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二十四批办理情况 2021年 5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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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
编号

D2YN2021
04300065

X2YN2021
04300036

X2YN2021
04300035

X2YN2021
04300025

D2YN2021
04300051

X2YN2021
04300018

D2YN2021
04300045

D2YN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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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每年 1-6 月早晨 8 点半到晚上 7 点
半，大理州大理市环城路幸福家苑
小区旁的森林防火广播噪声扰民。

建云水泥厂在大理州祥云县刘厂镇
刘厂社区白塔邑村占用林地建设厂
房，并非法采石损毁 145 亩林地，造
成水土流失。

大理州大理市喜洲镇政府南面喜兰
饭店周边十几亩基本农田被用于经
营砂石，扬尘严重，且经营者擅自砍
伐路边绿化树木。

大理州宾川县三信泡沫厂未办理环
评手续，直排废水废气。

大理州云龙县检槽乡清朗、荞地登、
师井三个 村 的 生 活 垃 圾 在 露 天 垃
圾池直接焚烧，恶臭影响周边群众
生活。

大理州祥云县东强工贸有限公司长
期非法侵占刘厂镇青坡村一组集体
林地，越界毁林采砂。

大 理 州 大 理 市 开 发 区 商 贸 街 蓝 果
KTV 夜间噪声扰民。

大理州委宣传部某退休干部在洱源
县茈碧湖镇青昌街锅盖山施家坟砍
伐 100余平方米树林修建墓地。

行政
区域

大理市

祥云县

大理市

宾川县

云龙县

祥云县

大理市

洱源县

污染
类型

噪音

生态

大气
生态

大气
水

大气

生态

噪音

生态

调查核实情况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幸福家苑小区旁的森林防火广播存在噪音扰民问题。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祥云建云水泥厂在祥云县刘厂镇大波那村（1组、2组、5组-10
组、12 组、14 组）林地范围内建设厂房、在刘厂社区白塔邑村林地开展采石活动，
厂房建设和采石前已依法办理采矿许可、林地使用手续和林木采伐手续。经现
场核实，未发现建云水泥厂在建设厂房和采石中损毁林地，造成水土流失情
况。但在 2021 年 5 月 1 日现场核实发现，建云水泥厂因生产需要，于 2021 年 4 月
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在厂房围墙外临时堆土占用林地，涉嫌违法占用林地
0.9331公顷。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喜洲镇喜兰饭店周边共有 6 家砂石料堆场，位于喜洲镇喜洲
村委会和寺里村委会集体土地范围内，占地面积合计 8.8931亩，其中：农村居民用
地 0.5619 亩、城镇用地 0.3743 亩、采矿用地 1.5082 亩、基本农田 6.4487 亩（6 户中，
没有单户占用超过 5 亩的情况），存在占用基本农田堆放销售砂石行为，经营中有
产生扬尘的情况。按照株距计算，经营户共砍伐喜洲镇寺里村进村道路行道树小
叶榕 12棵。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宾川县三信泡沫厂（现为宾川县三创泡沫生产销售店）位于宾
川县乔甸镇石碑村委会石碑村观音山，2020 年 4 月 21 日经营者变更，并将名称调
整为宾川县三创泡沫生产销售店。经现场核实，该店未办理环评手续，生产线为
原有的生产设施设备，建有旋流式水膜脱硫除尘器 1 套、153.6 立方米的废水收集
四级沉淀池 1个、废水收集池 4个共 19.2立方米。现场检查时，未发现直排生产废
水、废气的情况。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云龙县检槽乡清朗村有露天垃圾池 4 个，荞地登村民小组有
露天垃圾池 3 个，师井村有露天垃圾池 5 个。上述垃圾池用于群众临时堆放生活
垃圾，存在露天垃圾池内垃圾清运不及时，群众焚烧垃圾产生的烟气影响周边群
众情况。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祥云县东强工贸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5 日依法取得祥云
县青坡大石岩山普通建筑材料用石灰岩矿采矿权，2020 年 11 月 5 日，该公司因超
范围修建矿山通道，形成越界开采违法行为，祥云县自然资源局已进行了查处。
经现场核实，该矿山矿界界桩完好，未发现再次越界开采行为，目前矿山处于停产
状态。另经查明，该公司 2019年至今毁林、非法占用林地面积 58.73亩尚未处罚。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大理市开发区商贸街（实为三茂街）蓝果娱乐城办有营业执
照，该娱乐城主营 KTV 和慢摇吧业务，日常营业时间为 20:00 至次日 1:50，现场核
查人员使用手持分贝测试仪对蓝果娱乐城四周室外环境噪声进行监测，根据监测
结果显示，存在噪音扰民情况。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1.举报人反映砍伐 100 余平方米树林，现状查看无砍伐痕迹；
经与护林员提供的修建坟墓前照片比对，无砍伐树林现象。2.该信访件所指地块
位于茈碧湖镇玉湖社区青昌四队外玄武山，属某户祖遗坟地，该坟墓为本户已故
曾祖父坟墓。该坟地位于外玄武山范围内，不属于锅盖山。3.核查过程中发现坟
墓周边有部分硬化情形，面积约 4平方米。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基本
属实

