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源区环保部强化督查交办问题整改落实“回头看”排查公示表
排查时间：2018年6月5日
案件号

责任单位

环督函【2017】8号
13-D066-SX

晋源区

晋阳湖公园拆 现场检查时，该工地正在进行拆迁作业。存在问题：未采用湿
该处建筑垃圾已全面覆盖。
迁工地
法作业，地面道路未硬化，未落实太原市六个百分百要求。

已整改到位

晋源区

按照重污染天气督查计划对该公司现场检查，正在产生产，属
山西龙泉混凝 建材行业，在当地重污染天气停产名单内，检查市当地已启动
土有限公司 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存在的问题：未按照当地重污染天气应
急方案要求停产，仍在生产。

已整改到位

环督函【2017】1号
7-T087-SX

晋源区

该厂从事纸箱、礼品盒、包装盒的组装制作.现场检查时正在生
太原市晋源区
产，有环评审批手续、未验收。存在问题：1印刷车间无VOCs处
龙山伟业包装
已完成提升改造生产正常
理设施，废气直排；2.厂区车间堆放有大量原料、产品。建议
制品厂
依法查处。

已整改到位

环督函【2017】1号
7-T088-SX

晋源区

太原市晋源区 该企业从事配电柜的加工及销售。现场未生产，有生产迹像。
该企业已关停取缔，达到“两断三
正新配电柜加 存在问题：1.喷漆、烤漆车间无VOCs处理设施；2.地面积尘严
清”要求。
工部
重。建议当地政府法加强监管，采取两断三清措施。

已整改到位

环督函【2017】2号
8-S048-SX

晋源区

经营范围:机械加工。检查时企业正在生产，无环保手续，未在
王郭村无名焊 当地“散乱污”名单内。存在问题：1.喷涂工段无VOCs收集处 该企业已关停取缔，达到“两断三
接喷漆厂
理设施。2.打磨工段无收尘设施，地面积尘严重。建议当地政 清”要求。
府依法处置。

已整改到位

环督函【2017】3号
9-T036-SX

晋源区

检查时企业正在生产。存在问题：1.无环保手续；2.铝合金门
晋源区立辉门
该企业已关停取缔，达到“两断三
窗喷漆未配套安装废气治理设施，有机废气直排；3.露天焚烧
窗加工厂
清”要求。
各种废弃包装物，废气污染严重。

已整改到位

环督函【2017】3号
9-T037-SX

晋源区

山西铭坤建材 检查时企业正在生产。存在问题：模浇工序进料口未安装粉尘 该企业已关停取缔，达到“两断三
有限公司
治理设施，粉尘直排。
清”要求。

已整改到位

环督函【2017】2号
8-T318-SX

晋源区

山西洪瑞建材 经营范围:墙体保温材料制造。检查时企业正在生产。存在问
该单位已完成整改，现场运行正常
有限公司太原 题:1.热融工序无VOCs收集处理设施。2.混合、搅拌工序无收尘
。
分公司
设施。建议当地政府依法处置。

已整改到位

环督函【2017】9号
14-D573-SX

污染源名称

主要问题

现场排查情况

经查，该单位为混凝土制品企业，
属向我市重点工程供应原材料的企
业，不参与本次重污染天气橙色预
警响应，故免于处罚。

发现问题整改情况

晋源区

群众举报“小作坊烟囱冒烟且气味呛人”，经现场排查，被举
太原市晋源区
报的时一家纸盒加工厂，主要从事纸板的裁剪、黏合、制盒， 该单位已完成整改，现场运行正常
宝峰制盒有限
现场检查时企业未生产，存在问题：1.无环保手续；2.黏合工 。
公司
序无废气收集处理设施。

已整改到位

晋源区

1.现场有2台15KW燃煤热水炉、1台0.12蒸吨锅炉，均未在当地
太原市晋源区
该单位已完成整改，现场运行正常
燃煤锅炉淘汰名单内；2.现场1台15KW燃煤热水炉正在使用，无
祥和旅馆
。
污染防治设施。

已整改到位

环督函【2017】6号
11-D037-SX

晋源区

富杰洗煤厂

现场未生产，正在对堆存的原煤进行清理，生产设备用电已切
该企业已达到“两断三清”的要求
断，大部分原煤已覆盖，地面有洒水。存在问题：1.少部分原
。
煤堆无防扬尘措施，2.地面有积尘。

已整改到位

环督函【2017】6号
11-D038-SX

晋源区

石料厂

现场未生产，生产用电已切断，生产设备未拆除，现场有原材 该企业已达到“两断三清”的要求
料和产品。存在问题：易起尘原料未覆盖。
。

已整改到位

现场未生产，洗煤设施已拆除，电源已切断，现场堆有大量原
煤，移动式堆煤设施有近期生产痕迹。存在问题：1、堆煤机无 该企业已达到“两断三清”的要求
高家堡洗煤厂
防尘措施，粉尘无组织排放；2、部分原煤未采取防尘措施，有 。
扬散现象；3、地面积尘多，无抑尘措施。

