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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小南街与北环

城路交汇处万盛龙
玺小区火车路过刹

车噪音很大；二是
小区东侧100处垃

圾处理厂异味严

重，污染环境；三

是小区A区与B区东
西走向的市政路上
行道树的树池内长

满杂草，无人养护
。

生态

环境

局、

宽城
区

噪声

、大

气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第一个问题：
    2021年8月28日，团山街道办事处前往小南街与北环城路交汇处万盛龙玺小区东侧铁路旁踏查 ，确实存在刹车噪音。因此，举报“

万盛龙玺小区火车路过刹车噪音很大”问题属实。
    第二个问题：      

    2021年8月28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到万盛龙玺小区东侧垃圾处理厂现场检查 ，群众举报的垃圾处理厂为吉林省鑫祥有限
责任公司，该公司主要产品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和提供余热为主，建设有4台垃圾焚烧炉，烟气处理系统采用半干法脱硫、活性炭吸附
、SNCR脱硝等工艺，该公司4台锅炉全部安装烟气在线设备，并与省、市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垃圾焚烧处理量为2350吨/天。现场检查

时该单位1号、2号、3号、4号锅炉正常生产，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

    该单位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每月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对排放的烟气污染物和无组织排放异味 ，二噁英每半年监测1次，监测结果

均符合国家排放标准，监测信息通过吉林省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发布平台每月进行公示 。在线监控系统与省、市生态环境
部门联网，实时上传监控数据，烟气污染物实时上传国家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与基础数据库系统 （企业端），上传数据全部达标。

    该公司设置了300米卫生防护距离，周边最近居民小区距离企业800米。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于7月14日、8月9日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吉林省同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吉林省鑫祥有限责任公司无组织

排放的氨气、硫化氢、臭气浓度等异味指标进行监督性监测，监测结果均符合国家排放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因此，举报“小区东侧100米处垃圾处理厂异味严重，污染环境”问题基本属实。
    第三个问题：

    2021年8月28日，团山街道办事处前往小南街与北环城路交汇处万盛龙玺小区踏查 ，在小区A区与B区东西走向的市政路上行道树的
树池内存在杂草。因此，举报“小区市政路上行道树的树池内长满杂草，无人养护”问题属实。

基本

属实

举报人反映的异味问题主要是该单位垃圾库房出入口自动卷帘门在开启关
闭时有气味外溢，垃圾运输车辆在离厂时箱体内存留的气味外溢及车体沾

染垃圾散发异味产生。   

    9月2日开始，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吉林省同正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吉林省鑫祥有限责任公司无组织排放的氨气、硫化
氢、臭气浓度异味指标进行连续监测5天，每天监测时段为3:00-5:00；

9:00-11:00；15:00-17:00；21:00-23:00。监测结果如下：

    9月2日氨浓度0.18毫克/每立方米、硫化氢浓度0.017毫克/每立方米

、臭气浓度小于10；9月3日氨浓度0.096毫克/每立方米、硫化氢浓度
0.011毫克/每立方米、臭气浓度小于10；9月4日氨浓度0.212毫克/每立方
米、硫化氢浓度0.008毫克/每立方米、臭气浓度小于10；9月5日氨浓度

0.389毫克/每立方米、硫化氢浓度0.034毫克/每立方米、臭气浓度小于
10；9月6日氨浓度0.212毫克/每立方米、硫化氢浓度0.021毫克/每立方米

、臭气浓度小于10。
    以上监测结果均符合国家排放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

93（氨浓度1.5、硫化氢浓度0.06、臭气浓度小于20），但在不利于污染

物扩散的气象条件下，对附近居民仍存在一定影响。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吉林省鑫祥有限责任公司，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加
强管理，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在保证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的基础
上，采取以下措施，减少对周边环境影响：    

    1.针对垃圾库房出入口自动卷帘门在开启关闭时少量气味外溢问题 ，
要求该单位增大植物液除臭剂药剂浓度，由1:100原液调整为1:200原液，

增加自动喷淋的频次，将5分钟间隔增加为2分钟的频次，加速对异味的分
解。

    2.针对垃圾运输车辆在离厂时箱体内存留的气味外溢及车体沾染垃圾
散发异味问题，要求该单位对垃圾运输车箱体密封情况，做到一车一检，
发现密封不严的情况，要立即进行修复，避免箱体内存留气味外溢；同

时，对离厂的垃圾车进行外部喷淋清洗，防止运输车辆沾染垃圾散发异味

。

    3.将锅炉的一次风和二次风取风口设在封闭的垃圾库房内 ，通过调整
炉况，将取风量调整至满负荷，增加垃圾库房的负压，防止异味的外溢。

    企业均已按照生态环境部门要求立行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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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中央广场B6栋
每年供热期时地下

泵房都会有产生噪
音，影响居民生活

。

长春

市生

态环
境局

噪声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2021年8月28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前往现场核实，投诉反映的“供热期泵房”是吉林同鑫热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分

公司绿地中央公馆B区泵站，位于该小区B6栋，属于商业区。泵站现有5台四级低频循环泵、4台补水泵和管道设施，有针对性采取了安

装减震器、减震垫、发泡填充等消声降噪措施。
    检查当日，泵站处于非采暖期未运行，不排放噪声，未进行监测。经查询以往检查记录，2019年4月9日对泵房噪声监测结果符合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一类区标准。2019年4月9日之后未接到相关投诉。因此，举报问题基本属实。

基本

属实

    2021年8月28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吉林同鑫热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高新分公司加强管理，在采暖期开始前对泵站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待

采暖期供热泵站正常运行时，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将对泵站噪声进行监测，
确保该泵站噪声达标排放。该单位收到投诉件后，集团领导非常重视，第

一时间召开会议，决定对泵站进行专项检查、保养和维护，检查泵体与连

接管线禁锢度及角度，更换保养轴承，更换减震喉，对叶轮进行动平衡检

测，更换新的隔音棉。确保采暖期泵房噪声达标排放。已于9月30日完成
整改。             2021年10月27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检
测机构监测了泵房噪声，监测结果：昼间42.1分贝，夜间32.5分贝。符合

国家排放标准。下一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将对吉林同鑫热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高新分公司泵站进行不定时检查督导，督促泵站正常运行，达标排

放。                               

办结 无



325 6 589

X2JL2
02108
31001
8

长春市环卫医用废
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存在以下问题：一
是2021年7月8日在

德惠市米沙子镇填
埋医疗废物及飞灰

的环境违法行为，
未受到环保部门任

何处罚；二是长年
排放大量污水，仍
存在随意填埋医疗

废物及飞灰行为，

填埋地点为：吉视

传媒德惠分公司支
干线万宝机房-高

家村0039号线杆北

10米的道路边排水

沟处。

市生
态环

境局

土壤
、水

    问题一：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投诉人反映的地点位于德惠市米沙子镇高家村前姚家屯。执法人员现场挖掘发现掩埋了固体废弃物。经公安部门调查，长春市环

卫医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工人于某某为了填坑铺路，向转运部马某某索要拆解型煤炉的浇注料，由于公司疏于管理，导致误将浇注
料及残渣一起运到事发地填埋。目前，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该公司及员工有逃避监管的主观故意。若经进一步调查符合立案标准，公安

部门将依法立案追究刑事责任。公安部门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长春市环卫医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4人员工涉嫌私自销售未经处理的医
疗废物，8月29日，依法对4人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市生态环境局针对该公司纸质联单未备案、危废固废混存，危废未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进行贮存处置等其它环境违法行为 ，依据《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八条、八十一条和一百一十二条等法条要求，对该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问题二：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1.该公司产生的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由高新环卫处免费用罐车运至高新北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该公司雨水按 环评要求，初
期雨水（前20分钟）应收集至污水站处理，后期雨水外排。9月2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到该公司进行现场核查，未发现污水

偷排情况。同时，委托专家对该公司废水产生量、污水处理量进行核查，专家组认为企业用水平衡与企业污水转运量基本吻合，不存

在偷排污水的可能性。

    2.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德惠市米沙子镇政府、德惠市公安局食药环侦大队执法人员及固废专家9月1日前往投诉人反映的填埋地点
进行现场检查。经查，米沙子镇南王家村朝阳岭屯北侧0039号线杆旁土地上有少量烧结块状物质、烧完的纸灰、砖头和瓷砖等物质，

总体积1.4立方米左右，市生态环境局委托有资质监测机构对固废、土壤取样检测。执法人员在堆体北侧30米范围内挖掘4处（包括

0039号线杆北10米处），未发现有其它类似的废弃物存在，随后将所有倾倒的固废运送到吉林省蓝天固废处理中心有限公司暂存 。德

惠市公安局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调取监控视频，核查了该公司台账，案件进一步调查当中。

部分
属实

    问题一：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积极对接市公安局专案组，沟通

核实移交案件办理进展情况。9月9日，长春市公安局决定不予立案，并将
案件退回长春市生态环境局。9月23日，长春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对该公司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额度60万元，该公司已经缴纳
。
2021年，市生态环境局对该公司进行检查，曾发现纸质联单未备案、危废

固废混存，危废未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进行贮存处置等其它环境违法行为 ，
并依法进行行政处罚40万元，该公司已经缴纳。

   问题二：  经查，长春市环卫医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使用回转窑焚
烧回收的医疗废物，医疗废物经回转窑一燃室、二燃室焚烧后，在二燃室

下方出渣口产出废渣。执法人员仔细检查了该公司近三年的回转窑运行情
况和温度曲线，三年内因相关原因回转窑共7次停炉，均向环保部门进行

了书面报告，停窑和启动期间均未产出废渣，其他时间均正常运行。市生
态环境局委托吉林省元科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对固废、倾倒处下方及附近土
壤取样检测，附近土壤中重金属含量均低于《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中的标准值。

9月29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委托周兵等三位专家对米沙子镇南王家村朝

阳岭屯北侧0039号线杆发现的废渣和长春市环卫医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回转窑产生的废渣从颜色、性状、烧结温度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专家结

论是可以判断排除德惠市米沙子镇疑似医疗废物焚烧底渣源自回转窑正常

焚烧产物。德惠市公安局询问倾倒地点附近居民，均对倾倒废渣情况不知

情，附近监控视频未能发现可疑车辆和人员。综上，没有证据证明投诉人
反映倾倒在“吉视传媒德惠分公司支干线万宝机房-高家村0039号线杆北
10米”，总体积1.4m3左右的废渣是长春市环卫医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倾倒。生态环境部门已经协调吉林省蓝天固废处理中心有限公司对倾倒的
固废按危险废物进行处理。

办结 无 *

109 7 649

D2JL2

02109
01005

4

建昌街吉港花园小
区5栋8门旁边国信

供热锅炉房，每年
供热期时产生的噪
声扰民。

长春

市生
态环

境局

噪声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2021年9月2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前往建昌街吉港花园小区现场核实 ，群众反映的国信供热锅炉房为长春国信供热工程
有限公司吉港泵站，泵站与吉港花园小区5栋居民楼相连，泵站内有2台四级低频循环泵、2台补水泵和管道设施，泵站的水泵、管道、

