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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六批 2022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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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地址：晋安区五四北象峰一路48号君
临香格里D区楼下
投诉人反映：晋安区五四北象峰一路
48号君临香格里D区楼下内蒙古羊
肉火锅烧烤店，傍晚5点至凌晨5点
油烟扰民，请督察组现场查看，要求
地方环保局制止扰民行为。

地址：仓山区盖山镇吴山村三兴洲到
竹榄洲堤坝内
投诉人反映：仓山区盖山镇吴山村三
兴洲到竹榄洲堤坝内黑工厂，加工废
塑料、废木材，污水、废油乱排放，投
诉人反映该加工点与镇政府勾结，希
望能够取缔该加工点。

地址：晋安区秀峰路君临香格里C区
投诉人反映：晋安区秀峰路君临香格
里C区地下车库41号车位后雨水井被
倒入大量废机油，已外溢，严重影响
地下水质，旁边丢弃着汽车零部件，
已持续几年；每晚8点，C区楼下广场
舞扰民，投诉无果；3号楼下便利店违
章搭盖，占用绿化带。

地址：马尾区亭江镇悦江湾小区
投诉人反映：举报人昨天回家后发现
窗台上有很多黑色像煤灰的物质，路
面上也有很多相同物质，附近幼儿园
即将开学，担心这种粉尘会影响孩子
身体健康，希望尽快得到解决。

地址：闽侯县荆溪镇桐口佳园5号楼
楼下
投诉人反映：闽侯县荆溪镇桐口佳园
5号楼楼下经营餐饮店，油烟直排排
水管道，家家户户弥漫油烟味。投诉
12345不下十次，环保部门多次走访
现场，最终都是不了了之，没能彻底
解决问题。（投诉者认为当地政府不
作为）

地址：台江区白马路万科广场
投诉人反映：白马路万科广场回魏大
排档和炭益烧烤（下午4点到凌晨3
点）经营时产生的油烟、噪声严重扰
民，并且商家经营时不开油烟净化
器。商家离住户所住的8、9号楼只有
10米的距离一开窗都是油烟味。向
12345投诉多次都没有得到解决，希
望此次督察能够彻底解决问题。

行政区域

晋安区

仓山区

晋安区

马尾区

闽侯县

台江区

污染类型

大气

水、
其他

水、噪声、
其他

大气

大气、
其他

大气，
噪声

调查核实情况

经核查：投诉人反映的实为杨玉东餐饮店，7月31日，晋安区
政府组织福州市晋安生态环境局、区城管局、区市场监管局
和新店镇政府对福州市晋安区新店杨玉东餐饮店进行现场
调查。该店厨房内配有1台炭烤车，炭烤车产生的油烟废
气，经两道油烟净化设施处理后，排往该店东南侧的花圃，
烧烤过程产生的废气会对周边居民产生一定影响。

经核查：7月31日，仓山区盖山镇政府，区工信局、市场监管
局、应急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农业农村局、城管局，福州市
仓山生态环境局等单位现场核查。在吴山村三兴洲到竹榄
洲涵盖区域内有一处无证经营的旧木材加工点，通过询问村
民了解到，该点从2022年6月底停产至今。加工点现场露天
堆放着空置的移动帐篷、木材破碎分拣设备以及废木料、废
塑料，包装木材的塑料袋、塑料模板等物品。经对现场设备
进行核验，该旧木材加工点仅进行木料搅碎的加工，加工过
程无废水、废油产生，也不存在加工废塑料的情况，现场堆放
的塑料实际上为包装木材的塑料袋、塑料模板等。

经核查：1.7月31日，晋安区组织福州市晋安生态环境局和新
店镇政府进行现场调查。现场检查时，41号车位正后方地
面残留有部分废机油。车位周边雨水收集沟内积水面上漂
浮着废机油，雨水收集池井盖周边沟槽内也积存有废机
油。经执法人员现场对地下车库雨水收集池抽水泵出口处
的一段雨水沟进行检查，雨水沟内仅积存雨水，未发现有废
机油排往车库以外的外环境。
2.7月31日，晋安区组织晋安公安分局和新店镇政府对君临
香格里C区中心广场开展现场调查。经走访了解，每晚19
时30分许至21时许，君临香格里C区中心广场有大约十人
跳广场舞，音响产生的声音一定程度影响周边群众。
3.7月31日，晋安区政府组织区城管局和新店镇政府，对君
临香格里C区3号楼下便利店开展现场调查。经核查，该处
便利店存在违规设置伸缩遮阳棚、绿化带与便利店之间的
通道设置铁架、平台堆放冰箱等问题。

