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改示范区强化督查“回头看”排查台账
报送单位：科创执法中队
序号
环督函 6 号
11-D134-SX

责任单位

污染源名称

综改示范区

山西百纳
科研基地

日期：2018年 6月 1 日
主要问题

现场排查情况

发现问题整改情况

1、为落实工地周围围栏；2、未落实物料堆放覆
盖；3、未落实湿法作业；4、未落实路面硬化；未开工，现场已经覆盖，围挡以完善 已落实“六个百分之百”
5、未落实出入车辆清洗。

环督函 6 号
11-D135-SX

1、未落实工地周边围挡；2、未落实物料堆放；
已停工，1 物料、土方已盖 2、围挡已
中国化学赛鼎工
综改示范区
3、未落实湿法作业；4、未落实路面硬化；5、
已落实“六个百分之百”
程研究院
按要求整改、3 路面及车辆冲洗已整改
未落实出入车辆清洗；6、未落实渣土车辆封闭。

环督函 6 号
11-D138-SX

1.未落实物料堆放覆盖；2.未落实土方开挖湿法 1、土方、物料已覆盖 2、路面已硬化、
马练营路京丰工
综改示范区
作业；3.未落实路面硬化；4.未落实出入车辆清 3 冲洗设施及车辆清洗以完善、4、工 已落实“六个百分之百”
地
洗；5.未落实工地周边围挡。
地围挡已按要求整改。

环督函 6 号
11-D139-SX

山西科技创新城 1.未落实物料堆放覆盖；2.未落实土方开挖湿法 1、土方已覆盖、2 冲洗设施及车辆清
综改示范区 核心区综合管理 作业；3.未落实路面硬化；4.未落实出入车辆清 洗以完善 3、土方开挖湿法作业装置已 已落实“六个百分之百”
廊一期工程 洗。
增设。

环督函 8 号
13-D353-SX

综改示范区

比亚迪汽车工厂 现场检查时，该单位未生产。存在问题：大量土
已严格落实“六个百分之百”要求
在建工地
方未覆盖。

已严格落实“六个百分

环督函 8 号
13-D357-SX

综改示范区

圪塔营村砂石营
现场检查时，大量土方未覆盖。
销部

已严格落实“六个百分

已严格落实“六个百分之百”要求

之百”要求
之百”要求

现场检查，该企业正在进行土石方作业，未落实
环督函 14 号
16-D089-SX

综改示范区

进出车辆未进
太原旅游学院体 太原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要求，
已严格落实“六个百分之百”要求
育馆项目
行清洗，部分无聊裸露未苫盖，未安装建筑工地
扬尘在线监控检测系统。

已严格落实“六个百分
之百”要求

现场道路已硬化，冲洗及喷淋喷雾设备
现场检查时，该建设项目正在施工。存在问题：
要求其完善密闭垃圾
环督函〔2017〕9 号 综改示范区 太原市三佳房地 未落实物料堆放覆盖，道路未硬化，未落实“六 已配备且 可正常使用，物料堆放区散 池，全面苫盖物料及土
产开发有限公司
装沙石物料苫盖不严，垃圾池未完全密
14-D843-SX
个百分百”要求。
堆。
闭，土堆未苫盖。
现场物料堆放整齐，道路部分因工序要

要求其立即将硬化路面
求未硬化。冲洗设施及喷淋喷雾设备已
的浮土进行清理并冲
中铁十二局金色 现场检查时，该建设项目正在施工。存在问题：
安装且可正常使用，出入车辆及施工道
环督函〔2017〕9 号
综改示范区 维也纳滨河小区 未落实物料堆放覆盖，道路未硬化，未落实“六
洗，未硬化路面全面苫
14-D844-SX
路均进行冲洗，硬化道路浮土较厚，拆
项目
个百分百”要求。
盖，建筑垃圾立即组织
除办公房屋遗留的建筑垃圾未完全清
清运及苫盖。
运且未苫盖。
环督函〔2017〕14 号
综改区光纤电流 现场检查时，该项目正在施工。未落实太原市重 主体施工通道南侧，苫盖绿目网有破 要求其立即将破损绿目
综改示范区
11-D093-SX
传感器研发基地 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停工要求。
损，其余均已达标。
网更换，重新苫盖。
现场检查时正在施工。存在问题：1.未落实物料
环督函 6 号
11-D138-SX

