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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号

责任单位

环督函【2017】1号
7-S034-SX

晋源区

太原市兴隆 该企业从事聚胺脂膜网生产。无环保手续。检查时正在生产。存在问题:1.无环保 该企业已关停取缔，达
已整改到位
聚胺脂厂 手续。2.搅拌工序无污染防治设施，粉尘无组织排放。建议进行监管。
到“两断三清”要求。

环督函【2017】8号
13-D057-SX

晋源区

北堰村渣土
现场检查时，该工处未施工。现场大量渣土未覆盖。
堆场

环督函【2017】8号
13-D070-SX

晋源区

现场检查发现，该单位有1台0.3蒸吨的锅炉未使用，在当地燃煤锅炉淘汰名单外
晋源区义井
。存在问题：1.未拆除锅炉，未拆除烟囱，未切割烟道，具备使用条件，未完成 该单位已按照要求将锅
街办黄坡烈
已整改到位
淘汰；2.该锅炉位于建成区内，根据“山西省太原市2017-2018年秋冬大气污染综 炉彻底拆除。
士陵园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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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79-SX

晋源区

山西太原兴
现场检查时，该单位正在营业。存在问题：烤漆房废气治理设施治污设施不正常
宇达汽车服
运行。
务有限公司

该单位烤漆房已彻底拆
除，处以两万元罚款已 已整改到位
上缴。

环督函【2017】8号
13-D085-SX

晋源区

太原市跃帮 现场检查时，该单位正在营业。存在问题：烤漆房废气治理设施未运行，废气直
汽车修理厂 排。

该单位烤漆房已彻底拆
除，处以两万元罚款已 已整改到位
上缴。

环督函【2018】2号
20-D005-SX

晋源区

天一城小区
该工地内大面积土石料堆裸露堆积，未采取覆盖措施，内有工程车辆正在进行土
旁工地土石
石作业
料堆

已将该处所有土石料方
全面苫盖，并已加强监 已整改到位
管，杜绝扬尘污染。

晋源区

南堰村中华
二建集团大
型机械施工 现场检查，该区域有一处拆迁工地，大量渣土未覆盖，易产生扬尘。
有限公司院
北侧

已将该处所有渣土全面
已整改到位
苫盖完毕。

晋源区

南堰村城中 存在问题：1.工地部分无围挡；2.路面积尘严重，无抑尘措施；3.物料未进行覆
村改造项目 盖；4.现场工地裸露地面未完全覆盖。

该项目为南堰村城中村
改造售楼部，此项目已
已整改到位
完工，已不存在渣土、
物料及裸露地面。

环督函【2018】3号

环督函【2018】4号
22-D185-SX

污染源名称

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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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排查情况

发现问题整改情况

该处建筑垃圾已全面苫
已整改到位
盖。

环督函【2018】4号
22-D186-SX

晋源区

山西太原药 按橙色预警要求该公司6蒸吨锅炉停运，现场检查发现6蒸吨锅炉3月2日正在运行
业有限公司 。

经查，3月1日0时，我
区延长启动了重污染天
气橙色预警，该公司7
条制剂生产线全部停产
、停运。该公司安装有
6吨和3吨天然气锅炉各
一台，其中，6吨锅炉
用于生产，3吨锅炉用
于采暖，现场6吨锅炉
已停运，3吨锅炉正常
已整改到位
运行供暖，但两台锅炉
共用1台分气缸，且连
通阀门未关闭，导致了
6吨锅炉存在炉温微热
和压力现象，3月10日
该单位已对共用分气缸
上锅炉的连通阀门进行
了更换并实施关闭，避
免了停产期间生产锅炉
有温度的现象。

环督函【2017】3号
9-T032-SX

晋源区

山西宏昌橡
检查时企业正在生产。存在问题：1.丁晴胶混炼工序无废气治理设施，有机废气
胶制品有限
直排；2.无环保手续。
公司

该企业已达到“两断三
已整改到位
清”的要求。

环督函【2017】3号
9-T033-SX

晋源区

晋阳泡沫厂

检查时企业正在生产。存在问题：发泡、熟化工序中未配套安装废气治理设施，
废气直排。

该企业已达到“两断三
已整改到位
清”的要求。

环督函【2017】6号
11-D058-SX

晋源区

西寨回迁二
现场检查时正在施工，存在问题：未落实物料堆放覆盖。
区工地

环督函【2017】6号
11-D060-SX

晋源区

延长壳牌立 现场正在营业，已安装油气回收装置，该加油站位于307国道旁，存在问题：未销 该单位已将车用尿素上
已整改到位
明加油站 售车用尿素。
架正常销售。

环督函【2017】6号
11-D061-SX

晋源区

西寨村拆迁 现场检查时正在施工，存在问题：该工地位于太原市建成区，正在使用冒黑烟高
工地
排放工程机械设备。

已将该施工机械设备退
已整改到位
场。

环督函【2017】8号
13-D066-SX

晋源区

晋阳湖公园 现场检查时，该工地正在进行拆迁作业。存在问题：未采用湿法作业，地面道路
拆迁工地 未硬化，未落实太原市六个百分百要求。

该处建筑垃圾已全面覆
已整改到位
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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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工

