于2018年10月完成减量化并复耕，目
前该区域大部分土地已种植蔬菜，少量土地裸露，复耕区域内未发现堆放生活垃圾，现场也无明显异味。
该区域南侧有一个废铁分拣打包堆场，经宣传教育，负责人承诺自行搬迁，将场地上货物清空。

接件后，我区高度重视，立即责成四团镇、区经委、区应急局、区生态环境局赶赴现场开展调查。7月30日
现场检查时，企业因避高温，现场未生产。经区经委核实，上海日昌废旧物资利用有限公司办理了营业执
照，并有上海市商务委颁发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备案登记证明。该公司于2004年获得环评审批，2017年
完成环保竣工验收，原环评批复主要生产设备为磅秤1台、液压打包机1台、液压压机1台，后该公司为满
足生产需要，于验收完成后新增履带式磁吸吊机1台、铲车2部、断料机4台、氧气切割、行车等设备，扩大
了产能，涉嫌未批先建。

经查，奉贤区四团镇海奕路328号内原有多家家具生产企业，因存在违法生产现象，四团镇已对涉事企业
负责人进行约谈，并切断工业用电，派专人值守，要求企业限期整改，园区内的家具生产企业因未办理相
关环评手续，也计划搬离。7月30日现场检查时，海奕路328号内的家具厂均已拆除设备，搬离清空。
该厂区原排水许可证已过期，厂区内部存在雨污水合流现象，无排水专用检测井。

接件后，我区高度重视，立即责成杭州湾公司、电力奉贤分公司、区生态环境局、区绿化市容局赶赴现场开
展调查，有关情况如下：
1、上海英科实业有限公司位于临海村胡滨路1299号，主要生产高分子材料仿木线材及其相关的框类产
品，现场检查时未发现明显异味，区环境监测站先后于7月22日、7月30日对其厂界恶臭、噪声及非甲烷
总烃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均达标。
2、信访人反映的垃圾焚烧厂全称为上海东石塘再生能源有限公司，该公司烟气采用“干法+湿法”处理工
艺，排气筒安装了在线监测设施，数据已联网上传，并在厂区门口公示。公司每季度委托第三方对厂界废
气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均达标。7月22日区环境监测站对该公司厂界恶臭监测，监测结果达标。现场检
查时未发现明显异味。
3、信访人反映高压铁塔雷雨季节冒火星并伴有响声的情况，经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核实，是由于导线及
绝缘子金具表面电场在很小的空间产生局部放电（通常称为电晕放电），雷雨天气电晕放电略有增加，不
会对附近人员产生有害影响。该处高压线路已通过环评审批。
4、信访人反映的发电厂应为上海东石塘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该公司有焚烧发电工艺，信访人反映的烟气
实为冷却塔水蒸气。
5、化工奉贤分区内企业已按环评要求落实废气治理设施，重点企业已落实安装在线监测设施。杭州湾公
司已落实环保网格管理，每周开展一次夜查。同时建设大气自动监测站点，实时掌握辖区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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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青村镇将会同区有关职能部门继续加强对辖区企业的排摸，一旦发现黑工厂，坚
决严肃查处。
2、针对现场检查发现上海秀方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涂胶工艺未批先建的违法行为，
区生态环境局已立案查处；对其无证排水的违法行为区水务局已立案查处，并对其
雨污混排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责令其限期完成整改。
3、上海秀方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目前已停止生产，并承诺在未办理相关手续前不再
复产，金汇镇将指导企业规范生产，并督促企业尽快落实整改事宜。

青村镇、区生态环境局将加强对该企业的日常监管，督促企业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
任，一旦发现企业存在环保违法行为，将坚决依法查处。

1、区水务局已于2019年7月29日责令企业当场拆除两处水龙头；
2、区生态环境局对该公司废气治理设施故障停用未报备、雨水井内COD超标的违
法行为立案查处；对生产车间未完全密闭、危废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的问题要求立即
改正；
3、企业已移除私设的地磅；
4、南桥镇及区相关职能部门将加大对该地区的日常监管，并督促企业落实环境保护
主体责任，一旦发现违法行为，坚决从严查处。

