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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常州市金坛区儒林镇长荡
湖水街有 50 余家餐饮店生
活污水直排长荡湖。

常州市经开区戚墅堰街道
劳动中路河苑东村北侧有
约 150 亩荒地（属于丁堰街
道），存在以下问题：1、周边
群众在该处种菜过程中存
在焚烧秸秆行为。2、该荒地
存在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
偷倒行为。3、圩墩公园内河
道发绿，水质较差。

常州溧阳市上兴镇万家边
村的溧阳市北山建材厂，夜
间噪音扰民。

常州新北区龙城大道长江
路（东西走向），十字路口靠
北侧的转角，2 年来一直散
发着粪臭。

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三河
口村的江苏邦杰防腐保温
科技有限公司，排放刺鼻废
气扰民。

常州市溧阳金峰水泥厂和
金坛盘固水泥厂污染严重。

常州市武进区的东方润安
特钢厂，脱硫、脱硝设备达
不到处理要求，废气超标排
放，废渣、废水、废钢处理不
规范，噪声粉尘污染严重。

行政
区域

常州市
金坛区

常州
经开区

常州市
溧阳市

常州市
新北区

常州市
天宁区

常州市
溧阳市
金坛区

常州市
武进区

污染
类型

水

土壤，水，
大气

噪音

其他污染

大气

水，
大气，土壤，噪音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金坛环境保护局会同儒林镇政府进行联合调查。反映的长荡湖水街共有餐饮船49艘，由水上木栈道
相互连接，采用生态修复将湖区与餐饮区进行空间隔离，产生的污水经管道和提升泵站输送至儒林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后排放，产生的垃圾及时收集处置并做到日产日清。金坛区为规范长荡湖金坛
湖区餐饮经营活动，保护和改善长荡湖生态环境，2010 年以来对长荡湖湖区餐饮船开展了两轮整
治，在长荡湖水街设立的餐饮船归并点，进行集中经营，集中管理。现场检查时，污水提升泵站运行，
污水通过管道进入儒林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经查，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接到信访后，经开区综合执法局、环保分局会同丁堰街道办事处、戚墅堰街道办事处联合现场调查。
1.反映的荒地是宛沿河西侧地块，该地块位于劳动东路以北、宛沿河以西、运河公园以南、河苑西村
以东，面积为160亩，属经开区收储地块。现场检查时未发现焚烧秸秆现象。经查，该地块之前确实存
在建筑垃圾、生活垃圾乱倾倒，周边群众乱垦乱种问题。自群众向中央环保督察组反映该地块存在
环境脏乱问题后，丁堰街道办事处、戚墅堰街道办事处于 6 月 22 日完成了对该地块的整治工作，目
前周边群众乱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乱垦乱种问题已得到解决。
2.反映的圩墩公园内河道为一条景观河，面积约90亩。该河道与外河不通，周边为居民区，无工业企
业分布。经开区环保分局对圩墩公园内河进行巡查，该河道水体感官正常。经采样分析，该河道高锰
酸盐指数浓度值为 5.6mg/L，达到地表水Ⅲ类水标准；氨氮、总磷浓度值分别为 0.29mg/L、0.076mg/
L，均达到地表水Ⅱ类水标准。
经查，反映的问题属实。
反映的江苏北山建材有限公司，位于溧阳市上兴镇上沛集镇芳山路，主要从事石灰项目的生产。石
灰生产线配套建设有碱液水膜脱硫和布袋除尘设施。接到信访后,溧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上兴
镇人民政府、常州市溧阳环保局联合赴现场进行调查。该公司噪声主要来自石料破碎车间和石灰窑
装卸料过程。主要采取选用低噪声、低振动设备，将高噪声设备安置在室内，配套隔声降噪措施，利
用墙体对噪声进行阻隔等方法减轻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检查中发现该公司部分隔声降噪措施
由于年久失修，存在破损等情况。经常州市溧阳环境监测站监测，结果显示该公司厂界噪声昼间达
标、夜间超标。
经查，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反映的为常州新北区龙城大道长江路（东西走向），十字路口靠北侧的转角处，该位置周边为道路绿
化带以及收储空置地块，无工业企业。接到信访后，新北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由三井街道牵头，安
监环保办、华山社区组成联合调查组迅速至现场进行勘察核实情况，经走访得知，反映地点处有一
加油站，在加油站空地内有部分员工进行种菜，种菜过程中采用人粪浇灌，造成气味扰民。对其进行
监测，结果显示臭气浓度等符合国家排放标准。
经查，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反映的江苏邦杰防腐保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三河口村东姚村 706 号，从事涂
料生产。接到信访后，天宁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郑陆镇和天宁环保局组成联合调查组迅速进行实
地勘查。该公司投料、配料混合、研磨、调配、过滤灌装等工段生产时有废气产生，配套建有1 套废气
治理设施；研发试验中心喷漆试验工段，配套建有 1 套废气治理设施。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处于停产
状态，由于其6月4日生产过程中废气治理设施停运，已被常州市环保局立案查处，并对相关生产设
备进行了查封。
经查，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1. 反映的江苏金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溧阳市社渚镇金庄村，共建有 9 条水泥熟料生产线。9 条
生产线窑头、窑尾均配套有电加布袋复合除尘设施，已安装烟气在线监测装置，对烟气排放浓度进
行实时监测，并与环保部门联网；物料输送、堆放场全密闭，水渣、石膏全部入库堆放，块石等露天堆
放物料采用防尘网覆盖；水泥、熟料发货区域密闭化作业；厂区高噪声设备均安装消音器，磨机房进
行封闭，水泥窑的蓖冷机均安装有隔音墙；厂区有 11 台洒水车、吸尘车对厂区主要运输通道进行喷
洒抑尘，石灰石破碎口建设有道路喷淋设施。接到信访后,溧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社渚镇人民政
府、常州市溧阳环保局联合赴现场进行调查，该公司正在生产，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均在运行，查阅
在线监控数据，污染物排放达标。2018年3-6月，常州市溧阳环境监测站对金峰集团进行3次监督性
监测，均未发现污染物超标排放情况，七个厂界噪声监测点均符合相关排放标准。
2.反映的盘固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位于金坛区薛埠镇盘古路46号，从事普通硅酸盐水泥制造和销售。
该公司分为两个生产厂区，下桥线采用静电、脉冲除尘工艺，脱硝采用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法处理工艺；
华阳生产线已拆除水泥窑，仅石料破碎工段生产，生产石料破碎车间搭建了彩钢瓦大棚，配套建设布
袋收尘设施。接到信访后,金坛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金坛环境保护局会同薛埠镇人民政府进行现场
调查，该公司正在生产，治理设施运行，华阳生产线石料破碎车间未完全密闭，厂区物料露天堆放。金
坛环境监测站对下桥线有组织废气与华阳线无组织废气采样监测，结果显示符合国家标准。

