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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区奉浦街道环城东路885弄南桥绿地老街
一期三号门南侧20米左右的临时垃圾堆放点，
距离居民区过近，早上五点至晚上七八点垃圾清
运时噪音扰民，且湿垃圾散发异味。

奉贤区四团镇坎北路61号，上海绮隅展览展示
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产生粉尘和刺鼻气味。

奉贤区四团镇南街8号，易佰良品酒店以及隔壁
足浴店，后厨的油烟管道老旧，导致油烟渗漏到
酒店后面的河道中。

奉贤区青村镇观光路上的观光路桥和邵家河桥，
桥下河水发臭，河面漂浮垃圾和绿藻。

奉贤区青村镇王家村608号的一家企业，深夜经
营，噪声扰民。

奉贤区庄行镇杨溇村419号，上海明星弹簧制造
有限公司，无环评手续，未进行雨污分流，污水未
纳管直排河道，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油和固废去
向不明，以停产应对检查。

奉贤区金大公路林海公路路口的污水泵站正在
扩建，紧邻洪兴港河道，周边村民的生活污水直
接排入该河道，河水浑浊，投诉人怀疑泵站污水
也排入河道。该泵站距离周边村民100米，投诉
人质疑该泵站的环评手续。

奉城镇奉旺路1313号，爱陌生电梯有限公司将
厂房租给他人从事钣金加工业务，无环评手续，
有喷涂、喷塑工艺，异味严重，且偷排废水。

上海市化学工业区奉贤分区錕工路28号院内的
多家涂装企业，部分无环评手续，其中有家企业
负责人名为翟东辉，该厂先后在奉贤区奉城镇塘
外社区、洪庙社区、海湾镇违规生产，并排放废气
废水，以停工应对环保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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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件后，我区高度重视，立即安排奉浦街道、区绿化市容局、区房管局赶赴现场开展调查，经查：环城东
路885弄南桥绿地老街一期三号门南侧20米左右有一临时垃圾堆放点。
据了解：设置该临时堆放点是因为小区内部道路狭窄，私家车辆较多，环卫大型作业车辆难以驶入。物业公
司为方便环卫车辆清运小区内垃圾，故将小区内的定时定点投放点上收集的湿垃圾临时驳运至此。

接件后，我区高度重视，立即安排四团镇、区生态环境局赶赴现场开展调查，经查：信访人反映的上海绮
隅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属于四团镇规范整顿类企业，已完成规范类环保违法违规整改，喷漆废气经喷淋
除尘+光氧催化处理后排放。现场检查发现其生产作业期间，部分产生VOCs的工序未在密闭空间内
作业，导致VOCs无组织排放外环境，厂区周边有一定异味。
执法人员当场向企业负责人实施精准普法，企业当既主动停产，落实整改。

接件后，我区高度重视，立即安排四团镇、区市场局、区城管局、区生态环境局赶赴现场开展调查，经查：
四团镇南街8号为上海富利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大酒店，隔壁足浴店为上海秦家娱乐有限公司，两家公司
证照齐全，无超范围经营现象。现场检查时，酒店未营业，酒店后厨的废旧油烟管道已拆除，设置的新
排烟管道已替代老管道，餐厨油烟高空排放；足浴店无油污排放问题；酒店北侧河道未见异常。

接件后，我区高度重视，立即安排青村镇、区水务局赶赴现场开展调查，经查：信访人反映的观光路桥下
邵家河与702宅后河均为村级河道，现场发现河道确有漂浮物和绿藻，但无发臭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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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人反映的企业全
称为上海升现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塑料食品保温箱生产加工，已于2019年6月21日停产，并计划
2019年9月30日前搬迁至外省市，现由于外地厂房正在装修以及办理相关环保手续等原因，部分设备
暂存于王家村608号内。2019年7月该公司王家村608号的电费单显示只用了20度电，不存在夜间生
产的情况。

接件后，我区高度重视，立即安排庄行镇、区生态环境局、区水务局赶赴现场开展调查，经查：杨溇村419
号上海明星弹簧制造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弹簧制品生产，2017年已通过庄行镇环保规范类企业验收。检
查当天公司正常生产，生产过程中无生产废水产生，未发现雨污管网混接行为、生活污水纳入农村生活
污水管网。该公司一般固废主要为废铁丝、铁削等铁制品边角料，由废旧物资收储单位回收利用；危险
废物为废油，产生于数控机床运行维护过程，设立有专属的贮存场所存放，但存在未申报登记危险废物
的环境保护违法行为。