1、区生态环境局拟对该公司未办理环评审批和竣工验收、危废贮存场所无标识、危
废未备案等行为立案查处。
2、区水务区对该公司无证排水行为立案查处，并责令其限期整改。
3、奉城镇将跟踪落实并督促企业完成整改。

1、四团镇城管中队将依法依规对该处未采取防止扬尘措施行为予以查处；
2、四团镇将对上述企业涉及违法用地的行为予以整治，有效解决扬尘扰民问题。

1、经宣传教育，该场地经营主表示立即拆除生产设备,并当场调配运输车辆将生产
设备及生产所需原辅料装车搬离。目前场地上所有物资已搬离清空；
2、四团镇将会同区有关部门进一步强化对该地块的巡查，一经发现有企业回潮，从
事违法违规生产、污染环境的行为，坚决依法查处。

青村镇将督促该堆场做好搬离工作并加强对闲置用地的管理，坚决杜绝乱堆乱占的
现象。

1、区生态局拟对该公司涉嫌未批先建的违法行为立案查处，并对该公司生产时段厂
界噪声进行了监测，若监测结果超标，将依法立案查处；
2、区经委已督促企业规范经营，及时处理废旧物资，安全生产，防止扰民情况发生；
3、四团镇将加强对该点位的巡查监管，并加强与周边居民的沟通解释。

1、区水务局已对该处无证排水的违法行为立案查处，并要求厂区管理方上海恒楠建
材有限公司（炜业仓储配送中心）于8月13日前完成雨污水分流改造；
2、四团镇将继续会同区有关部门加强对该点位的巡查监管，督促企业尽快落实整
改。

1、杭州湾公司将督促上海英科实业有限公司安装在线监测系统，要求英科、东石塘
等公司进一步加强管理，尽量做到达标不扰民；
2、区有关部门将继续会同杭州湾公司加强对该区域的环境监管，一旦发现违法行
为，坚决依法查处；
3、杭州湾公司将督促重点企业（英科、东石塘等）举办开放日，由村居委组织村民参
观，增加沟通互动，消除矛盾；
4、杭州湾公司继续落实环保网格管理，对周边区域不定期开展恶臭监测及走航监
测，提升区域环境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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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区南桥镇沪杭公路2362号，上海顶佑实业有
限公司，加工木业，未批先建无环评手续，雨污水
混排，粉尘、油漆异味、噪声扰民。

奉贤区海湾镇随塘河路199 号，一家无名废品收
购站，无证照，环境脏乱，扬尘严重，废水直排旁边
河道，影响西侧50米处的海湾公园环境。要求关
停该废品收购站。

上海化学工业区产生的有毒有害废气异味、奉贤
区鑫广再生资源公司及S4高速噪声，影响金山区
漕泾镇沙积村1-7组及淡水渔场村村民。要求彻
底解决污染问题。

奉贤区南桥镇环城西路近育秀路，阳光外国语学
校内游泳池，午间人为噪声影响附近居民。要求
该泳池12:00-14:00午休时间不要对外开放。

奉贤区黄浦江沿岸西渡段的数家搅拌站因为环境
污染问题在 2016 年第一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期
间就被要求搬离，但至今仍未完成，投诉人要求明
确上述企业搬离时间。

奉贤区沿钱公路靠近中横港路的上海华雷纸箱包
装厂，夜间生产过程中机器噪音扰民。

奉贤区南奉公路4256 号，申瀛木业家具厂，油漆
异味刺鼻，影响路人。

奉贤区青村镇西吴村民安710 号宅西河，河面有
漂浮物，且河道内有村民自己养殖的鸭子，鸭粪污
染河水，散发异味。

奉贤区西渡大刘港河，河道治理工程进展缓慢，效
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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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件后，我区高度重视，立即安排南桥镇、区生态环境局、区水务局赶赴现场开展调查，经查，上海顶佑实
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防火门生产加工，自2019年5月起停产至今，目前正在办理环评及进行截污纳管改
造。通过抽查该企业2019年5月-7月的电费单，证实该企业在此期间确实不存在生产经营行为。