经查，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反映的实为常州东方特钢有限公司，位于武进区湟里镇东方路5号，主要从
事钢铁冶炼、轧钢生产。接到信访后，武进环保局会同湟里镇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
1. 关于“脱硫、脱硝设备达不到处理要求，废气超标排放”问题。该公司烧结废气执行《钢铁烧结、球
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表3标准，因其烧结机烟气氮氧化物浓度低于该标准，未配备脱硝设
施，配套建设2套采用亚硫酸镁清液湿法脱硫工艺的脱硫系统。该公司建有湿法脱硫、新型OG湿法
除尘等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共 38 套，安装 13 套自动在线监测仪，均已与环保部门联网并实时上传数
据。2. 关于“废渣、废水、废钢处理不规范”问题。该公司废渣主要有炼铁水渣以及转炉钢渣，炼铁水
渣外销建材公司作为原料使用，钢渣经有压热焖粒化、磁选处理后，含铁尾渣直接回用于炼钢系统，
不含铁尾渣外销作为建筑材料、道路路基材料等，该公司有近2年的水渣、钢渣磅单计量销售回用记
录。该公司配套建有 1 个 250 吨/小时的综合污水处理站，另在各工序配套建有 45 套循环水处理系
统，均配备过滤、化学除油、斜板沉淀工艺。各生产车间产生的废水经本工序配套的循环水处理系统
处理后直接回用，少量反洗污水接管排入综合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补充进入用水系统。该公司排污许
可证上载明，东、西厂区各设一个雨水排放口，不设置工业废水排放口。今年 4 月常州市武进环保局
对该公司巡查时发现，西厂区雨水排放口在晴天仍有工业废水排放，对该公司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
查处，并责令其立即改正。该公司生产中需要的废钢基本为外购，炼钢产生的废钢也全部回用于生
产，不需另行处理。3.关于“噪声粉尘污染严重”问题。该公司噪音设备主要为大型电机、除尘风机以
及排气筒。风机、电机底座均安装有减震垫或封闭于厂房之内，风机排气筒出口均安装消音设施。该
公司粉尘排放主要来源于烧结、炼钢、炼铁生产设备的有组织排放颗粒物和原料堆场、物料转移、车
辆运输、地面扬尘等无组织排放颗粒物。对于有组织排放，该公司烧结、炼钢、炼铁各生产工段均配
套建有除尘设施。对于无组织排放，该公司原料堆场目前采用 15 米高防风抑尘网+喷水抑尘；物料
转移中部分采取了密闭、遮盖措施；车辆运输采取加盖并在料场进出口采取车辆清洗措施减少扬
尘；目前共有 3 台洒水车，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冲洗厂区路面，减少地面扬尘。今年 4 月对其废气进行
监测，结果显示有组织排放的废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无组织排放的总悬浮颗粒物超标，依法对其
进行了立案查处，并责令该公司立即改正。武进环保局在对该公司的现场检查中发现其物料转移输
送带未密闭、物料堆放未完全遮盖、未设置不低于堆放高度的围挡等扬尘防治不到位的问题，目前
正在立案查处中，并责令改正。