接件后，我区高度重视，立即安排区水务局、交能集团、青村镇、区生态环境局赶赴现场开展调查，经查：
1、信访人反映的污水泵站为杨高路污水泵站，位于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民安路4组。泵站建设符合相
关行业标准，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并通过了环评审批（文号：沪环保许管【2005】661号）。现场检查时
泵站运行正常，未见污水排入河道。
2、泵站北侧正在新建通沟污泥处置项目，已取得环评审批意见（文号：沪奉环保许管【2019】6号）。目
前，项目正在建设中，预计9月底完工。

接件后，我区高度重视，立即安排奉城镇、区生态环境局、区水务局赶赴现场开展调查，经查：奉旺路
1313号实际生产企业为上海奔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时未生产。存在的环境问题有：
1、环保设备不完善，无相关环评手续。区生态环境局已于7月6日对该公司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
调查，拟处罚人民币45万元；
2、该企业无排水许可证，存在雨污混接情况。

接件后，我区高度重视，立即安排杭州湾公司、区生态环境局、区水务局赶赴现场开展调查，经查：信访
人提及的锟工路疑似银工路28号。银工路28号内有3家喷涂企业，名称分别为上海旻心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上海筱臻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和上海源泳实业有限公司。三家公司均已取得环评审批意见，文
号分别为：沪奉环保管【2017】389号、沪奉环保管【2018】206号、沪奉环保管【2018】80号；污水均已纳管
排放。上海旻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瞿冬辉），企业正开展自主验收，已完成验收监测，现场检
查时未生产；上海筱臻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处于设备安装阶段，现场检查时未生产。上海源泳实业有限
公司已于2018年10月18日通过了自主验收。区水务局发现银工路28号有一处洗手池废水进入雨水管
网，已于2019年8月2日采集了水样，目前水质情况正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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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浦街道要求该物业公司立即整改，取消该临时点位，恢复原貌，并重新选址和制
定新的收运驳运方案，尽可能减少扰民问题的发生。目前，该点位已经整改完毕，
恢复原貌。

1、区生态环境局已对该公司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
2、四团镇、区生态环境局将进一步加强对该公司的日常监管，督促其落实环境保
护主体责任，一旦发现其存在环境保护违法行为，坚决从严查处。

1、四团镇已要求酒店定期做好油烟净化设施的维护保养，每年做好油烟排放自检
检测，确保油烟达标排放且不扰民；
2、四团镇将加强对该点位的日常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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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四团镇将加强对酒店北侧河道的巡查，落实河长制管理要求。

1、8月3日上午，青村镇已完成两条河道漂浮物和绿藻打捞作业；
2、青村镇将进一步压实河长制，落实河岸管控“七无”标准，加强河道水质监测，确
保河道不黑臭；同时，对周边群众加强宣传，提高群众爱河护河意识，落实河道长
效管理。

青村镇将继续督促上海升现科技有限公司做好搬离工作，确保符合“两断三清”工
作要求。

1、区生态环境局已对该公司危废未申报登记的违法行为立案处理，拟处罚人民币
4.5万元。
2、区水务局已责令该公司规范排水行为，同时要求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管网长
效管理工作。
3、庄行镇将督促企业限期落实整改，同时将继续加强对该公司的检查力度，落实
点位长制度，及时发现、及时处置、及时上报，确保企业合法合规生产。

1、区水务局将进一步加强河道、污水泵站的管理；
2、区交能集团将进一步提升泵站规范化运行水平，进一步加强对在建项目的建设
管理。
3、青村镇将进一步压实河长制，落实河道长效管理工作，强化农村环境治理。
4、区生态环境局将进一步督促项目建设单位落实好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

1、7月6日，区生态环境局已对该公司的违法行为立案查处，并责令该公司在未办
理合法手续前不得生产。
2、区水务局已对该公司雨污混接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对该公司
未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排放污水的违法行为立案查处。8月3日核查：该
公司已完成雨污混接整改工作。
3、奉城镇将督促企业尽快落实整改并办理相关手续。