已整改到位

环督函【2017】5号
10-D016-SX

环督函【2017】5号
10-D017-SX

环督函【2017】6号
11-D039-SX

晋源区

环督函【2017】6号
11-D042-SX

晋源区

环督函【2017】6号
11-D048-SX

晋源区

环督函【2017】6号
11-D049-SX

晋源区

环督函【2017】6号
11-D054-SX

晋源区

环督函【2017】6号
11-D056-SX
环督函【2017】6号
11-D057-SX

太原市晋源区
现场未生产，存在问题：1.项目无环保手续；2.现场黏合工序 该单位已完成整改，现场运行正常
宝峰制盒有限
废气无组织直排。
。
公司
现场检查时正在施工，存在问题：1、未落实出入车辆清洗2、
城北回迁社区
该单位已按照要求整改，已达到建
未落实物料堆放覆盖3、未落实土方开挖湿法作业4、未落实路
工地
筑施工工地“六个百分百”要求。
面硬化

已整改到位

已整改到位

丰沃悦湖城工 现场检查时正在施工，1、未落实物料堆放覆盖2、未落实路面 该单位已按照要求整改，已达到建
地
硬化
筑施工工地“六个百分百”要求。

已整改到位

该处土堆全部已全面清理平整，平
现场检查时正在施工，存在问题：1.未落实出入车辆清洗2.未
整后地面用绿网进行了全面苫盖并
落实物料堆放覆盖3.未落实路面硬化。
加装了围挡。

已整改到位

晋源区

现场检查时正在施工，存在问题：1.未落实出入车辆清洗；2. 该处土堆全部已全面清理平整，平
西寨村堆场工
未落实物料堆放覆盖；3.未落实土方开挖湿法作业；4.未落实 整后地面用绿网进行了全面苫盖并
地
路面硬化；5.未落实工地周边围挡。
加装了围挡。

已整改到位

晋源区

西寨回迁小区 现场检查时正在施工，存在问题：1.未落实工地周边围挡；2.
已完工
工地
未落实物料堆放覆盖。

已整改到位

西寨村工地

环督函【2017】8号
13-D073-SX

晋源区

现场检查发现，该单位有1台0.2蒸吨的锅炉未使用，在当地燃
煤锅炉淘汰名单内，存在问题：1.未拆除锅炉，烟道已切割，
庞家寨村牛厂 具备使用条件，未完成淘汰；2.该锅炉位于建成区内，根据“ 该单位已将燃煤锅炉彻底拆除。
山西省太原市2017-2018年秋冬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要求在10月底前完成燃煤锅炉淘汰。

环督函【2017】8号
13-D074-SX

晋源区

庞家寨村沙场 现场检查时，该处有大量土方未覆盖，地面未硬化。

该处裸露沙土已全面覆盖，并定期
采取了洒水喷淋措施。

已整改到位

环督函【2017】8号
13-D075-SX

晋源区

该单位已按照要求全部整改，罚款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有生产痕迹。在当地散乱污企业名单内属 已上缴，晋源街办、环保分局已对
山西欧田家具
整改类。存在问题：未通过相关部门会审签字，擅自恢复生产 其整改后情况进行了验收，处以两
有限公司
。
万元罚款已上缴，现场运行正产常
。

已整改到位

环督函【2017】8号
13-D076-SX

晋源区

环督函【2017】8号
13-D077-SX

晋源区

山西胜利加油
站延盛路加油
站
山西胜利加油
站延盛路加油
站

已整改到位

现场检查时，该加油站正在营业，年销售量5000吨以上。存在 该单位已按照要求，正常使用油气
问题：油气回收装置未开启。
回收装置，罚款五万元已上缴。

已整改到位

现场检查时，该加油站正在营业，年销售量5000吨以上。存在 经 查 ， 该 单 位 年 油 品 销 售 量 不 足
问题：未安装在线监控设备。
5000吨。

已整改到位

已整改到位

环督函【2017】8号
13-D080-SX

晋源区

该单位已按照要求全部整改，罚款
已上缴，晋源街办、环保分局已对
盛达铁面板加 现场检查时，该单位正在生产，在当地散乱污企业名单内属整
其整改后情况进行了验收，处以两
工厂
改类。存在问题：未通过相关部门会审签字，擅自恢复生产。
万元罚款已上缴，现场运行正产常
。

环督函【2017】8号
13-D081-SX

晋源区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有生产痕迹。在当地散乱污企业名单内属 该单位已按照要求全部整改，晋源
太原市驰翔气
整改类。存在问题：未通过相关部门会审签字，擅自恢复生产 街办、环保分局已对其整改后情况
体有限公司
。
进行了验收。

已整改到位

环督函【2017】8号
13-D084-SX

晋源区

太原市晋源区 现场检查时，该单位在营业。存在问题：25号加油枪油气回收 该单位已按照要求，正常使用油气
腾飞达加油站 装置故障，但加油位未停用。
回收装置，罚款五万元已上缴。

已整改到位

环督函【2017】8号
13-D087-SX

晋源区

该单位已按照要求全部整改，罚款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有生产痕迹。在当地散乱污企业名单内属 已上缴，晋源街办、环保分局已对
天森有材科技
整改类。存在问题：未通过相关部门会审签字，擅自恢复生产 其整改后情况进行了验收，处以两
有限公司
。
万元罚款已上缴，现场运行正产常
。