已整改到位

环督函【2017】9号
14-D573-SX

晋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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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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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整改到位
业，不参与本次重污染
天气橙色预警响应，故
免于处罚。

环督函【2017】1号
7-T085-SX

晋源区

太原市冠亚 该企业从事铸造涂料、复合液体涂料的生产，检查时正在生产，有环保手续。存
通铸造材料 在问题：1.搅拌车间粉尘无组织排放，未密闭作业，地面粉尘比较厚；2.复合涂
有限公司 料车间无污染防治设施，VOCs废气直排。建议依法查处。

该企业已达到“两断三
已整改到位
清”的要求。

晋源区

山西省太原
经营塑料粉碎加工，无环保手续。检查时停产。存在问题：1.粉碎车间无收尘设
市晋源区梁
该企业已达到“两断三
施，无voc回收设施。2.冲洗废水直接排入渗坑。3.生产中产生废弃物露天堆放。
已整改到位
家寨村塑料
清”的要求。
建议依法取缔。
粉碎加工点

环督函【2017】2号
8-T215-SX

晋源区

太原市美雅 经营油漆、涂料的批发、零售。检查时正在生产。存在问题：1.调漆房、喷漆房
该企业已达到“两断三
居装饰有限 无voc收集处置设施，2.喷漆房内循环废水无处理设施。建议依法查处并加强监管
已整改到位
清”的要求。
公司
。

环督函【2017】2号
8-T216-SX

晋源区

太原市晋源 经营防腐木的销售，企业无环保手续。检查时未生产。存在问题：1.喷漆露天作
该企业已达到“两断三
区昌缘防腐 业，无voc收集治理设施，2.无危险废物暂存间，危险废物存放不规范。建议依法
已整改到位
清”的要求。
木经销部 查处并加强监管。

环督函【2017】6号
11-D036-SX

晋源区

王郭村西面未发现洗煤厂，在王郭村西面的东院村发现一处已关闭的洗煤厂，现
洗煤厂（8月
场未生产，被当地政府用作乡镇回收农户散煤的暂存处，现场堆有大量的散煤及
6日、9日、
原有洗煤厂遗留的废物，原有的洗煤设备已废弃，现场有一台移动的筛煤设施。
22日12369投
存在问题：1.无环保手续；2.移动的筛煤设施有生产痕迹，无处理设施；3.堆存
诉）
的散煤无防扬尘、防燃措施；4.遗留的选煤残渣无防扬尘措施

环督函【2017】6号
11-D040-SX

晋源区

太原市晋源 现场未生产,采用露天破碎，现场堆有大量的原材料及产品，当地环保部门对企业
该企业已达到“两断三
区富喜蘑菇 配电箱已进行了查封。存在问题：1.无环保手续；2.破碎、包装工序均无污染防
已整改到位
清”的要求。
园
治设施，粉尘无组织排放；3.地面有积尘。

环督函【2017】6号
11-D041-SX

晋源区

太原市晋源
现场未生产，部分生产设施已拆除，环保部门对企业供电设施已进行了查封。存
区晋汾水泥
在问题：1.企业无环保手续；2.企业破碎、制砖、烘干等工序均无污染防治设施
制品有限公
。.
司

该企业已达到“两断三
已整改到位
清”的要求。

环督函【2017】8号
13-D060-SX

晋源区

东庄营散煤
现场检查时，该处散煤堆放无覆盖。
集中堆场

该处散煤堆已彻底清理
已整改到位
。

环督函【2017】2号
8-S031-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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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企业已达到“两断三
已整改到位
清”的要求。

环督函【2017】8号
13-D064-SX

晋源区

晋龙聚鑫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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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存在问题：未
料有限公司 通过环保部门验收，未完成整改。

该单位已完成整改，现
已整改到位
场运行正常。

环督函【2017】8号
13-D068-SX

晋源区

晋源昌兴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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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存在问题：未
箱厂
通过环保部门验收，未完成整改。

该单位已完成整改，现
已整改到位
场运行正常。

环督函【2017】8号
13-D0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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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单位已完成整改，并
晋源昌兴纸 外，存在问题：1.未拆除锅炉，未拆除烟囱，未切割烟道，具备使用条件，未完
拆除了锅炉，现场运行 已整改到位
箱厂
成淘汰；2.该锅炉位于建成区内，根据“山西省太原市2017-2018年秋冬大气污染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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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71-SX

晋源区

聚友纸箱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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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存在问题：没
完成煤改气，未完成整改。

该单位已完成整改，现
已整改到位
场运行正常。

环督函【2017】8号
13-D082-SX

晋源区

太原市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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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存在问题：锅
纸板
炉改造未完成，未完成整改。

该单位已完成整改，现
已整改到位
场运行正常。

环督函【2017】9号
14-D565-SX

晋源区

江南源森家 现场检查时，该单位正在生产，属印刷行业。存在问题：印务车间已安装VOCS处
具厂
理设备，但收集不完全，部分VOCS废气通过排风扇直排。

该企业已达到“两断三
已整改到位
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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