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12批 2021年4月25日）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新厂街道景翰文城小
区17栋楼下有全小区
的用水加压水泵房 ，
D2JX2021 水泵工作时会产生巨 景德镇市
04180061 大的震动和噪音 ，影 珠山区
响该栋楼居民生活 。
投诉人希望尽快进行
水改，将水泵迁移。

生态

景翰文城小区水泵房位于 17栋1单元地下
室，建于2010年。自2019年小区尝试过多种
途径消除低频噪音 ，先后通过换地脚皮圈 、
维修水泵轴承等方式降低噪音 ，并在2021年
前更换了一台全新水泵 。 经过对17栋1单元
居民实地走访询问噪音扰民问题 ，其中102室
业主表示在晚间水泵噪音较明显 ，101、103
、104、202、301、302室等业主表示没有影
响。噪音扰民基本属实。

对水泵房加装隔音设施 ：沿
泵房四周挖沟填装隔音棉 、泵房
门加装隔音棉的，以达到减震降
基本 噪的效果。计划在7至10天内完 阶段性
属实 成减震降噪施工。
办结
街道、社区加强日常监管力
度，平时主动上门了解泵房运行
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无

反映接渡镇小港咀
村村民吴某海占用
耕地约两亩 、吴某
有占用抗旱水塘约
700平方米超标超高
违规建房 ，乐平市
X2JX2021
景德镇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04180018
乐平市
的信访事项处理意
见书明确了要拆除
吴某海 、吴某有的
违建房 ，接渡镇政
府不作为 ，至今未
处理违建房。

接渡镇南畈村委会小港咀村村民吴
文海与吴金和置换 4分地、王凤枝置换 4
分地、吴细华、吴国华置换8分地，2014
年 10 月 在 小 港 咀 村 通 南 畈 村 路 边 打 墙
脚，2015年11月份建成，2016年6月砌围
墙，目前已建房 6层。2016年5月19日向
接渡镇人民政府村账镇代理办公室交纳
12000元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 。
吴文海的弟弟吴文有利用自有一般
农田，并占用南畈 、小港咀两村水塘 ，
依法依规对吴文海、吴文有
2016 年 3 月 在 南 畈 通 方 家 滩 圩 堤 旁 打 墙
违建房进行拆除。
脚，2017年8月建成 。2017年5月15日向
噪音,
阶段性
接渡镇人民政府村账镇代理办公室交纳 属实
2018年乐平市纪委部门对此
水
办结
16000元南畈村委会小港咀村基础设施建
案进行调查，并作了结论。相关
设配套费。2018年8月2日、9月22日南畈
责任人已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
村委会干部 、小港咀村老年协会两次会
议研究通过 ：吴文有向小港咀村小组交
纳6000元，向南畈村交纳18000元。
经核实 ，信访人反映的 “村民吴某
海占用耕地约两亩 、吴某有占用抗旱水
塘约700平方米超标超高违规建房 ”情况
属实，“乐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信
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明确了要拆除吴某海
、吴某有的违建房 ，接渡镇政府不作
为，至今未处理违建房”情况属实。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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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12批 2021年4月25日）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3

罗家桥乡铁炉村整
体搬迁到铁西院
落，在杭瑞高速脚
下，每天噪声特别
大，影响小区居民
D2JX2021
景德镇市
生活。铁西院落西
04180030
浮梁县
河的上游有一家叫
欧神诺陶瓷厂 ，污
水排入西河 ，影响
下游居民的生活水
质。