经查，信访人反映的废品收购站全称为上海希宏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位于奉贤区海湾镇随塘河路
199号，于2019年3月开始入驻经营，主要从事废旧金属回收，有营业执照，无再生资源回收经营备案，无
环评审批手续，主要设备为2台断料机、2台打包机、1台吊车和2台履带式抓机。现场检查时未作业，无
生产废水和生产废气产生，生活污水由化粪池收集（所在区域不具备污水纳管条件），北侧人民塘随塘河
未发现排污口，未发现污水直排河道现象，河道情况良好，近三月水质监测数据均合格。

经查，信访人反映的企业全称为鑫广再生资源（上海）有限公司，位于浦卫公路9888号，主要从事报废电
子设备、车辆等综合再利用，主要声源为露天粉碎设备，该公司自2019年1月起对该粉碎设备的降噪和除
尘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并停用至今，现场检查时该粉碎设备未使用。区环境监测站对厂界噪音进行检测，
结果显示达标。

接件后，我区高度重视，立即责成区教育局、南桥镇赶赴现场开展调查，经查，该学校游泳馆目前没有对外
开放。7月10日-8月10日下午，南桥城区三所学校（实验小学、解放路小学、阳光外国语学校）的小学三
年级学生在此进行暑期公益性游泳培训，该项目亦是市教委关于“人人学会游泳”的培训点。由于学员
多，游泳馆为露天，离周边居民生活区距离较近（一墙之隔），故在家长接送孩子时间段确实存在一定的噪
声扰民，影响附近居民午间休息。

接件后，我区高度重视，立即责成西渡街道、区经委、经发公司、奉发集团进行核查。经核实，具体情况如
下：
1、关停进展：（1）练定公司：5个车间完成约90%的模板、钢材清运工作；PC构件厂预制成品完成40%清运
工作，作业人员已经搬离，宿舍生活垃圾已清理。（2）勤辉混凝土公司：已于2018年3月停产停业，人员已
分流、车辆已出售，无生产迹象。（3）勤奉建材公司：目前库存已经清理完毕,浮吊正在出售中。（4）锦奉混
凝土公司：目前存库黄沙石子已清运完毕，2个吊机已倒地，2个水泥罐桶已拆除，传输带已拆除一半。（5）
奉贤建材公司：现有库存清运完毕，2个吊机已倒地。
2、用电方面：西渡街道发函至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奉贤供电公司，对勤辉、勤奉、锦奉、建材公司等4家单
位停用全部工业用电，并要求对上述4家单位用电情况采取日常监管，一旦发现基本用电量异常，立即通
知西渡街道；练定公司承诺8月底前将厂内成品构件全部搬离。
3、企业目前均处于关停状态。

信访人反映的地址为申隆二村滕家369号（靠近沿钱公路中横港路路口），信访件反映的上海华雷纸箱包
装厂于2017年5月起已关停，目前位于该地址的企业为上海璟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2018年迁入，主
要从事租赁会务、婚庆、舞台等服务，申隆二村滕家369号的厂房为该公司仓库，用于存放桌椅、铁架等会
务用品，未发现生产设备。

接件后，我区高度重视，立即安排青村镇、区生态环境局赶赴现场开展调查，经查：信访人反映的申瀛木业
家具厂实际名称为上海申瀛木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木质家具生产加工，现场检查时未生产，喷漆工艺配
备了废气处理装置，部分切割、打磨工艺未配备环保处理设施。