墙体采取了避震喉，减震垫，隔音棉等隔声减振措施。
    检查当日，泵站处于非采暖期未运行，不排放噪声，未进行监测。2017-2018年采暖期，曾多次接到该泵房噪声扰民举报，经调查
为水泵运行异常导致的噪声，长春国信供热工程有限公司调试水泵后稳定运行。为进一步降低泵房震动噪声对周边居民的影响，2018

年9-11月，长春国信供热工程有限公司对泵站隔声降噪措施进行升级改造 。2018年11月之后未接到相关投诉。

基本
属实

     2021年9月2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要求长春国信供热工程有限公司
吉港泵站加强管理，对泵站设备进行维护保养，检修泵体轴承机械、法兰
连接处、电机、叶轮及螺栓，更换软连接、底座减震胶垫，对管道支架进

行减震处理，确保采暖期泵房噪声达标排放。10月10日完成整改。
    2021年10月27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监测了泵房

噪声，监测结果：昼间52.8分贝，夜间43.4分贝。符合国家排放标准。下
一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将对长春国信供热工程有限公司吉港泵站进行不

定时检查督导，督促泵站正常运行，达标排放。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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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环卫医用废
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存在以下问题：一
是常年使用一般货
车代替医疗废物转

运车收集运输医疗

废物，野蛮装卸，

使得医疗废物散落
遗失；二是使用纸

质转运联单，可随

意更改医疗废物数

量、处置时间、飞
灰数量。举报人诉
求：协调环保执法

部门和卫健部门制
止这种严重违法违

规行为。

生态
环境

局

其他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2021年9月3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前往长春市环卫医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核查 。

    问题一不属实。该企业共有医疗废物转运车辆22台，均为轻型厢式货车，载重量1.165t，22台车合计载重量25.63t，均已取得道

路运输许可证，经营范围为危险货物运输（医疗废物），目前该企业每天处理医疗废物约26t，其自有运输车辆已能满足收集转运医疗

废物需求，不存在使用一般货车转运医疗废物的情况，抽查2021年转移联单未发现其他车辆信息。在该企业焚烧车间上料现场，企业
装卸人员均按操作规程卸载医疗废物，无野蛮装卸情况，地面掉落医废均收集回收；运输车辆在医疗机构接收医疗废物时，也严格按

照操作规程装载医疗废物，不存在野蛮装卸、医废散落遗失情况。

   问题二基本属实。该企业接收医疗垃圾、外委处置残渣和飞灰需要执行转移联单。其中外委处置残渣和飞灰均执行电子联单，因部

分小诊所未在吉林省危险废物全过程智能监管平台注册 ，导致企业接收其医疗垃圾时使用纸质联单，无法执行电子联单，抽查该企业
2021年纸质转移联单未发现随意更改的现象。但在2021年7月18日现场检查中，发现该企业存在纸质转移联单未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的
违法行为。

部分
属实

    针对企业纸质转移联单未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的违法行为，长春市生

态环境局对此进行立案调查，依据《固废法》第七十八条，向企业下达《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长环责改字〔2021〕22号）、《行政处罚事

先（听证）告知书》长环罚告字〔2021〕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长
环罚字〔2021〕15号），责令其立即将纸质转移联单送至生态环境部门备
案，并行政处罚10万元。罚款已缴纳，目前该企业已完成转移联单备案，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责令长春市环卫医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应用吉林省危
险废物全过程智能监管平台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办结 无

383 7 705

X2JL2
02109

01001
1

长春市环卫医用废

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存在以下问题：一
是2021年7月8日在

德惠市米沙子镇填

埋含有重金属及二

噁英等多种严重污
染物飞灰的环境违
法行为，未受到环

保部门任何处罚；
二是长年排放大量

污水，仍存在随意
填埋医疗废物及飞

灰行为。填埋地

点：吉视传媒德惠

分公司支干线万宝
机房-高家村0039
号线杆北10米的道

路边排水沟处。

生态

环境
局

土壤

、水

    问题一：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投诉人反映的地点位于德惠市米沙子镇高家村前姚家屯。执法人员现场挖掘发现掩埋了固体废弃物。经公安部门调查，长春市环

卫医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工人于某某为了填坑铺路，向转运部马某某索要拆解型煤炉的浇注料，由于公司疏于管理，导致误将浇注
料及残渣一起运到事发地填埋。目前，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该公司及员工有逃避监管的主观故意。若经进一步调查符合立案标准，公安
部门将依法立案追究刑事责任。公安部门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长春市环卫医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4人员工涉嫌私自销售未经处理的医

疗废物，8月29日，依法对4人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市生态环境局针对该公司纸质联单未备案、危废固废混存，危废未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进行贮存处置等其它环境违法行为 ，依据我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八条、八十一条和一百一十二条等法条要求，对该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问题二：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1.该公司产生的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由高新环卫处免费用罐车运至高新北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该公司雨水按 环评要求，初
期雨水（前20分钟）应收集至污水站处理，后期雨水外排。9月2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到该公司进行现场核查，未发现污水
偷排情况。同时，委托专家对该公司废水产生量、污水处理量进行核查，专家组认为企业用水平衡与企业污水转运量基本吻合，不存

在偷排污水的可能性。

    2.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德惠市米沙子镇政府、德惠市公安局食药环侦大队执法人员及固废专家9月1日前往投诉人反映的填埋地点

进行现场检查。经查，米沙子镇南王家村朝阳岭屯北侧0039号线杆旁土地上有少量烧结块状物质、烧完的纸灰、砖头和瓷砖等物质，
总体积1.4立方米左右，市生态环境局委托有资质监测机构对固废、土壤取样检测。执法人员在堆体北侧30米范围内挖掘4处（包括

0039号线杆北10米处），未发现有其它类似的废弃物存在，随后将所有倾倒的固废运送到吉林省蓝天固废处理中心有限公司暂存 。德

惠市公安局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调取监控视频，核查了该公司台账，案件进一步调查当中。

部分

属实

    问题一：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积极对接市公安局专案组，沟通
核实移交案件办理进展情况。9月9日，长春市公安局决定不予立案，并将

案件退回长春市生态环境局。9月23日，长春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对该公司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额度60万元，该公司已经缴纳

。

2021年，市生态环境局对该公司进行检查，曾发现纸质联单未备案、危废

固废混存，危废未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进行贮存处置等其它环境违法行为 ，
并依法进行行政处罚40万元，该公司已经缴纳。
   问题二：  经查，长春市环卫医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使用回转窑焚

烧回收的医疗废物，医疗废物经回转窑一燃室、二燃室焚烧后，在二燃室
下方出渣口产出废渣。执法人员仔细检查了该公司近三年的回转窑运行情

况和温度曲线，三年内因相关原因回转窑共7次停炉，均向环保部门进行
了书面报告，停窑和启动期间均未产出废渣，其他时间均正常运行。市生

态环境局委托吉林省元科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对固废、倾倒处下方及附近土
壤取样检测，附近土壤中重金属含量均低于《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中的标准值。

9月29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委托周兵等三位专家对米沙子镇南王家村朝

阳岭屯北侧0039号线杆发现的废渣和长春市环卫医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回转窑产生的废渣从颜色、性状、烧结温度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专家结
论是可以判断排除德惠市米沙子镇疑似医疗废物焚烧底渣源自回转窑正常

焚烧产物。德惠市公安局询问倾倒地点附近居民，均对倾倒废渣情况不知

情，附近监控视频未能发现可疑车辆和人员。综上，没有证据证明投诉人

反映倾倒在“吉视传媒德惠分公司支干线万宝机房-高家村0039号线杆北
10米”，总体积1.4m3左右的废渣是长春市环卫医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倾倒。生态环境部门已经协调吉林省蓝天固废处理中心有限公司对倾倒的

固废按危险废物进行处理。

办结 无



416 8 765

X2JL2
02109

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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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环卫医用废

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存在以下问题：一
是常年使用一般货
车代替医疗废物转

运车收集运输医疗
废物，野蛮装卸，

使得医疗废物散落
遗失；二是使用纸

质转运联单，可随
意更改医疗废物数
量、处置时间、飞

灰数量。举报人诉
求：协调环保执法

部门和卫健部门制
止这种严重违法违

规行为。

市生
态环

境局

其他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此案件与第7批受理编号（662）号案件重复）
    2021年9月3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前往长春市环卫医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核查 。

    问题一不属实。该企业共有医疗废物转运车辆22台，均为轻型厢式货车，载重量1.165t，22台车合计载重量25.63t，均已取得道
路运输许可证，经营范围为危险货物运输（医疗废物），目前该企业每天处理医疗废物约26t，其自有运输车辆已能满足收集转运医疗
废物需求，不存在使用一般货车转运医疗废物的情况，抽查2021年转移联单未发现其他车辆信息。在该企业焚烧车间上料现场，企业

装卸人员均按操作规程卸载医疗废物，无野蛮装卸情况，地面掉落医废均收集回收；运输车辆在医疗机构接收医疗废物时，也严格按

照操作规程装载医疗废物，不存在野蛮装卸、医废散落遗失情况。

   问题二基本属实。该企业接收医疗垃圾、外委处置残渣和飞灰需要执行转移联单。其中外委处置残渣和飞灰均执行电子联单，因部
分小诊所未在吉林省危险废物全过程智能监管平台注册 ，导致企业接收其医疗垃圾时使用纸质联单，无法执行电子联单，抽查该企业

2021年纸质转移联单未发现随意更改的现象。但在2021年7月18日现场检查中，发现该企业存在纸质转移联单未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的

违法行为。

部分

属实

    针对企业纸质转移联单未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的违法行为，长春市生

态环境局对此进行立案调查，依据《固废法》第七十八条，向企业下达《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长环责改字〔2021〕22号）、《行政处罚事
先（听证）告知书》长环罚告字〔2021〕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长

环罚字〔2021〕15号），责令其立即将纸质转移联单送至生态环境部门备

案，并行政处罚10万元。罚款已缴纳，目前该企业已完成转移联单备案，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责令长春市环卫医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应用吉林省危
险废物全过程智能监管平台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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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JL2
02109

02002
1

长春市环卫医用废

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存在以下问题：一
是2021年7月8日在

德惠市米沙子镇填

埋医疗废物及飞灰

的环境违法行为，
未受到环保部门任
何处罚；二是长年

排放大量污水，仍
存在随意填埋医疗

废物及飞灰行为。
地点为：吉视传媒

德惠分公司支干线
万宝机房-高家村
0039号线杆北10米

的道路边排水沟处
。

生态
环境

局

其他

    问题一：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投诉人反映的地点位于德惠市米沙子镇高家村前姚家屯。执法人员现场挖掘发现掩埋了固体废弃物。经公安部门调查，长春市环

卫医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工人于某某为了填坑铺路，向转运部马某某索要拆解型煤炉的浇注料，由于公司疏于管理，导致误将浇注
料及残渣一起运到事发地填埋。目前，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该公司及员工有逃避监管的主观故意。若经进一步调查符合立案标准，公安

部门将依法立案追究刑事责任。公安部门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长春市环卫医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4人员工涉嫌私自销售未经处理的医