污染
类型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经核实，铁西院落是昌南新区铁
1.已取得江西交通投资有限公
炉里安置地，小区最后一排房屋距杭
司德镇管理中心联系技术支持和许
瑞高速约20米，小区晚于高速公路建
可，制定防噪隔音方案 ，由罗家桥
设，高速公路噪音问题属实 。
乡政府组织实施 ，拟于4月23进场
现场检查时景德镇欧神诺陶瓷有
施工，先行对噪音较大又有安全隐
限公司正常生产 ，生产产品为瓷砖 ，
患段进行施工，大约70米，工期约
该公司生产废水不外排 。景德镇欧神
15天左右，剩余逐步实施，整个项
诺陶瓷有限公司与景德镇佳欣保洁有
目完成预计需要一个月时间 。
阶段性
2.已对景德镇佳欣保洁有限公
限公司签订保洁服务合同 ，由景德镇 属实
办结
司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佳欣保洁有限公司负责厂区所有主干
》，责令景德镇佳欣保洁有限公司
道路面清扫、清洗，杂物清理，指定
立即停止道路冲洗废水直排行为 ，
明沟、沉淀池清理、清洗等。因景德
并对沉淀池进行清理 ，要求道路冲
镇佳欣保洁有限公司未及时清理沉淀
洗废水经加药、沉淀达标后方可外
池，导致景德镇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
排。下一步将对景德镇佳欣保洁有
厂区道路冲洗废水流入沉淀池未经沉
限公司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目
淀处理满溢排入西河 。投诉人反映情
前正在调查处理中。
况属实。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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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涌山村民潘老板长
期以来在我石潭村
附近，用煤矸石焚
烧成炉灰出售获
利，白天停工 ，晚
上开业 ，在焚烧运
X2JX2021
景德镇市
输过程中有毒气体
04180017
乐平市
、灰尘到处飞 ，喷
出的火苗威胁我村
的森林 ，村民家中
都是灰尘 。村民向
有关部门反应 ，一
直没有的到解决。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村民投诉地为涌山镇枫林村地界 ，
经过走访 、勘察，该村周边没有煤矸石
焚烧点，但离石潭村约 700米处，有一煤
矸石堆场 ，堆场负责人为涌山村民李伟
。该煤矸石堆场前身为洗煤厂 ，堆场内
仍有老旧洗煤设施 ，洗煤设施虽未有使
用痕迹，但未进行拆除 。该堆场占地约 5
亩，周边建设了围墙 ，堆场内建有两座
钢棚，合计1600平方米左右 ，顶部安装
责令该煤矸石堆场负责人对
了喷淋设施 。钢棚内堆有因施工产生的
原老旧洗煤设施进行拆除 ，对场
废土，钢棚旁堆放大量煤矸石 ，已进行
地内裸露的煤矸石进行全覆盖 ，
覆盖，但未完全覆盖 。现场未见有焚烧
做好扬尘防治工作。
大气, 煤矸石的痕迹，也无焚烧设施。
部分
由属地乡镇加强监管 ，对煤 阶段性
2021年4月21日晚，执法人员进行夜
噪音,
属实 矸石焚烧行为坚决予以打击 。
办结
查，夜查时该堆场未有煤矸石焚烧现
水
目前，该煤矸石堆场负责人
象，堆场外未见扬尘 。随后执法人员前
已对堆场进行了全覆盖
，正在对
往石潭村及周边进行夜查 ，村内及周边
老旧洗煤设施进行拆除 ，预计在
未闻到异味 ，村口未见有扬尘 。询问石
2021年4月30日前完成。
潭村村口住户 ，该村口处村民表示 ，近
年来该村村口及村内未有明显的扬尘 ，
无异味飘入石潭村现象 ，该村民表示家
中也未有明显扬尘飘入 。
经调查 ，该堆场负责人不是信访人
所述的 “潘老板 ”，石潭村位于湘官公
路旁边 ，存在道路扬尘 ，且煤矸石堆场
运输、装卸过程易产生扬尘 ，投诉人反
映情况部分属实。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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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根据查阅该企业 2020年季度及年
度自行监测报告 ，该企业昼间噪声最
一、反映乐平市众
大 值 为 56.8dB(A), 夜 间 最 大 噪 声 值
合再生资源利用有
49.256.8dB(A)，均低于《工业企业厂
限公司偷排污水入
界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 GB12348河流；
2008）3类标准限值要求。
二、反映乐平市众
乐平生态环境局已对乐平市
4月3日，乐平生态环境局执法人
合再生资源利用有
众合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偷排
员在监管时发现该公司东北角空地上
限公司夜间生产产
水,生
废水等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处
X2JX2021
景德镇市
有焚烧迹象，并发现有软管铺设至厂 部分
阶段性
生的噪音影响周边
态,大
罚，处以10万元的罚款。并责令
属实
办结
04180022
乐平市
外沟渠，沟渠贯通至水塘 ，现场检查
百姓休息；
气
该公司停产整治，目前该公司已
时发现有偷排废水痕迹 。乐平生态环
停产，同时依法将案件移送了公
三、反映乐平市众
境局执法人员对现场进行了拍照取
合再生资源利用有
安部门。
证，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限公司每天晚上 10
书》，并对该公司进行了立案处罚 ，
点左右会烧滤网 ，
处以10万元的罚款，下达了停产整治
外排烟气异味刺鼻
决定，目前该公司已停产 ，依法将案
。
件移送了公安部门 。投诉人反映情况
部分属实。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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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粤乐建材有限公司
（砖厂）废水随意
排放，流到马路
D2JX2021
景德镇市
上；作业时灰尘很
04180039
乐平市
大；挖山取土烧
砖，把山林挖的千
疮百孔。

污染
类型

生态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一、废水随意排放 ，流到马路
上，作业时灰尘很大问题
现场检查时，江西粤乐建材有限
公司正在生产，已实施雨污分流 。脱
硫除尘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利
用，不外排。检查发现厂门口地面洒
水作业废水流到马路上 。现场检查时
无明显扬尘，但是厂区物料装卸 、堆
放处未采取有效降尘措施 ，露天堆放
已现场责令江西粤乐建材有
的原料未完全覆盖 ，在装卸作业过程
限公司立即整改，对厂区洒水作
中会产生较大扬尘 。投诉人反映情况
业时产生的污水做好收集 ，做好
属实
部分 原料的覆盖工作，在物料装卸过 阶段性
二、挖山取土烧砖，把山林挖的
属实 程中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降尘 。5 办结
千疮百孔问题
月10日前完成整改。
粤乐建材有限公司于 2013年1月8
目前已对原料进行了全覆盖
日在林业部门办理了 1.3666公顷林地
。
使用手续（赣林地审字【2013】0998
号），于2019年9月30日办理了1.2060
公顷林地使用手续 （赣林地审字 【
2019】1566号）。该砖厂生产的产品
为空心页岩砖，其生产原料均从外地
购买获得，经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执
法人员对该公司及周边地段现场调
查，未发现粤乐建材存有违法挖山取
土行为。投诉人反映情况不属实 。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