青村镇西吴村民安710号宅西河为村级河道，河道长542米，东起人民路，西至赵家宅河。现场检查发现
河道有少量漂浮物及绿萍，河岸有鸭棚。经了解，周边无规模化养殖鸭子的情况，只有几户农户零星圈
养。

西渡街道无大刘港河，根据信访人反映情况，疑似正在进行河道治理的大同港。该河道治理工程项目名
称为：奉贤区西渡街道南渡村大同港（S4～扶港路以东）两侧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程。该项目于2018年9
月26日由上海市奉贤区发改委批复（沪奉发〔2018〕442号），工程主要内容涉及道路修复、污水管道修复、
新建窨井、绿化种植、岸坡整修等。
该河道治理工程目前进展为：道路修复完成70%，两岸污水总管修复铺设完成70%（含设计变更的新增污
水管、新建窨井），岸坡整修完成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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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桥镇将督促该企业依法办理环评、竣工验收及排水许可证。同时继续加强日常巡
查和监管。

1、区生态环境局拟对该公司涉嫌未批先建的违法行为立案查处。
2、该公司若不能完善环评审批、再生资源回收经营备案等手续，海湾镇将督促其于
8月12日前搬离清场。
3、海湾镇将加强周边河道长效管理工作。

1、杭州湾公司、区生态环境局将继续加强对该区域的环境监管，一旦发现环境违法
行为，坚决依法查处；
2、杭州湾公司将督促企业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并协助该公司举办企业开放日，
由村居委组织村民参观，增进沟通了解，缓解厂群矛盾。

区教育局、南桥镇会同阳光外国语学校、游泳馆相关负责人进行协调，制定有效整改
措施，既确保市教委“人人学会游泳”项目的顺利推进，给学生一个有益的暑期生活，
又尽最大努力降低噪音，减少对周边居民午间休息的影响，拟采取如下整改措施：
1、从8月2日起教学时间由原来的12点开始，延后至14点；
2、在露天游泳馆北侧近居民区一侧安装简易隔音装置，减少对居民的影响；
3、由属地居委会（阳光三居）做好小区居民的宣传和解释工作，望居民对公益性游泳
培训项目予以支持和理解；
4、学生训练期间，要求每一位教练员、救生员、带队老师以及工作人员加强对学生和
家长的教育引导，降低人为噪音，减少对附近居民的午间休息的影响。

1、企业目前在关停状态下，具体搬离时间因涉及到行政诉讼、评估及协议签订等原
因，预计需要一段时间。西渡街道将协调房屋土地权属单位提前派员进驻，并督促
企业尽快搬离。
2、加强监管。西渡街道继续落实专人专班，加强巡查，强化监管。
3、加快当前工作进展。目前勤辉、勤奉、锦奉、建材等4家单位所有库存已全部清理
完毕。练定的剩余库存仅为成品PC构件，目前正加快搬离中。
4、研究后续搬迁腾地接收方案。待评估方案制定完成，与企业主洽谈、签订协议后，
立即启动腾地接收方案，确保接收过程平稳有序、安全可控。

青村镇将继续加大对该点位的巡查力度，防止发生噪音扰民。

1、区生态环境局对该公司未配备环保设施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调查；
2、青村镇、区生态环境局将加强对该公司的日常管理，督促其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
任，一旦发现其存在环境违法行为，坚决从严查处。

1、8月2日已完成漂浮物和绿萍打捞作业，并拆除鸭棚。
2、青村镇将进一步压实河长制，做好日常河道保洁，确保河道河面及岸坡整洁干净，
并加强对周边群众的宣传，提高群众爱河护河意识。

1、西渡街道将加快该河道治理工程项目收尾工作，力争8月10日前完成污水总管修
复铺设，8月25日前完成剩余农户场地道路修复及剩余河坡整理并于天气转凉后实
施绿化种植。
2、西渡街道将会同区有关部门进一步落实河长制，加强宣传、巡查、保洁、养护力度，
及时清理河道漂浮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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