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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受理编号

X2SH201908070028

X2SH201908070021

X2SH201908070022

D2SH201908070011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金山区亭林镇周珊村松牌路向南、意景苑北侧100米、周珊
村荡新1007号东北侧的小路向东靠近紫石泾河，原村里停
放农机的场地内存在违章搭建，污染严重，雨天场地内黑臭
污水直接流入紫石泾河，污染河道。
金山区吕巷镇马新村新浜，上海邑府实业有限公司，从事塑
料加工，产生废气、废水、废料。其厂区内原养鱼塘水体变
黑，运输车辆产生的噪音振动影响附近居民。
金山区吕巷镇红光路368弄优山美地小区，在春季、冬季及
其他北风、西风天气时，能闻到很重的油漆、喷塑等异味。
该小区附近存在很多喷漆喷塑企业，均为汽车零部件制造
工厂。多次反映，情况未见好转。
金山区石化街道上海师大二附中西侧河道水体污染，河面
上有漂浮物，水体散发臭味。

行政区域

金山区

金山区

金山区

金山区

污染类型

水

水，大气，土壤,噪音

大气

水

调查核实情况

调查处理中

调查处理中

调查处理中

调查处理中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问责情况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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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SH201908080036

X2SH201908080033

X2SH201908080030

X2SH201908080006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金山区秋实路688号A2幢四楼，上海格物
致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产生刺鼻氨味扰
民。
投诉人对金山区吕巷镇红光路368弄附近
工厂异味严重扰民问题的处理结果不满
意，认为：1、中央环保督察期间，企业均减
产或停产，现在的监测结果不能正常反映
问题；2、附近居民能够闻到味道，说明企
业超标排放，相关部门不作为；3、质疑使
用手持式测量设备进行取证。
金山区沙积村内的化工厂，不定时长期排
放刺激性气体，且危险化学品仓库距离村
民住宅距离过近，严重影响村民。
金山区亭林镇红阳村红梓路 5826号的木
工场，无环评，作业时扬尘、噪声严重。

行政区域

金山区

金山区

金山区

金山区

污染类型

大气

其他污染

大气

大气，噪音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问责情况

2019年7月28日，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上海市第十八批生态环境问题93件，其中涉及我区生态环境问题5件。我区高度重视，及时分办至各相关单位进行处理。截至8月8

日，第十八批信访事项办理情况已全部反馈，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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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受理编号

X2SH201907280039

D2SH201907280015

D2SH201907280013

X2SH201907280015

X2SH201907280012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金山区亭林镇新巷村
14 组 1107 号，上海江
军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环保手续不齐、污
染设施不全，产生的
废水、废气、废渣未得
到有效处置，超标排
放，并向河道排污。

金山区枫泾镇亭枫公
路 6489 号，馨伟实业
有限公司，晚间 21 点
之后不定时排放废
气，塑料气味较重，影
响周边居民，要求将
该厂搬离。

金山区漕泾镇金蒋路
蒋庄路路口北侧，合
全药业制药厂扩建的
建筑工地，该制药厂
原厂区散发刺鼻异
味，扩建后会离居民
区更近，工地打桩的
噪声、震动扰民，投诉
人质疑该扩建项目的
环评手续。

金山区金山卫镇张桥
村刘埝 13组 3080号，
从事木器行业，废水
直排下水道，室外刷
胶作业，油漆桶和胶
水桶随意放置，粉尘
污染严重，电焊烟气
直排，夜间油漆作业，
严重影响附近居民。

金山区秦弯路 668 号
上海溥浩金属制品
厂，金山区秦弯路358
号上海儒君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异味扰民，
废水污染附近水体。