疗废物，8月29日，依法对4人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市生态环境局针对该公司纸质联单未备案、危废固废混存，危废未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进行贮存处置等其它环境违法行为 ，依据我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八条、八十一条和一百一十二条等法条要求，对该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问题二：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1.该公司产生的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由高新环卫处免费用罐车运至高新北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该公司雨水按 环评要求，初
期雨水（前20分钟）应收集至污水站处理，后期雨水外排。9月2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到该公司进行现场核查，未发现污水

偷排情况。同时，委托专家对该公司废水产生量、污水处理量进行核查，专家组认为企业用水平衡与企业污水转运量基本吻合，不存
在偷排污水的可能性。

    2.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德惠市米沙子镇政府、德惠市公安局食药环侦大队执法人员及固废专家9月1日前往投诉人反映的填埋地点
进行现场检查。经查，米沙子镇南王家村朝阳岭屯北侧0039号线杆旁土地上有少量烧结块状物质、烧完的纸灰、砖头和瓷砖等物质，
总体积1.4立方米左右，市生态环境局委托有资质监测机构对固废、土壤取样检测。执法人员在堆体北侧30米范围内挖掘4处（包括

0039号线杆北10米处），未发现有其它类似的废弃物存在，随后将所有倾倒的固废运送到吉林省蓝天固废处理中心有限公司暂存 。德
惠市公安局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调取监控视频，核查了该公司台账，案件进一步调查当中。

部分

属实

    问题一：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积极对接市公安局专案组，沟通

核实移交案件办理进展情况。9月9日，长春市公安局决定不予立案，并将
案件退回长春市生态环境局。9月23日，长春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对该公司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额度60万元，该公司已经缴纳

。

2021年，市生态环境局对该公司进行检查，曾发现纸质联单未备案、危废

固废混存，危废未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进行贮存处置等其它环境违法行为 ，
并依法进行行政处罚40万元，该公司已经缴纳。

   问题二：  经查，长春市环卫医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使用回转窑焚

烧回收的医疗废物，医疗废物经回转窑一燃室、二燃室焚烧后，在二燃室

下方出渣口产出废渣。执法人员仔细检查了该公司近三年的回转窑运行情
况和温度曲线，三年内因相关原因回转窑共7次停炉，均向环保部门进行
了书面报告，停窑和启动期间均未产出废渣，其他时间均正常运行。市生

态环境局委托吉林省元科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对固废、倾倒处下方及附近土
壤取样检测，附近土壤中重金属含量均低于《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中的标准值。
9月29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委托周兵等三位专家对米沙子镇南王家村朝

阳岭屯北侧0039号线杆发现的废渣和长春市环卫医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回转窑产生的废渣从颜色、性状、烧结温度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专家结
论是可以判断排除德惠市米沙子镇疑似医疗废物焚烧底渣源自回转窑正常

焚烧产物。德惠市公安局询问倾倒地点附近居民，均对倾倒废渣情况不知
情，附近监控视频未能发现可疑车辆和人员。综上，没有证据证明投诉人

反映倾倒在“吉视传媒德惠分公司支干线万宝机房-高家村0039号线杆北
10米”，总体积1.4m3左右的废渣是长春市环卫医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倾倒。生态环境部门已经协调吉林省蓝天固废处理中心有限公司对倾倒的
固废按危险废物进行处理。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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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人反映：一是

凯旋路2155号长春

中车轨道车辆有限

公司，将一般固体
废物与危险废物运
输到凯旋路与北环

城路交汇平安驾校
院内处理，产生严

重的异味，此公司
无相关资质非法处

理；二是绿园区城
西镇大营子村2舍
长春一北报废汽车

回收拆解有限公

司，地面无防渗漏

设施，影响周边环
境。

生态
环境

局、
绿园

区

水、
土壤
、生

态

    问题一：经调查，举报问题基本属实。

    2021年9月6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宽城分局、凯旋街道办事处前往凯旋路与北环城路交汇平安驾校进行

现场核实。投诉人反映的平安驾校院内废弃厂房原为荣发木器厂，已停产。现场只存有一般固废无危险废物，厂房外未闻到异味，厂
房内略有轻微塑料、皮革等散发的气味。
    经进一步核实，长春中车轨道车辆有限公司环保手续齐全，产生的一般固废全部交由长客金麒保温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收集 ，

由长客金麒保温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委托给长春市玉玲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处置 。长春市玉玲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租赁平安驾校院
内废弃厂房暂存分拣，具备回收价值的进行二次利用，无回收价值的一般固废交环卫部门送鑫祥垃圾焚烧厂处置。长春市生态环境局

曾于2021年4月接到群众举报，检查发现长客金麒保温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误将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内少量自喷漆罐混入
一般固体废物中运至平安驾校院内，并交由长春市玉玲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分拣。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对长客金麒保温材料有限责任

公司违法行为处以15万元罚款，并责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执法人员事后检查，未再发现长客金麒保温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一般固废
混存危废情况。
    长客金麒保温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持有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绿园分局审批通过的营业执照 ，经营范围内包含厂区废旧物处理。长

春市玉玲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持有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绿园分局审批通过的营业执照 ，经营范围为生产性、生活性再生资源回

收，长春市玉玲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存在未在注册地开展经营活动行为 ，且厂房内贮存如废旧纸盒、塑料等大量易燃物品，灭火器

过期，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基本
属实

    第一个问题：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要求长春中车轨道车辆有限公司和长客金麒保温材

料有限责任公司，进一步完善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

用、处置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规范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
如实记录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信
息，实现工业固体废物可追溯、可查询，防止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针对长春市玉玲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问题 ，宽城
区凯旋街道办事处责令废弃厂房负责人赵某某、玉铃公司负责人孙某某立

即整改，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针对长春市玉玲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未在注册地开展经营活动的行

为，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宽城分局对其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长市
监宽责改字〔2021〕284号），责令其立即停止相关经营活动，办理营业
执照变更登记后方可经营。

    孙某某承诺不在此经营，已于9月9清空仓库，并将于2021年9月13日

前将厂房内分拣设备全部搬离，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第
一个

问
题）

办结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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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区湖西路东胡

同375号长春国信

供热公司存在以下
问题：一是供热期
间，运煤车辆夜间

卸煤，噪声扰民，

影响居民正常休

息；二是供热期
间，厂区内煤堆、

煤灰未做好苫盖措

施。举报人曾多次

向相关部门反映，
未得到根本解决。
举报人诉求尽快实

现供热并网。

长春
市生
态环

境局

噪声

、扬
尘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此案件与本轮环保督查第7批省内编号649号案件重复

    2021年9月6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前往朝阳区湖西路东胡同 375号现场核实，群众反映的长春国信供热工程有限公司国信

锅炉房建设于2004年，总供热面积约314万平米，现有4台80吨/小时燃煤热水锅炉（3用1备），锅炉配备脱硫除尘设施，安装在线监控

设施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锅炉房建设有全封闭煤棚（煤炭存储量2000吨）、半封闭渣棚、声屏障等设施，厂区内路地面全部硬化
。国信锅炉房已于2019年7月4日申领了排污许可证，环评手续齐全。
    第一个问题，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现场检查期间，锅炉房处于非供暖期停产状态，没有运煤卸煤作业。以往运输煤炭时，因该锅炉房处于长春市区四环路区域内，

运煤车辆应于晚20时至次日6时通行，即晚20时后可进入城区送煤，锅炉房主要噪声源距居民最近距离约50米，存在运煤车辆夜间卸煤

噪声扰民现象。因此，举报问题属实。
    第二个问题，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现场检查期间，国信锅炉房全封闭煤棚、半封闭渣棚、硬化的厂区均未存储物料。以往曾有露天堆煤苫盖不完全情况。因此，举

报问题基本属实。

    因目前处于非采暖期，现场检查期间国信锅炉房锅炉设备及运煤除渣系统未运行 ，不具备扬尘、噪声监测条件。
    2020-2021年采暖期间，分别于2020年12月8日收到市长公开电话投诉，2021年3月11日收到12369环保热线投诉，均反映国信锅炉
房噪声问题，长春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发现国信锅炉房存在夜间装卸煤炭噪声扰民问题 ，对其夜间装卸煤炭作业进行规范。

   关于举报人诉求尽快实现供热并网问题，该锅炉房为市属集中供热企业，供热面积约314万平米，现有大网热源不足，无法实现供
热并网。按照长春市供热规划，暂无可替代热源。

属实

    针对运煤车辆夜间卸煤噪声扰民问题，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要求长春国
信供热工程有限公司加强国信锅炉房供热运行管理，将运输装卸煤炭作业
调整至每天22时前，同时规范车辆运输及卸煤行为，采取禁止鸣笛、控制

油门、通过人工清扫斗箱内剩余残煤代替机械磕碰等降低噪声的措施 。

    针对厂区内煤堆、煤灰未做好苫盖问题，要求该单位落实煤棚和渣棚

的封闭管理，对超量存储的露天堆煤严密苫盖。
    2021年10月29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长春国信

供热工程有限公司加强国信锅炉房运行噪声、扬尘进行了监督性监测，噪

声监测结果：昼间54.2分贝，夜间41.4分贝。扬尘监测结果：0.111毫克/

立方米。均符合国家排放标准。下一步，长春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强
化环境监管，进行不定期的检查督导。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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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人反映：一是
汽开区汽车公园内

永春河河段，河水
有异味，导致周边

居民无法开窗；二
是朝阳区吉林省医
院5号楼附近工地

昼夜施工，产生噪

音，影响医院内病

人休息。

汽开
区

、市
生态
环境

局

水、
噪声

    第一个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此案件与本轮中央环保督察第10批省内编号1034号重点案件部分重复)

    9月8日，汽开区农业农村局、汽开区信访局、市生态环境局汽开区分局、汽开区城市管理局、汽开区富民街道办事处、润德公司

现场对此河段进行实地踏查，河水感观不黑臭。经对该河段沿岸排查，未发现生活垃圾污染河道情况。但发现河道个别点位存在底泥

淤积。经查，四环路至大众街段共有吐口16个，均为雨洪吐口。经对上述16处雨洪排口管线排查，无排污现象。同时9月8日针对汽开
区内过河污水管线进行全面水质检测，检测预计9月10日完成。但永春河此段区域上游汛期降雨及雨后确实存在因合流制溢流导致产生
异味的情况。

    9月6日，汽开区农业农村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该段河道进行了水质和臭气浓度检测 ，水质得到了改善（附检测数据），臭气浓度
东风大街桥、和谐大街桥、四环路桥等位置检测结果均小于10，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要求（附检测报告）

。
    第二个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2021年9月8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前往朝阳区吉林省医院5号楼现场核实，群众反映的施工项目是吉林省人民医院污染防治设施扩
建项目，于2020年11月取得吉林省生态环境厅批复（吉环审（表）字〔2020〕106号）。