综改示范区

马练营路工地

堆放覆盖；2.未落实土方开挖湿法作业；3.未落
实路面硬化；4.未落实出入车辆清洗；5.未落实

已完工

已严格落实“六个百分
之百”要求

工地周边围挡。
现场检查时正在施工。存在问题：1.未落实物料
环督函 6 号
11-D141-SX

综改示范区

马练营路绿化带 堆放覆盖；2.未落实土方开挖湿法作业；3.未落
已完工
工地
实路面硬化；4.未落实出入车辆清洗；5.未落实

已严格落实“六个百分
之百”要求

工地周边围挡。
现场检查时单位正在施工，存在问题：1.未落实
环督函 6 号
11-D143-SX

综改示范区

太原洪达鑫 工地工地周边围挡；2.未落实物料堆放覆盖；3.
整改完毕
贸易有限公司 未落实湿法作业；4.未落实路面硬化；5.未落实
出入车辆清洗。

已严格落实“六个百分
之百”要求

环督函 8 号
13-D365-SX

环督函[2018]3 号
21-D052-SX

综改示范区

龙城大厦（正大 现场检查时，该单位正在施工。存在问题：未落
整改完毕
华景）工地 实物料堆放覆盖。

已严格落实“六个百分

综改示范区

圪垯营村拆迁现 现场检查情况：在太原市小店区圪垯营村拆迁现
整改完毕
场
场有大面积焚烧垃圾现场，产生大量浓烟。

已严格落实“六个百分

生态环境部
环督函[2018]2 号
22-D170-SX

综改示范区

生态环境部
环督函[2018]2 号
22-D173-SX

夜查：检查组抽取了该路口检查过往车辆，该路
太太路与榆东线
综改示范区
口过往车辆较多，现场检查时发现有渣土车车未 整改完毕
交叉口
苫盖。

垃圾焚烧点

现场检查发现有一生活垃圾焚烧点

整改完毕

之百”要求

之百”要求
已严格落实“六个百分
之百”
已严格落实“六个百分
之百”要求

检查时该工地正在施工，现场水泥搅拌，铲车、
压路车、挖掘机正在施工。检查组现场进行了
生态环境部
环督函[2018]2 号
22-D174-SX

综改示范区

太原市九一学校 视频取证，并通知当地环保部门及城管执法队。
已完工
工地
工地负责人到达现场后提供了市长批文，但该

已严格落实“六个百分
之百”要求

批文未涉及重污染天气是否生产等方面的批
示。
现场检查时该工地正在施工。存在问题：《按
生态环境部
环督函[2018]3 号
23-D143-SX

太原建工集团富 照太原市改善省城环境质量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并
士康（太原）科 于延长太原市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的通知》
综改示范区
整改完毕
技工业园 A 区 A3 环改办[2018]65 号）要求，在重污染天气橙色
厂房项目部 预警二级响应期间，进行筛沙、砂浆现场搅拌
作业。

已严格落实“六个百分
之百”要求

接到督办函后，要求其

环督函 21-D050-SX

综改区阳曲园区
综改示范区 侯村乡环保路联 该处有 200 平米左右土堆未苫盖
达管业对面

经我队核实，此处为工投公司存放土
堆。现土方已经全部清理完毕经，场
地已平整。

进行整改，严格落实“六
个百分百”裸露土方已
全部苫盖。现经我队复
查，该企业已对土堆进
行处理。要求洒水降尘。

1，绿 网苫 盖 有 破损 和
环督函 9 号
14-D841-SX

未苫盖到位现象，已责
清徐县徐沟镇北 现场检查时，该建设项目正在施工。存在问题：1，裸露渣土已进行绿网苫盖。
令尽快完善。
内道中铁十七局 1.渣土未苫盖；2.出入口未安装车身车轮清洗
综改示范区
2，北关段出口已配备车辆冲洗设施，
集团有限公司潇 装置，渣土运输车辆出入未清洗，未落实“六
2，北 关段 车 辆 冲洗 设
进出车辆按要求进行冲洗
河新区道路工程 个百分百”要求。
施损坏，现已修好，可
以正常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