经核查：7月31日，福州市马尾生态环境局和亭江镇政府实
地调查。居民家中黑色物质可能来自距离该小区3.5公里
处的松门煤码头。该码头作业区堆放、装卸、运输煤炭作业
时产生颗粒物，因正值盛夏多刮南风，颗粒物随风飘落至小
区内并附着在纱窗上。目前，码头作业区泊位已安装7个喷
淋装置，煤堆场内安装15个喷淋装置进行喷淋降尘；煤炭堆
场基本覆盖防尘网并设置挡墙，厂区路面由清扫车清扫后，
再经人工洒水降尘；车辆运输过程中均覆盖帆布并配有净
车出场设施。检查中发现，煤码头作业区存在煤堆边角位
置覆盖不完全，部分煤堆场未设置挡墙，厂区清扫车清扫以
及人工洒水降尘效果不佳，厂区路面有煤炭积尘未清扫干
净的情况。

经核查：7月31日、8月1日，闽侯县荆溪镇政府、福州市闽侯
生态环境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核实。桐口佳园5号楼
下的林泽钜餐饮店、大张大排档、刘钰餐饮店、朱四梅小吃
店4家餐饮店，均已办理相关证照，其厨房油烟经配备的油
烟净化器初步处理后，通过距小区住宅18米外的排水窨井
排放。大张大排档、刘钰餐饮店、朱四梅小吃店3家餐饮店
在夜间时段，存在占用店外人行道从事烧烤经营情况，且烧
烤炉未安装油烟净化装置，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对周边
居民有较大影响。

经核查：1.7月31日，福州市台江生态环境局对回魏大排档进
行现场检查，检查时该店正在营业，店内约有35张客桌，现
场接待客人约300人，厨房内海鲜制冷机3台开启3台，冰箱
1台开启1台，制冰机1台开启1台，油烟净化器及排气系统2
套开启2套，油烟净化器为新购买的国家免检产品，空调外
机共3台开启3台，冷柜1台开启1台，营业时间为09:00至次
日凌晨02:00，2022年7月25日才开始营业。福州市台江生
态环境局对该店进行噪声监测。经监测，该店超过《社会生
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的4类（交通干线两侧）标准；
2.7月31日，福州市台江生态环境局对炭益烧烤店进行现场检
查，检查时该店正在营业，店内约有17张客桌，现场接待客人约
8人，经营面积约198平方米，冰柜6台开启6台，炒锅2个，烤炉
1个，空调外机4台开启3台，油烟净化器及排气系统1套，除味
设备1套,2022年5月经油烟检测，所排放油烟浓度未超过国家
标准。营业时间为16:30至次日凌晨03:00。福州市台江生态
环境局对该店进行噪声监测。经监测，该店超过《社会生活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中的2类（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标准。

是否属实

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福州市晋安生态环境局对晋安区新店杨玉东餐饮店
下达了《关于责令限期改正环境违法行为的通知》，责
令其立即停止烧烤作业行为，完善油烟废气处理设
施，要求其未经监测达标前不得进行烧烤作业。晋安
区政府将持续跟踪巡查，监测该店油烟排放情况，督
促业主定期清洗维护油烟净化设施，确保油烟稳定达
标排放。

1.坚持立整立改。7月31日，盖山镇政府第一时间对该
旧木材加工点采取断电、拆卸设备等措施，要求该加
工点立即停止经营，并已于8月3日全面完成场地内
物品的清运。
2.严格日常管理。盖山镇政府将对该点位进行不定期
抽查，加大日常巡查频次，安排专人定时定点进行巡
查，坚决防止问题“回潮”，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3.健全长效机制。盖山镇政府将举一反三，加强对周
边区域的检查，以点带面，以面带全，确保各项整治工
作到位见底、长治长效。

1.晋安区政府协助车库业主，联系有资质的危废处置
单位，由业主与危废处置单位（福建广利丰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签订处置合同，对泄露至车库地面、雨水收
集沟及雨水收集池井盖周边沟槽的废机油进行收集
处置并转运。目前废机油已处置完毕。晋安区政府
要求君临香格里小区物业加强日常管理，广泛宣传有
关法律法规，避免再次将含油汽车配件等杂物堆放在
公共区域，影响周边环境。
2.晋安公安分局组织民警，配合社区工作人员，对君临
香格里C区中心广场跳广场舞人员进行劝导，倡导文
明行为，减少噪声对小区居民的影响。君临香格里小
区物业在该小区C区中心广场，设置“友情提示”、“温
馨告示”等规范广场舞活动的告知牌。
3.8月1日，晋安区政府组织区城管局，对晋安区秀峰路
君临香格里C区3号楼下违规设置的伸缩遮阳棚实施
拆除，对占用绿化带与便利店之间通道上的铁架和平
台堆放的冰箱进行清理，现已拆除并清理完毕。