不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已调整和降低了森林防火宣传喇叭的方向和高度，
并适当调低广播音量。同时，要求福星社区水库入
山登记点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限开展森林防火
广播宣传。

经刘厂镇林草站工作人员现地核查并比对祥云县
林地 2019 年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矢量数据资
料，建云水泥厂在厂房围墙外西侧临时堆土，造成
非法占用林地 0.9331公顷，无林木蓄积。祥云县林
业和草原局于 2021 年 5 月 1 日进行了立案，5 月 5
日下达了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限期（10 日
内）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截至目前，堆土已
清理，已恢复林业生产条件，植被恢复工作正在实
施中，计划种植 228株香樟大树，现已种植 28株，植
被恢复工作预计 5月 10日前可全面完成。

针对投诉反映的问题，大理市已对该场所全部砂石
料进行了清运，完成了占用基本农田复垦，补种了
12棵小叶榕。

针对该店无环评手续的问题，业主已自愿承诺拆除
生产设施设备。2021 年 5 月 7 日现场复查时，该店
已完成厂区煤炭、煤渣、生产原料清除，已拆除发泡
机、打板机、储存罐、脱硫塔、烟囱等生产设施设备，
生产用电已切断。

5 月 2 日，云龙县已将清朗、荞地登、师井三个村露
天垃圾收集池内的生活垃圾（约 120 立方）清运完
毕，并设置了告知标识牌 12 个。5 月 7 日实地走访
周边群众，均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针对该公司毁林、非法占用林地 58.73 亩的行为，
祥云县林草局调查取证完毕后，已于 2021 年 5 月 3
日将该案件移交祥云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进行
查处。

已向该娱乐城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并约谈了
负责人，要求严格按照市场监管部门批准的项目依
法经营，每晚 22:00 后必须下调 KTV 包间内音箱设
备音量，禁止营业噪声扰民，每日凌晨 2:00 至上午
8:00 禁止营业。5 月 2 日凌晨 2:00，再次巡查，未发
现超时营业及噪声扰民情况。

2021 年 5 月 3 日，被举报人某户已自行将石桌子、
地面部分硬化等附属设施拆除并复绿。

是否
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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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二十五批办理情况 2021年 5月 10日）

（摘自云南省人民政府网）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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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
编号

D2YN2010
4290034

X2YN2021
04290020

D2YN2021
04290032

D2YN2021
04290026

D2YN2021
04290023

X2YN2021
04290017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大理州宾川县金牛镇管岗村火蚁灾害
严重，影响村民正常生产生活，村民诉
求相关部门提供火蚁专用杀虫剂。