1、8月3日核查，洗手池雨污混接点已经完成整改；
2、区水务局已告知企业进一步做好自查工作，确保规范排水。
3、杭州湾公司和区级相关职能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对该点位企业的日常管理，督促
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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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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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奉贤区奉城镇北宋村顾荣美承包的土地和鱼塘内
（奉城镇北宋村大叶公路收费站出口处东侧），于
2018年8月份被倾倒、填埋约2万吨工业毛垃圾；
奉城镇塘外卫季村1154号，于2018年9月份被倾
倒、填埋近2000吨工业毛垃圾。

1、投诉人于7月16日反映南桥镇文化广场广场舞
噪声扰民，目前相关部门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张
贴提示标语，但效果不佳，广场舞噪声依旧扰民，
要求控制广场舞的时间和音量；2、南桥路至人民
路的沿街商铺，喇叭噪音扰民。

奉贤区奉城镇戴家村第十生产队瞿妹鹃家的农田
以及第七生产队袁平承包的农田内填埋有害垃
圾，导致水稻大面积死亡。

奉贤区庄行镇安邬路第二工业大道10号，一轩包
装厂，无环评手续，无污染治理设施。

奉贤区金汇镇百曲沿港村多家封闭色工厂排放废
气，污染环境，如110号、165号等。

1、奉贤区金汇镇梅园光星村二组光泰路上的生活
垃圾处理站，产生恶臭影响附近村民；
2、金汇镇梅园光星村二组有一条河道，常年黑臭；
3、金汇镇梅园光星村二、三、四组村民产生的生活
污水直排约1米深的水沟，导致该水沟常年黑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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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接件后，我区高度重视，立即责成奉城镇、区城管局、区绿化市容局、区生态环境局进行核查。经核实：
1、信访人反映的北宋村顾荣美承包的土地和鱼塘地块位于奉城镇北宋村大叶公路收费站出口处东侧，面
积35亩，为奉贤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承建的S2沪芦高速（奉贤段）沿线生态廊道建设项目工程。2018年
3月至6月期间，北宋村村委对该地块进行前期清障，拆除临时厂房，迁移部分绿化。2018年9月起，由上
海盛拓市政建筑有限公司进行覆土，并计划于2019年10月起种植绿化，土方来源分别为中国福利会国际
和平妇幼保健院奉贤院项目、金汇镇43-01地块项目以及奉城三营广场建设项目工程渣土，运输、处置办
理了相关手续。2019年8月2日上午10时，在区绿化市容局、区城管执法局、区林业站、奉城镇绿化和市
容服务中心、奉城镇城管中队、奉城镇安监大队等相关部门的共同监督下，对举报地块进行随机挖掘，共
挖掘5个点位，下挖深度4米左右，均未发现工业毛垃圾。
2、8月2日，区有关部门会同奉城镇至信访人反映的塘外卫季村1154号，现场未发现倾倒、填埋工业毛垃
圾现象。经了解，去年7月，因接到群众举报，奉城镇城管中队联合奉贤区城管机动中队在该处查处了1
起垃圾偷乱倒案件，对7名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共计罚款14万元，并责令偷倒实施者将其填埋的近2000
吨毛垃圾（建筑垃圾为主）由专营单位清运至上海老港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处置，累计处置垃圾53车。

接件后，我区立即安排南桥镇、区机管局、公安奉贤分局、区城管局、区文旅局对该重复信访件反映的情况
进行调查核实，经查：
1、投诉人于7月16日反映奉贤区文化广场噪声扰民的问题后，南桥镇已召集相关部门制定了整改方案。
目前，已在奉贤区文化广场周边设立醒目的“温馨提示牌”，对使用音响设备的时间和音量予以规定，每日
由南桥派出所和城管中队派员进行巡逻，对发现噪声扰民的现象予以制止和劝导，情况有所好转。但由
于近期我区在文化广场举办“相约滨海之夏”大型文艺汇演，音响音量有所增大，导致噪声扰民。
2、位于南桥路至人民路上的沿街商铺使用喇叭扩音的方式招揽顾客，确实存在噪音扰民现象。