1.立整立改，福州港马尾港务有限公司煤码头作业区
管理方立即落实堆场内煤炭堆场覆盖工作，确保筛煤
机作业时，喷淋设施开启，并派专人做好日常监督检
查。该公司于7月25日增加1台抽水设备，保障喷淋
供水；8月1日已定购1台大功率洒水车，用于路面清洁
和煤堆场的降尘工作。即日起增加清扫喷淋频次，实
现厂区路面保洁和堆场降尘的效果。
2.加强管理，马尾区政府责令福州港马尾港务有限公
司加强管理，加大防尘力度：完善煤炭堆场管理规章
制度，确保煤堆场挡墙建设、煤炭堆场遮盖全覆盖，并
加装喷淋装置。加大厂区内路面清扫保洁力度。
3.加强监管，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及环境卫生等业务部
门，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发现问题立即督促整改。同
时，举一反三，确保不再发生此类情况。

1.荆溪镇政府已责令大张大排档、刘钰餐饮店、朱四梅
小吃店3家餐饮店立即停止占道经营活动。
2.荆溪镇政府与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部门密切联动，
督促上述3家餐饮店规范经营，并持续加强巡查，防止

“回潮”现象。

1.福州市台江生态环境局已对万科回魏大排档、炭益
烧烤店两家店噪声超标进行立案查处，并下发责令改
正通知书，责令30日内对空调外机及排气管道进行消
音整改，使边界噪声值符合国家标准，避免扰民。
2.台江区政府要求万科回魏大排档增加除味设备，做
到油烟经净化和除味后排放。并要求两家店签订油
烟净化器清洗合同，保证净化效果，避免扰民。

是否办结

正在办理

已办结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7 SD2FZ2022730X001

地址：长乐区松下镇201省道
投诉人反映：投诉人称 2019 年底至
2020年底在福州卓能科技有限公司
两年，福州卓能公司是一家负责福州
长乐区松下片区集中供热的企业。
在工作期间，虽然代表卓能公司多次
给相关部门报告，要求按照政府相关
文件拆除下游用户本应该淘汰的锅
炉，接入集中供热项目。但是，经过一
年多的奔走，下游用户于2019年9月
本该拆除的低效锅炉，一直以种种原
因不予拆除。长乐联丰染整有限公
司，在锅炉被封停用后，长期私自开
启，不使用集中供热的蒸汽，一个叫德
运科技的用户，多次拒绝接入集中供
热蒸汽，并且在沟通时候大放厥词说
在政府关系很硬，就可以搞定不接入
集中供热。到投诉者离职时，长乐松
下集中供热项目，其实名存实亡。
在长乐工作期间，也听闻这些企业和
政府部门保持密切的关系，也私下了
解，这些企业在烟气排放上，数据持
续作假，据说他们有通天的眼线，可
以在环保检查和督察的时候得到消
息停用锅炉或停止作假。两年时间，
在项目推进工作中举步维艰，只能不
得不遗憾离职。希望能得到贵督察
组的关注。集中供热是政府相关节
能减排的政策导向，下游用户长期偷
排投放，肆无忌惮的作假，无法无天
的拒绝集中供热接入，都是和政府

“双碳目标”的基本政策背离的。

长乐区
大气、
其他

经核查：一、7月31日，长乐区工信局会同福州市长乐生态环
境局，长乐市发改局、市场监管局、航空城办和松下镇进行
调查核实。现场调查时，福州卓能科技有限公司、福建德运
科技有限公司和长乐联丰染整有限公司均处于正在生产状
态。1.松下片区集中供热项目于2018年投入使用，由于供
电、供水不稳定等问题，目前只能满足低压供热输出，无法
提供中压供热，故印染企业提供中压热源的导热油锅炉目
前还保留。2.联丰染整公司认为卓能科技公司供应蒸汽价
格涨幅过大，超过周边（福清市）集中供热价格过多，2月8
日至7月27日，两公司之间合同部分条款双方没有达成一
致意见，7月28日，双方重新签订了供热协议，恢复集中供
热。3.德运科技公司与卓能科技公司因供热管道接驳点位
置、合同部分条款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尚未签订合同。
二、7月31日，福州市长乐生态环境局同松下镇进行调查。1.
德运科技公司和联丰染整公司的锅炉烟气均安装有二氧化
硫、NOx、颗粒物等在线监控设备，在线监控设备均已委托有
资质的第三方开展运营维护，定期检定、校准在线监控设
备。2.两家公司均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按时按频委托有资
质的第三方开展自行监测，自行监测报告上传至福建省生
态环境“亲清”服务平台中的自行监测模块。

部分属实

一、1.长乐区工信局负责督促卓能科技公司尽快完成
剩余供热管道布设，实现正常供热。2.国际航空城管
委会负责督促卓能科技公司解决供热稳定性问题。3.
经过松下镇协调，德运科技公司与卓能科技公司目前
对管道接驳点问题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已启动管道铺
设设计工作，但合同部分条款还未谈妥。
二、1.7月28日，福州市长乐生态环境局已依法对福建
德运科技有限公司燃煤锅炉废气超标问题进行立案
调查，并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2.福州市福
州市长乐生态环境局定于8月4日对德运科技公司、
联丰染整公司开展监督性监测和在线设备比对监测。

正在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