    项目9月5日开工，计划10月4日完工，现场检查时夜间未施工，经调查9月5日曾存在夜间施工。近期受雨水天气影响未施工，不具

备监测条件，未开展监测。因此，举报问题属实。

属实

    第一个问题：

    群众反映投诉的问题，长春市对该问题高度重视，通过长春新区、朝
阳区、汽开区及市建设、水利等多部门共同努力，完成了部分市政排水管

线及住宅小区、企事业单位分流改造工作，同时加强汛期巡视巡查，清除
吐口周边及河道土围堰及垃圾杂物等，有效缓解了汛期溢流量和溢流频次

。为进一步推进解决溢流污染问题，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汽开区、高新区负责加强管网日常管理，确保永春河汽开区、高
新区段吐口上游市政管线无混接、错接问题。雨污分流改造完成前，对河

道漂浮物、垃圾等及时清理。

    二、汽开区将进一步完善三级河长组织体系，落实常态化保洁机制，

健全河湖长各项制度，强化常态化监管。针对淤泥问题，将在2021年末，
完成四环路至新红旗大街段清淤方案的制定和专家评审 ，2022年5月前完

成清淤。
    三、高新区负责对腰丁屯吐口上游的繁荣小区继续进行全面排查 ，发

现雨污合流问题立查立改，力争在2022年6月末前完成极个别雨水私接入
污水的住宅小区、企事业单位雨污分流改造。
    四、市建委负责抚松明沟吐口上游市管市政管网的雨污分流改造 ，确

保明年汛期前投入使用。

    五、朝阳区负责继续开展抚松明沟、腰丁屯、狼洞沟吐口上游的住宅

小区、企事业单位雨污合流情况全面排查、改造，力争在2022年6月末前
完成重点住宅小区、企事业单位雨污分流改造。

    六、市水务集团负责加快建设芳草街污水处理厂（计划2021年12月31

日通水）和南部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计划2022年12月31日通水）。

    上述系统治理措施陆续完成后，永春河的溢流污染将得到基本解决。
    第二个问题：
    2021年9月8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吉林省人民医院加强管理 ，禁

止夜间（晚22点至晨6点）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
     9月13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项目施工过程

中使用的机械设备、浇筑开展了监督性监测，监测结果：昼间64.3分贝。
符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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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蓝天固废处

理中心有限公司，

在垃圾处理过程
中，污染地下水，
影响周边居民正常

生活。

生态
环境

局

水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2021年9月8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吉林省蓝天固废处理中心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 ，该公司2003年11月10日通过原吉

林省环境保护局环评批复（吉环建字〔2003〕101号）；2004年3月24日通过原吉林省环境保护局验收（吉环验〔2004〕05号）；2018
年9月14日经原长春市环境保护局对其升级改造项目批复（长环建〔2018〕17号），2020年9月3日完成自主验收。2005年10月20日由原

吉林省环境保护局核发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编号：2201050001）。2020年4月19日取得排污许可证（编号

91220105749327937U001V）主要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经营业务，设计年焚烧危险废物28050吨；设计年委托处置危险

废物24000吨，环保手续齐全。   
    该公司废水主要包括脱硫废水、焚烧残渣冷却水、初期雨水、生活污水，根据环评该企业危险废物入炉需要补水。经查，脱硫废
水作为入炉补水按配伍要求喷入焚烧炉窑头焚烧处理，焚烧残渣冷却水循环使用，初期雨水收集后入焚烧炉补水，生活污水排入企业

防渗化粪池，由南关区浩涵管道疏通队转运至卡伦污水处理厂处理。该公司分拣车间、配伍车间、危险废物贮存库房、焚烧车间等地
面按环评要求采取防渗措施。

    该公司每年对附近村屯水井的地下水监测一次，经调阅2018年至2020年地下水监测报告，各项指标均达标。
    2021年9月1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委托华信检测技术（长春）有限公司，对吉林省蓝天固废处理中心有限公司附近村屯地下水进

行采样监测，以确认地下水质实际情况。

基本
属实

2021年9月1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委托华信检测技术（长春）有限公
司，对吉林省蓝天固废处理中心有限公司周边村屯地下水进行检测 ，检测
结果为pH值7.8，氨氮未检出，亚硝酸盐未检出，汞未检出，砷未检出，

镉未检出，铅未检出，锌0.113毫克每升，镍未检出，总大肠菌群未检
出，菌落总数未检出。检测结果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

2017)(pH值6.5-8.5，氨氮小于或等于0.5毫克每升，亚硝酸盐小于或等于
1.00毫克每升，汞小于或等于0.001毫克每升，砷小于或等于0.01毫克每

升，镉小于或等于0.005毫克每升，铅小于或等于0.01毫克每升，锌小于
或等于1.00毫克每升，镍小于或等于0.02毫克每升，总大肠菌群小于或等

于3.0个每100毫升，菌落总数小于或等于100个每毫升。）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将加大对企业废水排放、废气排放的巡查监管力
度，定期开展监测，督促企业规范内部管理，依法合规经营，确保污染物

排放不影响周边群众生活。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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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水路北侧100米

处东岭热力锅炉

房，从晚9点至早

五点，车辆运煤及
卸煤时产生噪音，
严重扰民。

长春

市生

态环
境局

噪声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2021年9月9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前往现场核实，投诉反映的“东岭热力锅炉房”是长春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岭

分公司锅炉房，现有6台70兆瓦燃煤热水锅炉。锅炉配备脱硫除尘设施齐全，在线监控设施与生态环境部门已联网。建设有全封闭煤

棚，存储量25000吨。东岭锅炉房已于2019年5月15日申领了排污许可证，环评手续齐全。
    该锅炉房为调峰锅炉房，在寒冷季节和电厂机器故障热量不足情况下调峰使用。2021年8月28日、9月2日存在运煤车辆夜间卸煤和
铲煤噪声扰民情况。检查当日，冬季供热储煤工作已结束，未监测。因此，举报问题基本属实。

基本

属实

    针对运煤车辆夜间卸煤噪声扰民问题，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要求长春市
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岭分公司调整进煤时间至 22时前，同时规范车辆

运输及卸煤行为，采取禁止鸣笛、控制油门、通过人工清扫斗箱内剩余残

煤代替机械磕碰等措施降低噪声。

    2021年11月2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长春市热
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岭分公司锅炉房运行噪声进行了监督性监测 ，噪声

监测结果：昼间54.5分贝，夜间43.9分贝。均符合国家排放标准。下一

步，长春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强化环境监管，进行不定期的检查督导

。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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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JL2

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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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中央广场小区
居民对8月27日反

映的“该小区B6栋

负一层供暖泵每到

冬天都会发出噪音
”的处理结果不满

意。

长春

市生
态环
境局

噪声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此案件与本轮环保督查第2批省内编号113号案件重复。
    2021年8月28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前往现场核实，投诉反映的“供热期泵房”是吉林同鑫热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分

公司绿地中央公馆B区泵站，位于该小区B6栋，属于商业区。泵站现有5台四级低频循环泵、4台补水泵和管道设施，有针对性采取了安
装减震器、减震垫、发泡填充等消声降噪措施。
    检查当日，泵站处于非采暖期未运行，不排放噪声，未进行监测。经查询以往检查记录，2019年4月9日对泵房噪声监测结果符合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一类区标准。2019年4月9日之后未接到相关投诉。举报问题基本属实。

基本
属实

    2021年8月28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吉林同鑫热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高新分公司于10月10前完成对泵站的检查、保养和维护，检查泵体与

连接管线禁锢度及角度，更换保养轴承，更换减震喉，对叶轮进行动平衡
检测，更换新的隔音棉,同时泵站的棚顶全部铺设岩棉板进行吸音，将水

泵封闭在内衬为岩棉板的水泵隔音箱，进一步减轻噪声影响。已于9月30
日完成整改。              2021年10月27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委托第
三方检测机构监测了泵房噪声，监测结果：昼间42.1分贝，夜间32.5分贝

。符合国家排放标准。下一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将对吉林同鑫热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分公司泵站进行不定时检查督导，督促泵站正常运行，

达标排放。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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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蓝天固废处

理中心有限公司存
在如下问题：一是

将垃圾堆放在露天
场地上，产生臭味
。二是厂区内未设

置雨污分流，下雨

时雨水掺杂垃圾渗

滤液流向厂外，造
成周边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三是该公

司处置危险废物重

金属项目超出其经
营许可范围；四是
焚烧炉达不到规定

温度，危险废物燃

烧不充分；五是使

用不具备危险废物
运输资质的车辆进

行运输；六是危险

废物未进入蓝天固

废处理中心院内，
该公司却在无转运
记录的情况下形成

收集处置记录，各
项记录涉嫌造假。

生态
环境

局

大气

、水

、重
金属
、其

他

    此案件第二个问题与第十三批省内编号1417号重复。

    经调查，群众反映部分属实。

    2021年9月1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对吉林省蓝天固废处理中心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 ，该公司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委托处

置，环保手续齐全，持有吉林省生态环境厅核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编号：2201050001）。设计年焚烧危险废物28050吨，设计委托处置危险废物

24000吨。    

    第一个问题：举报问题基本属实。

    该公司现有危险废物贮存场所4处，分别为预处理车间、配伍车间、液体危险废物库、固体危险废物库。该企业收集的危险废物在预处理车间分

拣，分别进入液体危险废物库、固体危险废物库、配伍车间，配伍完的危险废物进入焚烧车间贮料坑进行处置。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可闻到异味，该公司

对危险废物贮存场所产生的废气统一收集，经过滤+碱液喷淋+光催化氧化+活性炭吸附后，通过15米排气筒高空排放。现场检查时暂未发现露天堆存垃

圾情况。该企业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委托三方公司定期开展监测，监测结果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2021年9月1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废气排放情况进行监测 ，经监测，厂界无组织废气氨浓度为0.04毫克/每立方米、硫化氢

未检出、臭气浓度小于10，监测结果均符合国家排放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氨浓度1.5毫克/每立方米、硫化氢浓度0.06毫克/

每立方米、臭气浓度小于20）。

    第二个问题：举报问题基本属实。

    该公司废水主要包括脱硫废水、焚烧残渣冷却水、初期雨水、生活污水，根据环评该企业危险废物入炉需要补水。经查，脱硫废水作为入炉补水按

配伍要求喷入焚烧炉窑头焚烧处理，焚烧残渣冷却水循环使用，初期雨水收集后入焚烧炉补水，生活污水排入企业防渗化粪池，由南关区浩涵管道疏通

队转运至卡伦污水处理厂处理。该公司分拣车间、配伍车间、危险废物贮存库房、焚烧车间等地面按环评要求采取防渗措施。

    该公司每年对附近村屯水井的地下水、土壤监测一次，经调阅2018年至2020年土壤、地下水监测报告，各项指标均达标。

    2021年9月1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委托华信检测技术（长春）有限公司，对吉林省蓝天固废处理中心有限公司附近村屯土壤、地下水进行采样监

测，以确认土壤、地下水质实际情况。

    第三个问题：举报问题不属实。

    经查，该企业取得了吉林省生态环境厅核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编号：2201050001），有效期自2020年11月9日至2025年11月8日。根据危险废

物经营许可证批复，该企业可收集、贮存、处置、委托处置危险废物共有44大类457小类，比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版），除HW10多氯联苯和HW15