是否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1.7月1日至9月20日所有餐饮船停业整改。
2. 儒林镇政府立即开展长荡湖水街整治
提升工程，在5月份完成长荡湖水街改造
提升方案设计的基础上，6 月完成招投
标，7 月开始对污水管网、水街栈道等设
施进行整治，新建污水管网系统。
3. 加强监管，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确保
污水、垃圾全部收集处理。

1.丁堰街道办事处、戚墅堰街道办事处已
建立巡查机制，安排专人对该闲置荒地
进行管护，计划在该闲置地块四周建设
围挡，防止居民乱倾倒垃圾、乱垦乱种现
象反弹，并杜绝焚烧秸秆行为。
2.对该闲置地块四周建设围挡，预计在7月
底前完成，群众反映的问题将得到根治。

1. 常州市溧阳环保局依法对该公司厂界
噪声超标环境违法行为立案处理，责令
该公司限制生产，对噪声进行治理。
2. 上兴镇人民政府要求该公司加强环境
治理设施的运行维护，加快推进下料口、
堆料场和破碎生产线全封闭工程，同时，
合理安排作业时间。

1. 三井街道责令华山社区组织人员将加
油站零星菜地进行清理。
2.三井街道落实网格监管要求，加强日常
巡查，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1. 常州市环保局已对该公司的环境违法
行为立案查处，对相关生产设备进行了
查封。
2.郑陆镇严格落实网格化监管责任，加强
日常管理，落实长效管理。

1.社渚镇要求金峰集团加密洒水车、吸尘
车使用频次，确保厂内道路清扫、降尘作
业全覆盖；责成其加强长效管理，巩固挂
牌督办整治的成果。
2. 溧阳环保局加强对金峰集团的监管力
度，发现超标排放、设施不正常运行等环
境违法行为，依法从严、从重、从速处理。
3. 薛埠镇要求盘固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尽
快完成华阳生产线破碎车间的密闭与厂
区的物料覆盖。
4.金坛环保局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决定书》，针对盘固水泥华阳生产线石料
破碎车间未完全密闭及厂区物料露天堆
放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

1. 武进区政府按《常州市 2018 年 5-6 月
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管控行动方案》要求，
责令该公司限产50%。
2. 武进环保局对该公司的环境违法行为
立案查处，并责令改正。
3.责令该公司按江苏省环保厅《关于加快
治理钢铁冶炼企业无组织排放大气污染
物的通知》的要求，加快颗粒物无组织排
放的深度治理进度。
4.湟里镇按照《武进区网格化环境监管体
系实施方案》要求，加强环境日常巡查监
察，及时处置相关环境问题。

问责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上接 A1 版）深挖涉毒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铲
除毒品问题滋生蔓延的土壤。要坚持关口前移、
预防为先，重点针对青少年等群体，深入开展毒品
预防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自觉抵制毒品的浓

厚氛围。
1987年12月，第42届联合国大会决议，正式将

每年 6 月 26 日定为“国际禁毒日”。今年国际禁毒
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走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
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上接A1版）
二是将生态治理与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讲