经现场确认，水稻长势正常，不存在水稻死亡的现象。
经向戴家村委会了解，戴家村于2019年1月28日签订《上海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将相关土
地统一流转给上海奉联农产品产销合作社进行水稻种植经营，信访人反映的农田均属上海奉联农产品产
销合作社承包经营种植的水稻田，袁平系该合作社种植管理工作人员。信访提及的瞿妹鹃家的农田为原
瞿妹鹃养殖鱼虾塘用地，共计27亩，于2018年底签订退渔还耕项目，2019年初对鱼虾塘进行复耕、平整、
修建农田排灌设施后流转于上海奉联农产品产销合作社进行水稻种植，其中因近三亩的鱼虾塘底淤泥厚
度达到1米以上，平整机械无法进入施工作业，故回填拆除鱼虾塘看护房、仓库及本村拆房建筑垃圾后再
由机械进行平整，建筑垃圾上方平整覆盖的土层厚度约2米。

信访人反映的一轩包装厂已于2018年搬离，目前该地址为上海贝匀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从事
纸张分切工艺加工，无生产废气废水产生，依据《上海市不纳入建设项目环评管理的项目类型（2019年
版）》（沪环规〔2019〕3号），该公司纸张分切工艺属于环评豁免范围。

接件后，我区立即责成金汇镇、区生态环境局赶赴现场开展调查，经查，百曲村内目前共有2家企业，具体
调查情况如下：
1、百曲村沿港110号企业全称为上海樱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木质榻榻米生产加工，现场检查
时未生产，计划搬离；
2、百曲村沿港165号加工点无营业执照，现场检查时未生产，计划搬离。
8月2日现场核查发现百曲村沿港110号上海樱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已全部搬离，百曲村沿港165号加工
点正在装车搬离中，预计8月4日全部搬离。

接件后，我区高度重视，立即责成金汇镇、区水务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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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人反映的生活垃圾处理站全称为金汇镇果蔬类废弃物处置厂，位于金汇镇光泰路利泰路路口，是
金汇镇定点湿垃圾处理站，通过了《关于金汇镇果蔬类废弃物减量化工程项目建议书批复》（沪奉发改

〔2012〕20号），占地约1000㎡，日处理量约10吨，处置工艺为湿垃圾→下料→挤压粉碎→发酵一周→还林
（做肥料），湿垃圾在处置、收运过程中产生异味，经区环境监测站对该处理站臭气浓度监测，结果显示废
气达标排放。
2、信访人反映的河道为金汇镇梅园光星村二组庄家港，河道长432米，属村级河道，已于去年消除劣V
类。经现场核实，坝基下管涵较小，水动力不足，导致河道水质感官透明度较差；
3、金汇镇梅园村光星二、三、四组不属于保留村落，计划动迁，现已进入评估阶段，未进行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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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奉城镇将会同区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日常巡查力度，确保发现问题及时处置，避免
发生违法倾倒、填埋工业垃圾事件。

1、区机管局已购置分贝器，于下周在奉贤区文化广场安装；由属地居委（中街居委
会）继续做好对广场活动组织者的宣传教育工作；南桥城管中队、南桥派出所继续组
织人员，开展对广场噪声扰民的监督巡逻。
2、南桥派出所及中街居委会对南桥路至人民路上沿街商铺的店主进行上门宣传教
育，禁止店铺使用扩音设备招揽生意。同时，由南桥城管中队对发现的噪声扰民现
象，开展劝导执法。

1、奉城镇已于2019年7月20日委托资质单位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对信访反
映的农田进行土壤和地下水检测，检测结果预计8月10日出具。
2、奉城镇将根据土壤及地下水检测结果采取相应措施，一旦发现数据超标，将立即
采取修复或整治措施，依法依规对受污染的土壤进行修复，确保符合国家和地方法
律法规及标准相关要求，切实保障区域土壤环境安全。

庄行镇将继续加强对该区域的巡查力度，落实点位长制度，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处
置，确保企业合法合规生产。

金汇镇将继续跟踪督促企业搬离工作，确保符合“两断三清”要求，同时，要求各村
（居）立即组织力量排查辖区内现存的小作坊、小加工点，一旦发现违法点位，及时开
展整治，并举一反三，坚决杜绝此类现象再发生。

1、金汇镇将会同区相关部门加强对金汇镇果蔬类废弃物处置厂日常监管，尽量降低
对附近居民的影响。
2、金汇镇已对庄家港河道进行整治，并压实河长制，落实长效措施，加强河道水质监
测，确保河道不黑臭。
3、金汇镇已对梅园村光星二、三、四组村民生活污水排水沟采取封堵措施，并采取临
时措施确保居民生活排水，同时，提前启动该区域的动迁工作并加快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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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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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