爆炸性废物外，其余危险废物均可处置。经查阅企业危险废物经营台账及转移联间，暂未发现超范围经营情况。

    第四个问题：举报问题不属实。

    经查，该企业采用焚烧炉处置危险废物，经调阅焚烧车间中控室温度历史曲线，烟气温度满足《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导则》（HJ2042-2014）相

关要求。经查阅该企业2020年12月危险废物焚烧炉性能测试报告，各项指标满足HJ/T561-2010《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焚烧处置设施性能测试技术规

范》。

    第五个问题：举报问题不属实。

    经查，该企业取得长春市地方道路运输管理局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编号：220105446568），共用12台危险废物运输车，均取得《道路

运输证》，企业收集及转运危险废物均用自有车辆，经核查联单，暂未发现使用不具备危险废物运输资质的车辆及其他公司车辆进行运输的情况 。

    第六个问题：举报问题不属实。

    经核实，该企业12台危险废物运输车已全部安装GPS定位，由长春市地方道路运输管理局委托寰旗车辆公司对车辆运输轨迹实时监控 ，经调阅车辆

历史数据，入厂及转运记录完整，暂未发现车辆未入场情况；该企业危废转运车辆出厂区前登录吉林省道路运输管理政务服务网站标记出厂时间 、车辆

信息、驾驶员、押运员等信息，车辆返回后重新登录标记收集情况及入厂时间等，经登录查阅，未发现异常情况。经查阅该企业危险废物收集、处置、

转运台账，记录完整。

部分

属实

  2021年9月1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委托华信检测技术（长春）有限公
司，对吉林省蓝天固废处理中心有限公司周边村屯地下水、土壤进行检

测，检测结果如下：

  地下水：pH值7.8，氨氮未检出，亚硝酸盐未检出，汞未检出，砷未检

出，镉未检出，铅未检出，锌0.113毫克每升，镍未检出，总大肠菌群未
检出，菌落总数未检出。检测结果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

2017)

  土壤：pH值7.82，砷13.4毫克每千克，汞0.544毫克每千克，镉0.244毫

克每千克，铅18.1毫克每千克.铜36毫克每千克，镍66毫克每千克，锌60

毫克每千克。检测结果符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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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吉林同鑫热
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长春市朝阳区

富强街299号，同
鑫热力锅炉房建在
万科柏翠阅湖和万

科柏翠园中间，锅

炉房环保不达标，

污染大气，噪音扰
民；二是长春市朝

阳区南湖新村东街
54栋旁的同鑫热力

锅炉房，烟尘排放
不达标，污染大气
环境。该锅炉房烟

囱被金属网格固

定，围墙倾斜，存

在安全隐患；三是
同鑫热力南湖新村

锅炉房随意更换大

锅炉，未按照要求

进行审批，违反相
关规定和环保要
求，将锅炉房建在

两所幼儿园附近，
影响周边居民和孩

子的身体健康。

长春

市生
态环
境局

噪声
、扬

尘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
    第一个问题。

    2021年9月1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前往朝阳区富强街299号现场核实。投诉人反映的锅炉房是吉林同鑫热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8
锅炉房，2015年7月通过环评审批，2015年11月通过环保验收。现有3台40吨/小时、2台80吨/小时在用燃煤锅炉（2台80在用，3台40吨
备用），1台20吨/小时燃煤锅炉（已停用并断开管道及设备），均配备布袋除尘、镁法脱硫设施，安装烟气在线监控设备并与市生态

环境局联网。已建设封闭式煤场，正在建设渣棚。目前处于非供暖期，现场检查时锅炉未运行，煤场、灰场空置，不具备监测条件。

    2020-2021年采暖期在线监测数据均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监督性监测的结果为：烟尘40.23毫克

/立方米、二氧化硫164毫克/立方米、氮氧化物201毫克/立方米，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厂界噪声昼间
51.8分贝、夜间42.2分贝，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由于锅炉房卸煤地点距居民最近距离约30米，存在卸煤噪声扰民情况。举报问题基本属实。
    第二个问题。

    2021年9月1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南湖街道办事处前往南湖新村东街现场核实，投诉人反映的锅炉房是吉林同鑫热力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省直锅炉房，现有3台锅炉，2台40吨/小时燃煤锅炉（1用1备）、1台10吨/小时燃煤锅炉（已停用并断开管道及设备），均配
备湿式电离脱硫除尘一体机设施，安装在线监控设施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目前处于非供暖期，现场检查时锅炉未运行，煤场、灰

场空置，不具备监测条件。

   2020-2021年采暖期在线监测数据均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监督性监测的结果为：44.79毫克/立方

米、二氧化硫62毫克/立方米、氮氧化物294毫克/立方米，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
    围墙于2019年进行翻建，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南湖街道委托吉林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对围墙5个点位进行检测,检测结果

为偏差2毫米, 在正常范围内。2020年7月，吉林省腾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锅炉房烟囱进行了钢环抱箍加固 ，但未进行安全评估。举

报问题基本属实。

    第三个问题：
    为提高供热质量，降低污染物排放，该公司于2021年8月15日对2号燃煤锅炉进行了燃兰炭锅炉改造。因只涉及燃料升级改造工
程，无需办理环评审批手续。该锅炉房建成于80年代，在其北侧有两所幼儿园，分别成立于2013年和2018年。目前，长春市热电联产

集中供热管网尚未覆盖该供热区域，不具备并网条件。举报问题基本属实。

基本
属实

    第一个问题：
    2021年9月1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吉林同鑫热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加强除尘、脱硫设施运行管理，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针对噪声扰民问题，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吉林同鑫热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11月20前完成渣棚建设，渣棚已于10月12日完成建设，同时规范车

辆运输及卸煤行为，采取禁止鸣笛、控制油门、人工清扫等措施降低噪声

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11月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已对该锅炉房烟气和噪声排放开展了监
督性监测，监测的结果为：烟尘33.9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125毫克/立

方米、氮氧化物250.7毫克/立方米，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厂界噪声监测结果为：昼间53.2分贝，夜间43.6分

贝，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第二个问题：
    2021年9月1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吉林同鑫热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加强除尘、脱硫设施运行管理，落实煤场、灰场扬尘管控措施，确保
污染物达标排放。

    11月16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已对该锅炉房烟气和噪声排放开展了监
督性监测，监测的结果为：颗粒物15.5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17.2毫克/

立方米、氮氧化物188.4毫克/立方米，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厂界噪声监测结果为：昼间54.2分贝，夜间42.7分
贝，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10月22日，同鑫热力公司委托了吉林省科力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对

该处锅炉房烟囱的安全性进行了检验，检验（鉴定）结果为：该烟囱安全

性评定为B级，尚不显著影响承载能力。同时，同鑫热力公司也承诺，在
本采暖期结束后将根据鉴定报告给出的建议，对烟囱进行维护。

    第三个问题：
    2021年9月1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吉林同鑫热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加强除尘、脱硫设施运行管理，落实煤场、灰场扬尘管控措施，确保
污染物达标排放。
    针对锅炉燃兰炭改造问题，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吉林同鑫热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在锅炉房附近进行公告，向居民告知改造项目总体情况。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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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区湖西路与净

化街南一胡同交汇
新星宇福宛9栋居

民反映，长春区域
暖房供热公司早上
3点至4点和夜间11

点至12点，运输车
辆卸煤产生噪音和

粉尘，影响周边环
境。

长春
市生
态环

境局

噪声

、扬

尘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

    2021年9月1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前往朝阳区湖西路与净化街南一胡同交汇现场核实 ，群众反映的“长春区域暖房供热
公司”是长春国信供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区域锅炉房，现有3台40吨/小时燃煤锅炉，锅炉除尘脱硫设施齐全，在线监控设施与市生态
环境局联网，厂区内路面全部硬化。锅炉房已于2019年8月28日申领排污许可证，环保手续齐全。

   该锅炉房现为区域调峰锅炉房，在寒冷季节和电厂机器故障热量不足情况下调峰使用。检查当日，厂区内未存煤，经问询及走访周
边居民，今年未开展储煤工作。以往储煤时曾存在夜间（22时-次日6时）运煤卸煤噪声扰民和扬尘扰民。因此，举报问题基本属实。

基本
属实

    针对运煤车辆夜间卸煤产生噪声扬尘问题，为解决卸煤噪声扬尘问

题，长春国信供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建设封闭煤棚、渣棚，9月8日已
完成招标，工程预计10月20日前完工。封闭煤棚、渣棚，于10月17日完工

。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要求长春国信供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区域锅炉房加

强国信锅炉房供热运行管理，将运输装卸煤炭作业调整至每天22时前，同
时规范车辆运输及卸煤行为，采取禁止鸣笛、控制油门、通过人工清扫斗
箱内剩余残煤代替机械磕碰等措施降低噪声排放；落实煤棚和渣棚的封闭

管理，及时清扫场地，降低扬尘影响。
    2021年10月29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长春国信

供热工程有限公司加强国信锅炉房运行噪声、扬尘进行了监督性监测，噪
声监测结果：昼间54分贝，夜间40.3分贝。扬尘监测结果：0.115毫克/立

方米。均符合国家排放标准。下一步，长春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强化
环境监管，进行不定期的检查督导。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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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宽城区北环城
路与小南街交汇万

盛珑玺小区东侧火
车道全天产生噪

音；二是火车道东
侧水泉街垃圾处理

厂异味严重。

宽城
区

、市
生态
环境

局

噪声
、大

气

    第一个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此案件与本轮环保督察第1批省内编号（7）号、第9批省内编号（936）号、（963）号、第10批省内编号（1051）号

、（1081）号、（1099）号、第11批省内编号（1156）号、（1167）号、第12批省内编号（1226）号、第13批省内编号（1426）号重复。

    2021年9月11日，团山街道办事处前往万盛珑玺小区现场核查，群众反映的铁路噪声问题为万盛龙玺小区东侧铁路火车行驶噪声 。铁路与小区居民

楼最近120米。火车行驶至万盛龙玺小区东侧路段时，有使用老式驼峰编组减速器制动刹车行为，发出较大刺耳声音。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2021年8月28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宽城区分局委托技术人员对在万盛珑玺小区东侧进行噪声检测 ，检测点位位于万盛珑玺东侧距离铁路外轨

120米，为2类声环境功能区，检测结果显示昼间实际57dB，未超过标准限值（60dB）；夜间实际54dB,超过标准限值（50dB）。现场检测人员、周边群

众反映，检测期间未听到其它较大噪声，只明显听到铁路噪声和火车刹车噪声。

    因此，举报“万盛珑玺小区东侧铁路火车噪声问题属实。

    第二个问题：

    此案件与第一批省内编号7号、第九批省内编号928号第一个问题后半部分、第十批省内编号998号重复。    

    经调查，举报问题基本属实。

    经核实，举报人反映的宽城区水泉街长春货运北站东侧的垃圾焚烧厂为吉林省鑫祥有限责任公司 。

    2021年9月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到吉林省鑫祥有限责任公司现场检查 ，该公司2002年开工建设，2004年建成投产，2018年8月，该单位

实施项目改扩建并取得《吉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长春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电站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吉环审字〔2018〕49号)，2020年6