授如何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推动形成生
态环保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闯出一条绿色可持续发
展的新路。

三是围绕如何深化乡村振兴内涵，增强内生动
力和活力，讲授怎样将乡风文明打造出来、推广出
去，推动农业、农村、农民全面进步提升。

四是围绕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
作用，讲授如何把各方面思想统一起来、力量凝聚起
来、积极性调动起来，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村级集
体组织的核心力和创造力。

五是围绕富民增收，讲授如何采取多元方式，从
不同角度研究富民问题，找到更有效的富民路径，共
同把富民这篇文章做得更好、更实。

在讲师团师资配备上，既有“洋教授”，又有“土
专家”。除了邀请高校、党校的知名学者、教授来
为乡村振兴一线的建设者们讲解、授课，还会邀请
有成功案例的乡村创业带头人、德高望重的新乡贤
等传授经验，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同时也会邀请百
姓共同商讨乡村发展大计。

当天，全国美丽乡村示范点、浙江省安吉县鲁家
村党支部书记朱仁斌为乡村振兴学堂讲第一课。

（黄洁璐 凃贤平 罗翔 张敏 徐佳誉）

全市第一家乡村振兴学堂揭牌

（上接A1版）
扬州大学：选测BB，农科专业、中外合

作办学选测 BC。文科在本一线上 10 分，
或前10000名；理科在本一线上8分，或前
49000名，可报考。

徐州医科大学：选测 BB，最低 50000
名以内，热门专业如麻醉科 20000 名以
内，临床医学、口腔医学 34000 名以内，医
学影像40000名以内。

南通大学：选测 BB，去年最低分数线
约比本一线高5分。

南京中医药大学：选测 BB，去年录取
分数线比本一线高 6 至 7 分。热门专业中
医学去年分数线为352分。本硕（本博）连
读选测要求 B+B，去年分数线最低 353
分。

苏州科技大学：选测 BB，分数达本一
线可报考。

西交利物浦大学：选测 BC，360 分以
上可报考。

南京邮电大学：选测 BB，文科，350
分（9000 名以内）建议报考；理科，360 分

（23000名以内）可以冲一冲。
南京医科大学：选测 B+B，去年分数

为 334 分。本一 1112 代码理科 18000 以内
可以报考，1134代码文理科过省控线都可报
考。

江苏大学：选测BB，本一线高15分左右
可填报。

南京工业大学：选测 BB，去年分数线文
科 339 分，理科 345 分。理科 35000 名内希
望大，文科12000名内希望大。

苏州大学：选测 AB，去年分数线比本一
线高 30 多分。文科 356 分、理科 360 分左右
填报有希望。

南京财经大学：选测B+B，去年文科347
分，理科346分，比本一线高15分左右。

常州大学：选测 BC，分数达到本一省控
线即可填报，本一线下10分可报考中外合作
办学。

常州工学院：选测 BC，325 分以上可冲
热门专业，315 分以上有希望，6 个专业都填
满，服从调剂。

江苏理工学院：选测 BC，去年录取分数
文科低于本一线6分，理科低于本一线8分。

省外高校
西安交通大学：选测物理或历史 A，另

一门 B，理科 382 分左右，或前 3300 名可报
考。

大连理工大学：选测 AB，文科 363 分以
上 ，或 前 3500 名 ，理 科 373 分 以 上 ，或 前
8000名，可报考。

北京林业大学：选测 BB，去年理科分数
线 354（省排名 22815），文科 356（省排名
4280）。今年该校招生计划，理科类 101 个，
文科类15个。

天津大学：选测 AB，去年分数线 379。
省排名 4000 左右，可以报考。今年新设立 3
个特色试验班，同时实行全新的“转出无门
槛”校内转专业机制。

中国民航大学：选测 BB，去年录取分约
为本一线。今年该校在江苏本科专业均调整
为本一批次招生，故分数仅为参考。今年在
江苏招生计划增加，约有140人。

山东大学：选测 AA，去年录取分数超本
一线40分。

厦门大学：选测 AA，理工类专业选测科
目一门为物理；文史类一门为历史。省排名
4500名左右可报考。

华东师范大学：选测 BB，去年文科 378，
理科380分，分别比本一线高45分和49分。

省内外高校预估分数线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