大理州弥渡县寅街镇大众红砖厂被关
停后擅自生产，粉尘、噪声扰民。

每日中午 12 点至下午 3 点，大理州巍
山县南诏镇开南村的蒸糕作坊磨面机
械噪声扰民。

大理州大理市开发区阳光领居小区附
近存在以下问题：1.雨季，小区四周道
路频繁出现污水井倒灌现象且道路积
水严重，东、西两侧污水井疑似连通化
粪池，其倒灌污水中夹杂粪污，异味扰
民；2.小区南北两侧的斜阳路段和巍山
路段货运车辆通行扬尘、噪声扰民；3.
近年来，小区西北角外围的宏宇汽车
用品装饰公司、腾安阁酒店、全季酒店、
林香饭店等多家商户占用人行道停放
车辆，阻碍居民出行且产生安全隐患。

大理州大理市下关镇正阳时代广场小
区内一、二楼多家酒吧营业至凌晨，噪
声严重扰民。

大理州大理市黄草坝大桥 G5611 大丽
高速海东立交桥底（毗邻原滇西水泥
厂）附近一家沥青、石料、建筑砖生产企
业未安装除尘设备，砂石加工无封闭的
生产车间，废气、噪声、粉尘污染严重。

行政
区域

宾川县

弥渡县

巍山县

大理市

大理市

大理市

污染
类型

其他
污染

噪音
大气

噪音

水
大气
噪音

噪音

大气
噪音

调查核实情况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经现场走访管岗村 13 名村民小组长、随机调查 15 户农户
及对管岗村辖区内农田小组、桑园河小组周边、人民沟小组附近等区域进行
调查，发现红火蚁在人民沟附近空地、沟边、田埂有零星发生，共发现 3 个蚁
巢（2 个是空巢），有红火蚁情况属实；目前，红火蚁尚未对人、畜、作物造成灾
害，未发现影响村民正常生产生活的情况。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弥渡县大众砖厂相关手续齐全合法，未被相关执法部门关
停。大理州生态环境局弥渡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已对该厂噪声进行监测，监
测结果显示该砖厂噪声达标，查阅该砖厂自行监测报告，噪声也达标。但该砖
厂破碎车间封闭设施破损，厂区四周死角降尘喷淋设施覆盖不到位，生产时有
少量粉尘无组织排放，对周围有一定影响。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大理州巍山县南诏镇开南村有 3 家私人蒸糕作坊，现场
检查时，这 3 家米糕作坊均未在生产，采用的磨面设备均为碓。经询问当事
人，某某米糕作坊根据客户定糕的时间进行舂米加工，属不定时生产；婆媳米
糕作坊为自家经营，一般在早上进行舂米加工，生意好时，偶尔中午加工一段
时间，但时间不固定；小钱米糕作坊一般在中午 15点至 17点进行舂米加工。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1.阳光领居小区东侧、北侧、西侧无市政道路，小区南门
外斜阳路雨天时存在道路积水情况，遇暴雨时，斜阳路与铁路涵洞交叉口处
检查井存在冒井情况。目前，该小区内建有集中化粪池 6 个，居民生活污水
通过污水收集支管排入化粪池，沉淀后通过小区污水管排入斜阳路市政污水
管道。现场排查发现，污水收集支管和支管检查井中存有固体粪污，受气温
和清掏频率（物业每年清掏一次）影响，存在检查井周边有异味情况。2.阳光
领居小区南侧斜阳路建设年代较早，路面宽度（含人行道）仅 12 米，城市货运
交通承载能力有限，因对市区部分道路进行货车禁限行，斜阳路成为开发区
连接环城路的货运交通唯一通道，各种大型货车都集中由斜阳路进出环城
路，造成货车流量大，交通噪音以及扬尘污染情况时有发生，对周边的住户造
成一定影响。3.阳光领居小区周边酒店、饭店、汽修公司集中，确实存在占用
人行道停放车辆，给附近居民出行带来安全隐患的情况。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大理市下关街道正阳时代广场小区内一、二楼共有酒吧
25 家，其中营业中 20 家、未营业 4 家、关门歇业 1 家。生态环境部门执法人员
使用手持分贝测试仪对上述营业中的 20 家酒吧室外环境噪声进行了监测，
存在噪音扰民情况。