月完成环保验收，2020年1月取得了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22010171536975XB001K），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该公司主要从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和供汽，现有4台异重型循环流化床垃圾焚烧锅炉，3台汽轮发电机，装机容量46MW，日焚烧垃圾2350吨。烟气处理采用SNCR脱硝+半干法烟气脱硫脱酸

＋活性碳吸附＋布袋除尘器的方法，该公司4台焚烧锅炉全部安装烟气在线设备，并与市生态环境部门联网。该公司卫生防护距离为300米，周边最近居

民小区距离企业800米 。

    2019年该公司被国家环保部和住建部列为吉林省“第一批环保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单位 ”，2019年至今，共接待周边社区、企

事业单位和各类社会团体人士800余人，融合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环保理念，宣传相关环保政策，普及环保科普知识。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1-4号焚烧锅炉正常生产，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每季度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对排放的烟气污染物和无

组织排放异味，二噁英每半年监测1次，监测结果均符合国家排放标准，监测信息通过吉林省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发布平台每月进行公示 。

在线监控系统与市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实时上传监控数据，烟气污染物实时上传国家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与基础数据库系统 （企业端），上传数据全

部达标。

    举报人反映的异味问题主要是该单位垃圾库房出入口自动卷帘门在开启关闭时有气味外溢 ，垃圾运输车辆在离厂时箱体内存留的气味外溢及车体沾

染垃圾散发异味产生。   

    9月2日开始，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吉林省同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吉林省鑫祥有限责任公司无组织排放的氨气、硫化氢、

臭气浓度异味指标进行连续监测5天，每天监测时段为3:00-5:00；9:00-11:00；15:00-17:00；21:00-23:00。监测结果如下：

    9月2日氨浓度0.18毫克每立方米、硫化氢浓度0.017毫克每立方米、臭气浓度小于10（无量纲）；9月3日氨浓度0.096毫克每立方米、硫化氢浓度

0.011毫克每立方米、臭气浓度小于10（无量纲）；9月4日氨浓度0.212毫克每立方米、硫化氢浓度0.008毫克每立方米、臭气浓度小于10（无量纲）；9

月5日氨浓度0.389毫克每立方米、硫化氢浓度0.034毫克每立方米、臭气浓度小于10（无量纲）；9月6日氨浓度0.212毫克每立方米、硫化氢浓度0.021

毫克每立方米、臭气浓度小于10（无量纲）。

    以上监测结果均符合国家排放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氨浓度1.5毫克每立方米、硫化氢浓度0.06毫克每立方米、臭气浓度

小于20无量纲），但在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气象条件下，对附近居民仍存在一定影响。 

基本
属实

    第一个问题： 
    现长铁办事处已制定并实施改造计划。将46台既有的T.JK2-A(50)空

压型车辆重力式减速器更换为T.JK3-B(50)型节间隔制动位空压型车辆重
力式减速器。2019年-2020年已完成更换8台，2021年底前完成更换12台，
2022年计划更换26台，待刹车设备全部更换完毕后，将有效降低噪声源，

缓解噪声扰民问题。

    第二个问题：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吉林省鑫祥有限责任公司，按照排污许可证要
求加强管理，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在保证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的

基础上，采取以下措施，减少对周边环境影响：    
    1.针对垃圾库房出入口自动卷帘门在开启关闭时少量气味外溢问题 ，

要求该单位增大植物液除臭剂药剂浓度，由1:100原液调整为1:200原液，
增加自动喷淋的频次，将5分钟间隔增加为2分钟的频次，加速对异味的分
解。

    2.针对垃圾运输车辆在离厂时箱体内存留的气味外溢及车体沾染垃圾

散发异味问题，要求该单位对垃圾运输车箱体密封情况，做到一车一检，

发现密封不严的情况，要立即进行修复，避免箱体内存留气味外溢；同
时，对离厂的垃圾车进行外部喷淋清洗，防止运输车辆沾染垃圾散发异味

。

    3.将锅炉的一次风和二次风取风口设在封闭的垃圾库房内 ，通过调整

炉况，将取风量调整至满负荷，增加垃圾库房的负压，防止异味的外溢。
    4.要求该单位进一步落实好向公众开放工作，切实保障公众在环境治
理和保护过程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企业均已按照生态环境部门要求立行立改。

阶段

性办
结

（鑫
祥的
问题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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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蓝天固废处

理中心有限公司存
在如下问题：一是

焚烧炉达不到规定

温度，危险废物燃

烧不充分；二是该
公司处置危险废物
重金属项目超出其

经营许可范围；三
是厂区内未做地下

防渗漏，周边土壤
及地下水被危险液

体腐蚀，污染严
重；四是危险废物
未按规定存放库房

内，固体废物和液

体废物混合放置在

地面上，下雨时污
水流入市政管网，

污染地下水；五是

使用不具备危险废

物运输资质的车辆
进行运输。

生态
环境

局

大气
、水
、重

金属

、其

他

    此案件与第十三批省内编号1417号、第十四批省内编号1544号重复。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2021年9月1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对吉林省蓝天固废处理中心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 ，该公司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

处置、委托处置，环保手续齐全，持有吉林省生态环境厅核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编号：2201050001）。设计年焚烧危险废物

28050吨，设计委托处置危险废物24000吨。 
    第一个问题：举报问题不属实。

    经查，该企业采用焚烧炉处置危险废物，经调阅焚烧车间中控室温度历史曲线，烟气温度满足《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导则》

（HJ2042-2014）相关要求。经查阅该企业2020年12月危险废物焚烧炉性能测试报告，各项指标满足HJ/T561-2010《危险废物（含医疗

废物）焚烧处置设施性能测试技术规范》。
    第二个问题：举报问题不属实。
    经查，该企业取得了吉林省生态环境厅核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编号：2201050001），有效期自2020年11月9日至2025年11月

8日。根据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批复，该企业可收集、贮存、处置、委托处置危险废物共有44大类457小类，比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2021版），除HW10多氯联苯和HW15爆炸性废物外，其余危险废物均可处置。经查阅企业危险废物经营台账及转移联间，暂未发现超

范围经营情况。 
    第三个问题：举报问题基本属实。

    经查，该公司厂区内焚烧炉储料坑、分拣车间、配伍车间、危险废物贮存库房、焚烧车间等地面全部采用高密度聚氯乙烯进行防
渗，路面、焚烧残渣暂存库等一般贮存区域为粘土防渗层，地面全部做硬化处理。厂区防渗符合环评要求，不存在泄露情况。2021年9
月1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委托华信检测技术（长春）有限公司，对吉林省蓝天固废处理中心有限公司周边土壤、附近村屯地下水情

况进行监测，目前监测报告尚未报出，预计监测报告9月20日出具。

    第四个问题：举报问题不属实。

    该公司现有危险废物贮存场所4处，分别为预处理车间、配伍车间、液体危险废物库、固体危险废物库。该企业收集的危险废物在
预处理车间分拣，分别进入液体危险废物库、固体危险废物库、配伍车间，配伍完的危险废物进入焚烧车间贮料坑进行处置；该公司

厂区及周边区域无市政管网，无排水口，产生的废水包括脱硫废水、焚烧残渣冷却水、初期雨水、生活污水，其中脱硫废水作为入炉

补水按配伍要求，喷入焚烧炉窑头焚烧处理，焚烧残渣冷却水循环使用，初期雨水收集后入炉补水，生活污水排入企业防渗化粪池，

委托南关区浩涵管道疏通队转运至卡伦污水处理厂 ，符合环评要求，不存在下雨时污水流入市政管网现象。
    第五个问题：举报问题不属实。
    经查，该企业取得长春市地方道路运输管理局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编号：220105446568），共用12台危险废物运输

车，均取得《道路运输证》，企业收集及转运危险废物均用自有车辆，经核查联单，暂未发现使用不具备危险废物运输资质的车辆及

其他公司车辆进行运输的情况。

部分

属实

2021年9月1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委托华信检测技术（长春）有限公

司，对吉林省蓝天固废处理中心有限公司周边村屯地下水、土壤进行检

测，检测结果如下：
  地下水：pH值7.8，氨氮未检出，亚硝酸盐未检出，汞未检出，砷未检
出，镉未检出，铅未检出，锌0.113毫克每升，镍未检出，总大肠菌群未

检出，菌落总数未检出。检测结果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

2017)

  土壤：pH值7.82，砷13.4毫克每千克，汞0.544毫克每千克，镉0.244毫
克每千克，铅18.1毫克每千克.铜36毫克每千克，镍66毫克每千克，锌60

毫克每千克。检测结果符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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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蓝天公司常

年超标排放工业废
气，严重污染当地

环境，举报人诉求
该公司尽快搬迁。

生态
环境

局

大气
、其

他

    此案与第十四批省内编号1544号第四个问题、第十六批省内编号1758号第一个问题重复。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吉林省蓝天固废处理中心有限公司，位于二道区英俊乡苇子沟村，主要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委托处置危险废
物。生产经营土地面积58701平方米，土地证载面积24701平方米，为出让工业用地。该公司东侧130米处为绕城高速公路；东南侧350

米为小高家窝堡；南侧间隔一条无名小路为长春市第二回族公墓，南侧最近村屯为660米的东朝阳沟；西侧为空地，西侧最近村屯为
490米的大南屯；西北侧220米为苇子沟强制戒毒所；北侧为农田，北侧最近村屯为1600米的南沟屯。
    关于“常年超标排放工业废气，严重污染当地环境”问题，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经调查，该问题基本属实，阶段性办结。2021年9月1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吉林省蓝天固废处理中心有限公司进行现

场检查，该企业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在线监测设备显示污染物达标排放。按照排污许可证相关要求，该公司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

理信息平台对企业基本信息及各项环境保护信息进行公开 ，并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开展了自主监测，监测结果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2021年9月1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委托华信检测技术（长春）有限公司对吉林省蓝天固废处理中心有限公司焚烧炉废气、危险废物

贮存区废气以及无组织废气排放情况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如下：1.焚烧炉废气一氧化碳未检出、二氧化硫未检出、氮氧化物178mg/m3
、颗粒物24.4mg/m3、氟化氢0.13mg/m3、氯化氢8.5mg/m3，监测结果均符合《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4-2001）的要求

。2.危险废物贮存区废气非甲烷总烃浓度7.69mg/m3，监测结果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的要求。3.厂界无
组织废气氨浓度为0.04mg/m3、硫化氢未检出、臭气浓度小于10，监测结果均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的要求，其
他监测结果将于9月25日前出具。虽然已出具的监测结果达标，但排放的废气对周边环境也会产生影响。

    关于“举报人诉求该公司尽快搬迁”问题，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经调查，该问题基本属实，阶段性办结。关于公司搬迁问题，由于长春市重点工程机场大道项目桥梁（国道饶河至盖州公路兴隆山至

杨家店段），距离省蓝天固废公司最近处约100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吉林省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开业条件和技术要求》(GB18265-2000)《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建

设技术规范》（HJ/T176—2005）的相关规定，该公司向二道区政府提出整体征收的要求。如不能整体征收，要求机场大道改线，确保

距其厂区法律规定的1000米之外。2014年12月29日，经市集体土地征收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领导小组第五次房屋征收重