已整改到位

环督函【2017】8号
13-D092-SX

晋源区

杨旺包装厂

现场检查时，该单位未生产。存在问题：散煤堆放无覆盖。

该单位已将现场散煤彻底清理。

已整改到位

环督函【2017】8号
13-D096-SX

晋源区

环督函【2017】8号
13-D097-SX

晋源区

中建三局迎宾 现场检查时，该建设项目未施工。存在问题：有大量土方未覆
已达到六个百分百要求。
路安置房项目 盖，未落实太原市六个百分百要求。

已整改到位

环督函【2017】9号
14-D567-SX

晋源区

晋源区晋祠镇
现场检查时，该建设项目未施工。存在问题：未落实物料堆放
万花堡村307国
已达到六个百分百要求。
覆盖。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道建设项目

已整改到位

晋源区

按照重污染天气督查计划对该公司现场检查，正在生产，属建 经查，该单位为混凝土制品企业，
太原市锦荣混 材行业，在当地重污染天气停产名单内，检查市当地已启动重 属向我市重点工程供应原材料的企
凝土有限公司 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存在的问题：未按照当地重污染天气应急 业，不参与本次重污染天气橙色预
方案要求停产，仍在生产。
警响应，故免于处罚。

已整改到位

环督函【2018】4号
22-D181-SX

晋源区

现场确有村民焚烧秸秆现象，已于
晋祠镇赤桥村 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晋祠路旁赤桥村农田内发现存在秸秆焚烧 当场进行熄灭，并对涉事人员进行
秸秆焚烧
现象。
了批评教育，严禁此类事情再次发
生。

已整改到位

环督函【2018】2号
23-D113-SX

晋源区

晋源区东庄村
现场确有焚烧秸秆现象，已于当场
发现晋源区东庄村村门马路对面农田有秸秆焚烧火点。存在问
村门马路对面
进行了熄灭，对涉事人员进行了批
题：村民在农田中焚烧秸秆。
农田
评教育，严禁此类现象再次发生。

已整改到位

环督函【2017】1号
7-T089-SX

晋源区

太原市伟超热 此企业为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机械零部件加工及设备
该单位已完成整改，现场运行正常
处理加工有限 修理（含焊接），存在主要问题.1,有环评，但未验收。2,焠火
。
公司
工艺产生VOCs直排，无处理设施。建议加强监管。

已整改到位

环督函【2017】1号
7-S032-SX

晋源区

该企业生产保温材料。现场正在生产。存在问题：发泡工序无
张晓飞保温材
该企业已达到“两断三清”的要求
治污设施，VOCs废气直排，厂房内气味刺鼻。建议当地政府依
料厂
。
法查处。

已整改到位

环督函【2017】1号
7-S033-SX

晋源区

该企业生产保温颗粒。现场正在生产。存在问题：1.无环保手
赵会征保温颗
该企业已达到“两断三清”的要求
续；2.厂房内积尘严重；3.搅拌工序无治污设施，粉尘无组织
粒厂
。
排放。建议调查处理。

已整改到位

晋源区

太原市晋源区
该企业现场正在生产。有环保手续。存在问题：发泡工序无治 该单位已完成整改，现场运行正常
新万发保温材
污设施，VOCs废气直排，厂房内气味刺鼻。建议依法查处。
。
料有限公司

已整改到位

环督函【2017】9号
14-D574-SX

环督函【2017】1号
7-T090-SX

战友门窗厂

现场检查时，该单位未生产，在当地散乱污企业名单内属整改 该企业已达到“两断三清”的要求
类。存在问题：切割工段未安装废气治理设施。
。

已整改到位

环督函【2017】1号
7-T091-SX

环督函【2017】1号
7-T092-SX

环督函【2017】1号
7-S035-SX

晋源区

太原市大强伟
该企业从事机械加工，现场正在生产。问题:1.喷漆无VOCs收集 该单位已完成整改，现场运行正常
业机械制造有
处理设施。2.焊接、切割烟尘无组织排放。建议依法查处。
。
限公司

已整改到位

晋源区

从事家具、门、窗、楼梯的生产及销售。现场未生产，有生产
迹像。1、有环保手续，未验收；2、喷漆、刷漆无VOCs处理设
山西派朗家俱
该单位已完成整改，现场运行正常
施，生产期间废气直排，车间有刺鼻气味；3、打磨、锯切车间
厂
。
产生的粉尘无组织排放，地面积尘严重。建议依法查处并加强
监管。

已整改到位

晋源区

该企业从事保温材料、装饰材料、五金配件、机械设备、陶板
的加工。现场正在生产。1.无环保手续；2.岩棉板黏合车间露
太原市鑫奥丰
该单位已完成整改，现场运行正常
天生产，厂区有刺鼻气味；厂区露天堆放有大量原料及产品；
贸易有限公司
。
3.废油桶乱堆乱放现象，无规范处置场所；4.厂区地面积尘严
重。建议当地政府依法查处并加强监管。

已整改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