经大理州组织核实：投诉人反映的沥青、石料生产企业为位于大理市海东镇黄
草坝（大丽高速海东立交桥底）的大理祥德道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办有营业
执照，主要从事沥青拌合料、砂石料、水洗砂等材料的生产、销售。该公司 2015
年与大理市金阳光砂石经营部签订土地租凭合同，租用其场地建设生产线，主
要为大理市市政道路、高速公路等建设提供原料。现场调查时该公司未生产，
场地内建有三条生产线，其中的水洗砂生产线生产时会产生一定噪声，项目场
地周边无居民居住。场地内堆放有砂石料约 8万 m3，部分砂石料露天堆放，未
采取覆盖措施，场地内建有 6个洒水喷淋设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气污染物
主要为粉尘和沥青加热、搅拌时产生的有害气体。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基本
属实

基本
属实

基本
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宾川县相关部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全力做好红火蚁防
控工作。2021年 4月 30日，已及时将 10公斤杀蚁饵剂分
发到管岗村村民手中，由红火蚁防控技术人员对调查区
域的农户进行现场防控指导，并对发现的红火蚁进行灭
杀，确保精准科学开展防控。同时，加大红火蚁科学防控
知识的宣传，及时印制了 1500份《红火蚁防控技术措施》
发放，并做好红火蚁专用杀虫剂应急储备。

要求大众砖厂进一步完善破碎车间破损处修补工作，厂
区四周死角加装降尘喷淋设施，避免粉尘无组织排放，
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2021 年 5 月 2 日核查时，该砖
厂已按要求对破碎车间封闭设施破损处完成修补，厂区
四周加装了喷淋设施，整改工作已完成。

大理州生态环境局巍山分局责令 3 家作坊严禁夜间（晚
上 22:00—凌晨 6:00）生产，中午避开午休时间（12:00—
14:00）舂米加工，避免噪声扰民。2021年 5月 1日 13点，
大理州生态环境局巍山分局及南诏镇工作人员到 3 家
米糕作坊进行现场核实，均未舂米加工。

1.在今年雨季来临前，相关部门将对斜阳路雨污水管道
再次进行排查，确保管道畅通，避免雨季再次发生冒井
现象；同时，对小区周边道路管道进行排查，对其中错
接、漏接管道进行整改。2.针对货运车辆通行扬尘、噪
声扰民问题，城管部门已安排环卫公司对道路进行冲
洗，并将斜阳路列为机扫保洁范围，确保路面干净；交警
部门已安排人员加强该路段交通疏导、交通秩序维护，
同时，正在制定优化货运交通组织方案，力争尽快实现
货车分流。3.针对商户占用人行道停放车辆，阻碍居民
出行且产生安全隐患问题，城管部门已对占道停车进行
清理，对周边酒店及经营户下发限期整改书，严禁占用
人行道停放车辆行为。

公安部门对 24 家酒吧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约谈
酒吧负责人，生态环境部门对噪声超标的 19 家酒吧下
达《现场检查整改通知书》，要求严格按照市场监管部门
批准的项目依法经营，每晚 22:00 后，必须主动调低音
量、严禁噪音扰民；每日凌晨 2:00至上午 8:00禁止营业，
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居民影响。2021 年 5 月 1 日凌晨
2:00，大理市公安局再次对正阳时代广场片区进行巡查
巡检，未发现有酒吧超时营业的情况。

生态环境部门已向该公司下达《现场检查整改通知书》，
责令尽快安装废气治理设备，对沥青加热、搅拌时产生
的有害气体进行处理，并对堆放的砂石料进行覆盖。污
染防治措施未落实前不得擅自恢复生产。截至目前，该
公司已停产，对堆放的砂石料已进行覆盖遮挡，正在进
行废气治理设备安装工作。

是否
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未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摘自云南省人民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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