大疑难问题联合会审会议审议决定，同意对省蓝天固废公司的房屋和土地实施整体征收。2015年4月1日，二道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
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长春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发布机场大道项目省蓝
天固废公司的征收范围公告。征收范围：机场大道项目吉林省蓝天固废处理中心有限公司土地范围内 。

    关于举报人诉求该公司尽快搬迁问题，2015年4月1日，二道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关于机场大道项目吉林省蓝天固废处理
中心有限公司确定征收范围的公告》，征收范围：机场大道项目吉林省蓝天固废处理中心有限公司土地范围内 。由于该公司属危险废

物处置特殊行业，企业搬迁需异地还建，目前新厂址未最终确定，吉林省蓝天固废处理中心有限公司尚未实施搬迁。  

基本
属实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将进一步加强管理，督促企业及时更换布袋；合理
配比碱液喷入量，及时更换脱硫系统内部填料，提高二氧化硫去除率；严
格控制急冷塔喷水量，保证急冷塔出口温度在1秒内由550摄氏度降至小于

200摄氏度，有效避免二噁英类物质的再合成。进一步督促企业按排污许
可证要求全面开展自行监测，确保污染防治设施稳定运行。

    关于举报人诉求该公司尽快搬迁问题，下一步，二道区将就省蓝天固
废公司搬迁事宜报请市政府，重新启动搬迁计划，在全市范围内选择合适

地点异地还建，或选择货币补偿方式解决，并及时向周边居民群众进行公
示。

办结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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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昌街吉港花园小
区5栋西南侧违建

国信锅炉房，供暖
期机器运转噪音扰

民。

长春
市生
态环

境局

噪声

    经调查，群众反映“健昌街吉港花园小区5栋西南侧违建国信锅炉房”问题属实。2021年9月15日，湖西街道办事处前往建昌街吉

港花园小区5栋西侧进行调查核实，该锅炉房建于1980年，是吉林省吉剧团为职工宿舍供暖所建，产权面积为73㎡。后因建设吉港小
区，为满足居民供暖需求，将原有锅炉房拆除后在其基础上进行了翻建，翻建后面积为300㎡，2007年该锅炉房改名为国信供暖吉港换
热站，供暖面积为12.5万平方米，涉及采暖居民830余户。反应问题属实。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此案件与本轮环保督查第2批省内编号649号案件重复。2021年9月2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执法
人员前往建昌街吉港花园小区现场核实，群众反映的国信供热锅炉房为长春国信供热工程有限公司吉港泵站 ，泵站与吉港花园小区5栋

居民楼相连，泵站内有2台四级低频循环泵、2台补水泵和管道设施，泵站的水泵、管道、墙体采取了避震喉，减震垫，隔音棉等隔声
减振措施。

    检查当日，泵站处于非采暖期未运行，不排放噪声，未进行监测。2017-2018年采暖期，曾多次接到该泵房噪声扰民举报，经调查

为水泵运行异常导致的噪声，长春国信供热工程有限公司调试水泵后稳定运行。为进一步降低泵房震动噪声对周边居民的影响，2018

年9-11月，长春国信供热工程有限公司对泵站隔声降噪措施进行升级改造 。2018年11月之后未接到相关投诉。长春国信供热有限公司
针对两次信访投诉问题启动了降噪整改工作，已完成了对泵体轴承机械、法兰连接处、电机、叶轮及螺栓的检修，更换了软连接。预
计10月10日前全部完成整改。

基本
属实

    2021年9月15日，朝阳区湖西街道办事处前往现场核实，该泵站属于
公共设施，且涉及到830余户居民的冬季采暖，不适宜立即拆除现有泵站

。针对群众诉求，朝阳区将继续协调供暖公司，督促完善供热管网。 
    2021年9月2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要求长春国信供热工程有限公司吉

港泵站加强管理，对泵站设备进行维护保养，检修泵体轴承机械、法兰连
接处、电机、叶轮及螺栓，更换软连接、底座减震胶垫，对管道支架进行
减震处理，确保采暖期泵房噪声达标排放。预计10月10日完成整改。现已

完成整改。

    2021年10月27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监测了泵房

噪声，监测结果：昼间52.8分贝，夜间43.4分贝。符合国家排放标准。下
一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将对长春国信供热工程有限公司吉港泵站进行不

定时检查督导，督促泵站正常运行，达标排放。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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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园区华瀚四季花

园小区C1栋，负二
层建有一换热站，
供暖期间产生噪

声，影响居民休息
。

长春
市生
态环

境局

噪声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2021年9月14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前往春城大街华瀚四季花园小区现场核实 ，群众反映的负二层换热站为吉林大众热力

集团有限公司华翰泵站，泵站位于小区C1栋负二层，泵站内有一次网循环泵3台（在用）、二次网循环泵6台（3用3备）为屏蔽循环泵
、4台补水泵（3用1备）和管道设施，泵站的水泵、管道、墙体采取了柔性接头，减震垫，隔音棉等隔声减振措施。
    检查当日，泵站处于非采暖期未运行，不排放噪声，未进行监测。2020-2021年采暖期，多次接到该泵房噪声扰民举报，长春市生

态环境局委托吉林省冶金研究院对其噪声源进行监测结果超标 ，于2021年3月25日，对吉林大众热力集团有限公司下达了《行政处罚决
定书》（长环罚字〔2021〕2号），罚款人民币3万元。2021年4-6月吉林大众热力集团有限公司对泵站隔声降噪措施进行升级改造 。改

造完成后由于处在非采暖期，机器未运行，未进行监测。

基本
属实

    2021年9月14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吉林大众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强化管理，对泵站设备进行维护保养，检修泵体轴承机械、法兰连接处、

电机、叶轮及螺栓，更换3台备用循环泵及配套底座减震胶垫，对管道支
架进行减震处理，确保采暖期泵房噪声达标排放。预计10月20日完成整改

。已完成整改。

    2021年10月29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吉林大众

热力集团有限公司华翰泵站运行噪声进行了监督性监测，噪声监测结果：
昼间42.2分贝，夜间41.5分贝。均符合国家排放标准。下一步，长春市生
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强化环境监管，进行不定期的检查督导。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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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朝阳区富强
路与富强街交汇处

吉林同鑫热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东光

公司，将垃圾与建
筑废土混合堆放在

该公司煤库北侧空

地，污染周围环境

。

长春

市生

态环
境局

垃圾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2021年9月15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前往现场核实，投诉反映的单位是吉林同鑫热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光分公司 228锅

炉房，该单位于2020年9月开始建设封闭煤棚，2021年8月25日完工，新建煤棚取土约4000立，暂时存放在煤棚北侧。
    检查当日，建筑废土已苫盖，未与生活垃圾混存。该单位每日产生生活垃圾约20斤，日产日清，由专人运至繁荣路与富强街交汇

西北角垃圾中转站进行处理。

基本

属实

    位于朝阳区富强路与富强街交会北侧同鑫热力干煤棚后侧废土共计约

4000立方米（我公司有1800立方米，剩余为万科预留。）为万科柏翠悦湖

预留回填地库施工用土，我公司1800立方米用土已10月10日清运完毕，剩

余废土为万科预留。由于万科柏翠悦湖项目，地库施工进度未达预期致使
此处土方未能在10月20日前撤出。现根据万科柏翠月湖现场实际情况此处
超高土方预计于11月中旬全部撤出完毕。已完成渣土的清运工作。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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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同鑫热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存在
如下问题：一是长

春市朝阳区富强街
299号，同鑫热力
锅炉房建在万科柏

翠阅湖和万科柏翠

园中间，锅炉排放

不达标，污染大
气，噪音扰民；二

是长春市朝阳区南

湖新村东街54栋旁

的同鑫热力锅炉
房，烟尘排放不达
标，污染大气环

境；三是同鑫热力
南湖新村锅炉房更

换锅炉，未按照要
求进行审批，违反

相关规定和环保要
求。

长春

市生
态环

境局

噪声

、扬

尘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此案件与本轮环保督查第15批省内编号1669号案件重复。

    第一个问题，基本属实。
    2021年9月1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前往朝阳区富强街299号现场核实。投诉人反映的锅炉房是吉林同鑫热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8

锅炉房，2015年7月通过环评审批，2015年11月通过环保验收。现有3台40吨/小时、2台80吨/小时在用燃煤锅炉（2台80在用，3台40吨
备用），1台20吨/小时燃煤锅炉（已停用并断开管道及设备），均配备布袋除尘、镁法脱硫设施，安装烟气在线监控设备并与市生态
环境局联网。已建设封闭式煤场，正在建设渣棚，主体框架已经建成，正在砌筑渣棚围墙墙体。目前处于非供暖期，现场检查时锅炉

未运行，煤场、灰场空置，不具备监测条件。

    2020-2021年采暖期在线监测数据均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监督性监测的结果为：烟尘40.23毫克

/立方米、二氧化硫164毫克/立方米、氮氧化物201毫克/立方米，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厂界噪声昼间
51.8分贝、夜间42.2分贝，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由于锅炉房卸煤地点距居民最近距离约30米，卸煤噪声会对居民产生一定影响。

    第二个问题，不属实。

    2021年9月1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南湖街道办事处前往南湖新村东街现场核实，投诉人反映的锅炉房是吉林同鑫热力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省直锅炉房，现有3台锅炉，2台40吨/小时燃煤锅炉（1用1备）、1台10吨/小时燃煤锅炉（已停用并断开管道及设备），均配
备湿式电离脱硫除尘一体机设施，安装在线监控设施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目前处于非供暖期，现场检查时锅炉未运行，煤场、灰

场空置，不具备监测条件。
   2020-2021年采暖期在线监测数据均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监督性监测的结果为：烟尘44.79毫克/

立方米、二氧化硫62毫克/立方米、氮氧化物294毫克/立方米，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
    第三个问题，不属实。

    为提高供热质量，降低污染物排放，该锅炉房于2021年8月15日对2号燃煤锅炉进行了燃兰炭锅炉改造，正在进行锅炉本体及附机
安装。因只涉及燃料升级改造工程，无需办理环评审批手续。

基本
属实

 第一个问题：
    2021年9月1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吉林同鑫热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加强除尘、脱硫设施运行管理，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针对噪声扰民问题，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吉林同鑫热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10月20前完成渣棚建设，渣棚已于10月12日完成建设，同时规范车
辆运输及卸煤行为，采取禁止鸣笛、控制油门、人工清扫等措施降低噪声
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11月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已对该锅炉房烟气和噪声排放开展了监

督性监测，监测的结果为：烟尘33.9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125毫克/立

方米、氮氧化物250.7毫克/立方米，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厂界噪声监测结果为：昼间53.2分贝，夜间43.6分

贝，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第二个问题：

    2021年9月1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吉林同鑫热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进一步加强除尘、脱硫设施运行管理，落实煤场、灰场扬尘管控措施
。11月16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已对该锅炉房烟气和噪声排放开展了监督

性监测，监测的结果为：颗粒物15.5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17.2毫克/立
方米、氮氧化物188.4毫克/立方米，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厂界噪声监测结果为：昼间54.2分贝，夜间42.7分
贝，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第三个问题：
    针对锅炉燃兰炭改造问题，该单位已经在锅炉房附近进行公告，向居
民告知改造项目情况。

办结 无



368 24 3188

X2JL2
02109
18005

5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

区普阳街与春郊路
交汇东南角存在一
处锅炉房，冬季供

暖时严重污染环境

。

长春
市生
态环

境局

扬尘

、噪
声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
    2021年9月19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前往绿园区春郊路与建阳胡同交汇现场核实 。投诉人反映的锅炉房是长春房地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吉顺供暖分公司朝阳锅炉房，现有4台20吨/小时燃煤锅炉，2台20吨/小时燃煤锅炉（在用），2台20吨/小时燃煤锅炉（已
停用并断开管道及设备），配备两套脱硫除尘一体机，安装烟气在线监控设备并与市生态环境局联网。建有半封闭式灰渣棚。朝阳锅

炉房已于2019年5月申领了排污许可证，环评手续齐全。目前处于非供暖期，现场检查时锅炉未运行，煤场、灰场空置，不具备监测条
件。

    2020-2021年采暖期在线监测数据均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监督性监测的结果为：烟尘18.09毫克

/立方米、二氧化硫79毫克/立方米、氮氧化物253毫克/立方米，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     

    经走访周边居民，由于锅炉房存煤地点距居民最近距离约30米，存在运煤扬尘和噪声扰民情况。

基本
属实

    2021年9月19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要求长春房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加强除尘、脱硫设施运行管理，监督锅炉大气污染物达标排放；落实苫盖
、清扫等煤场扬尘管控措施，及时清运煤渣，规范车辆运输及卸煤行为，

采取禁止鸣笛、控制油门、人工清扫等措施降低料堆扬尘、运输装卸噪声
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11月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已对该锅炉房烟气和噪声排放开展了监
督性监测，监测的结果为：烟尘33.9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125毫克/立

方米、氮氧化物250.7毫克/立方米，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厂界噪声监测结果为：昼间53.2分贝，夜间43.6分

贝，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办结 无

414 29 3868

X2JL2

02109

23016
2

一是进化街与湖西

路南一胡同交汇处
长春区域暖房有限
责任公司，在供暖

期间铲车和运煤货

车不分昼夜的铲煤

、卸煤产生的噪
声，严重影响周围

居民休息和中小学

正常教学；二是该

供热公司的燃煤和
煤渣露天堆放，造
成附近尘土飞扬。

长春

市生

态环
境局

噪声

、扬
尘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此案件与本轮环保督查第15批省内编号1685号案件重复。
    第一个问题。
    2021年9月24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前往朝阳区湖西路与净化街南一胡同交汇现场核实 ，群众反映的“长春区域暖房供热

公司”是长春国信供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区域锅炉房，现有3台40吨/小时燃煤锅炉，锅炉除尘脱硫设施齐全，在线监控设施与市生态

环境局联网，厂区内路面全部硬化。锅炉房已于2019年8月28日申领排污许可证，环保手续齐全。                 

    该锅炉房现为区域调峰锅炉房，在寒冷季节和电厂机器故障热量不足情况下调峰使用。检查当日，厂区内未存煤，经问询及走访
周边居民，今年未开展储煤工作，以往储煤时曾存在夜间（22时-次日6时）运煤卸煤噪声扰民。且由于锅炉房卸煤地点距居民最近距

离约30米，铲煤、卸煤噪声会对居民产生一定影响。因此，举报问题基本属实。

    第二个问题。

    检查当日，该单位正在进行封闭煤棚、渣棚的土建基础施工，现场管理规范。
    由于锅炉房卸煤地点距居民最近距离约20米，以往燃煤和煤渣露天堆放过程中存在扬尘。因此，举报问题基本属实。

基本

属实

    第一个问题：

    针对运煤车辆夜间卸煤产生噪声问题，为解决卸煤噪声问题，长春国
信供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建设封闭煤棚、渣棚，9月8日已完成招标，
工程预计10月20日前完工。渣棚已于10月17日完工。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要求长春国信供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区域锅炉房加

强国信锅炉房供热运行管理，将运输装卸煤炭作业调整至每天22时前，同

时规范车辆运输及卸煤行为，采取禁止鸣笛、控制油门、通过人工清扫斗
箱内剩余残煤代替机械磕碰等措施降低噪声排放；

    2021年10月29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长春国信

供热工程有限公司加强国信锅炉房噪声进行了监督性监测，噪声监测结

果：昼间54分贝，夜间40.3分贝。均符合国家排放标准。下一步，长春市
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强化环境监管，进行不定期的检查督导。
    第二个问题：

    针对扬尘扰民问题，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将督促长春国信供热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在10月20前完成煤棚、渣棚建设，确保装卸煤炭、灰渣在密闭场

所进行。渣棚已于10月17日完工。
    2021年10月29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长春国信

供热工程有限公司加强国信锅炉房扬尘进行了监督性监测，扬尘监测结
果：0.115毫克/立方米。均符合国家排放标准。下一步，长春市生态环境
综合执法支队强化环境监管，进行不定期的检查督导。

办结 无

424 29 4064

D2JL2

02109
23002

5

朝阳区南湖中街柏
翠园阅湖12栋居民

反映同鑫热力烟囱
距离居民楼仅

50米，供暖期间产
生烟尘及扬尘，影

响周边居民生活。

长春

市生
态环
境局

扬尘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此案件与本轮环保督查第15批、22批省内编号1669号、2843号案件重复。
    2021年9月24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前往朝阳区富强街299号现场核实。投诉人反映的锅炉房是吉林同鑫热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8
锅炉房，2015年7月通过环评审批，2015年11月通过环保验收。现有3台40吨/小时、2台80吨/小时在用燃煤锅炉（2台80在用，3台40吨

备用），1台20吨/小时燃煤锅炉（已停用并断开管道及设备），均配备布袋除尘、镁法脱硫设施，安装烟气在线监控设备并与市生态
环境局联网。已建设封闭式煤场，正在建设渣棚，目前渣棚主体框架已经建成，正在砌筑渣棚围墙墙体，双层双向配筋地面浇筑。目

前处于非供暖期，现场检查时锅炉未运行，煤场、灰场空置，不具备监测条件。
    2020-2021年采暖期在线监测数据均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监督性监测的结果为：烟尘40.23毫克

/立方米、二氧化硫164毫克/立方米、氮氧化物201毫克/立方米，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
    由于锅炉房距居民最近距离约40米，存在烟尘及扬尘扰民情况。

基本
属实

    2021年9月24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吉林同鑫热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加强除尘、脱硫设施运行管理，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针对扬尘扰民问题，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吉林同鑫热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11月20前完成渣棚建设，确保装卸煤炭、灰渣在密闭场所进行。渣

棚已于10月12日完成建设。
    11月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已对该锅炉房烟气排放开展了监督性监
测，监测的结果为：烟尘33.9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125毫克/立方米、

氮氧化物250.7毫克/立方米，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下一步，长春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强化环境监

管，进行不定期的检查督导。

办结 无



444 31 4396

X2JL2

02109

25004
1

长春市朝阳区吉林
同鑫热力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存在如下
问题：一是富强路

同鑫热力锅炉房建
在万科柏翠阅湖和
万科柏翠园中间，

该锅炉房环保不达

标 ，严重污染大

气，噪声扰民；二
是南湖新村东街54

栋旁的同鑫热力锅

炉房排放不达标，

附近居民车辆早上
都能覆盖一层炉灰
渣；三是同鑫热力

南湖新村锅炉房未
按要求进行审批随

意更换大锅炉。

长春

市生

态环
境局

噪声

、大
气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此案件与本轮环保督查第15批、22批、29批省内编号1669号、2843号、4064号案件重复。

    第一个问题。
    2021年9月26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前往朝阳区富强街299号现场核实。投诉人反映的锅炉房是吉林同鑫热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8

锅炉房，2015年7月通过环评审批，2015年11月通过环保验收。现有3台40吨/小时、2台80吨/小时在用燃煤锅炉(2台80在用，3台40吨
备用)，1台20吨/小时燃煤锅炉(已停用并断开管道及设备)，均配备布袋除尘、镁法脱硫设施，安装烟气在线监控设备并与市生态环境

局联网。已建设封闭式煤场，渣棚已建设完毕。目前处于非供暖期，现场检查时锅炉未运行，煤场、灰场空置，不具备监测条件。
    2020-2021年采暖期在线监测数据均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监督性监测的结果为：烟尘40.23毫克/
立方米、二氧化硫164毫克/立方米、氮氧化物201毫克/立方米，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厂界噪声昼间

51.8分贝、夜间42.2分贝，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由于锅炉房卸煤地点距居民最近距离约30米，仍存在卸煤噪声扰民可能。因此，举报问题基本属实。

    第二个问题。
    2021年9月26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前往南湖新村东街现场核实，投诉人反映的锅炉房是吉林同鑫热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省直锅炉

房，现有3台锅炉，2台40吨/小时燃煤锅炉(1用1备)、1台10吨/小时燃煤锅炉(已停用并断开管道及设备)，均配备湿式电离脱硫除尘一

体机设施，安装在线监控设施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目前处于非供暖期，现场检查时锅炉未运行，煤场、灰场空置，不具备监测条

件。
    2020-2021年采暖期在线监测数据均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监督性监测的结果为：44.79毫克/立方
米、二氧化硫62毫克/立方米、氮氧化物294毫克/立方米，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

    由于锅炉房距居民最近距离约30米，存在装卸煤扬尘扰民情况。因此，举报问题基本属实。
    第三个问题：

    为提高供热质量，降低污染物排放，该锅炉房于2021年8月15日对2号燃煤锅炉进行了燃兰炭锅炉改造。正在进行锅炉本体及附机
安装。因只涉及燃料升级改造工程，无需办理环评审批手续。因此，举报问题基本属实。

基本

属实

    第一个问题：

    2021年9月1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吉林同鑫热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加强除尘、脱硫设施运行管理，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针对噪声扰民问题，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吉林同鑫热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10月20前完成渣棚建设，渣棚已于10月12日完成建设，同时规范车
辆运输及卸煤行为，采取禁止鸣笛、控制油门、人工清扫等措施降低噪声

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11月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已对该锅炉房烟气和噪声排放开展了监

督性监测，监测的结果为：烟尘33.9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125毫克/立
方米、氮氧化物250.7毫克/立方米，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厂界噪声监测结果为：昼间53.2分贝，夜间43.6分

贝，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第二个问题：
    2021年9月11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吉林同鑫热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进一步加强除尘、脱硫设施运行管理，落实煤场、灰场扬尘管控措

施，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将强化监管，在2021-2022年采暖期组织对锅炉房
烟气排放开展监督性监测，若污染物超标排放将依法查处。11月16日，长

春市生态环境局已对该锅炉房烟气排放开展了监督性监测，监测的结果
为：颗粒物15.5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17.2毫克/立方米、氮氧化物

188.4毫克/立方米，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
。
    第三个问题：

    针对锅炉燃兰炭改造问题，该单位已经在锅炉房附近进行公告，向居

民告知改造项目情况。 

办结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