行政区域

金山区

金山区

金山区

金山区

金山区

污染类型

水,大气,土壤

大气

其他污染,
大气,噪音

大气,水

大气,水

调查核实情况
金山区生态环境局、亭林镇环保办对亭林镇新巷村 14组 1107号进行检查，该
单位名为上海江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整顿规范类企业，主要从事废弃食用
油脂回收处理。
该单位生产工艺为：废弃食用油脂→除杂质→沉淀分离→分离出油进入油罐
→底部油水杂质混合物加热到60℃→离心分离→油进入储油罐。污水用吸污
车外运至排海公司，杂质运至金山环境再生能源有限公司焚烧处置，储油罐内
油外卖。压榨污水贮存于污水池内，运至排海公司处理。生产设备有1台0.5
吨燃油锅炉(已停用，准备安装电加热设备)、3个储油罐、1套油渣压榨设备、12
个加热罐。现场未生产，厂区北侧污水池略有废弃油脂味。河道边无污水排
放口，也无排放痕迹。
2019年7月29日夜间，金山区生态环境局对上海馨伟实业有限公司进行检查，
该企业正常生产，废气处理设施在运行。
此前已对该企业进行了废气、噪声监测，结果均为达标。（2019年7月15日，对
该企业有组织废气和厂界无组织废气进行监测；2019年7月20日，对该企业有
组织非甲、苯系物、臭气浓度以及厂界臭气浓度进行监测；2019年7月21日，对
该企业噪声进行监测。）
2019年7月29日，再次对该企业有组织非甲、苯系物及厂界臭气浓度，昼夜间
噪声进行监测，结果显示均达标。
2019年7月30日晚，金山区生态环境局领导、枫泾镇领导与小区居民代表召开
座谈会，面对面向小区居民说明了企业情况，对小区居民提出的问题也做了一
一解答，小区居民表示认可。
金山区生态环境局、漕泾镇环保办前往上海合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检查，该公
司位于金山区漕泾镇月工路9号，主要从事医药研发生产，现场正在生产，厂界
无明显异味。该公司车间废气碱洗后与污水站高浓度废气集中进入公司RTO
焚烧炉处理，实验室废气通过楼顶碱洗设施处理后高空排放，污水站低浓度废
气通过臭氧发生器+碱洗后排放，现场各废气治理设施正在运行，有废气治理
设施运维台账记录。焚烧炉排放口在线监测设施已与区级平台联网，现场正
常运行，查阅该单位非甲烷总烃的7月报表，数据达标。
该工地是上海合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全球研发中心及其配套工程在建工地，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研发中心大楼、行政管理中心、综合楼、展示厅等。建成后
南区主要用于研发、行政配套工作，生产仍在老厂区内。关于上海合全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全球研发中心配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19年7月1日通过金
山区生态环境局审批，审批文号：金环许【2019】202号,现场略有味道，后对该
单位的厂界臭气进行监测，数据达标。
后对投诉人反映的金蒋路西面蒋庄路北面建筑工地进行检查，该处为上海金
山漕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办合全药业全球研发中心的土建项目，采用静压
打桩机，无震动，南侧围墙已安装喷淋，裸土已覆盖，有工人正在场地进行洒
水。该项目有环境影响报告书，要求该项目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对该工地进行噪声监测，数据达标。

经金山区生态环境局、金山卫镇环保办、张桥村委会核实，该处企业名为上海
安盼门窗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吕鑫彬，主要从事木质防火门窗加工，该企业门
窗生产项目于2016年通过验收，并于2017年被列为整顿规范类企业。该企业
无生产性废水，生活废水统一接入三格化粪池，并委托金山卫镇环卫部门抽运
处理。现场无废水直排现象。该企业现已改用免漆板，不再使用油漆工艺，不
存在夜间油漆作业的情况，且作业期间车间门窗密闭，废气无组织扩散较小，
不存在室外刷漆作业的情况。该企业已在珍珠岩搅拌旁、木板切割加工点及
相关设备旁配备粉尘收集装置，在生产过程中均关闭门窗。另该单位工艺升
级，现主要从事木质防火门窗生产，已取消电焊工艺。

金山区生态环境局至现场检查。
信访反映的上海溥浩金属制品厂实为上海薄浩金属制品厂，位于金山卫镇秦
弯路669号，该企业从事金属制品加工生产，有1条喷涂生产线，喷涂废气经收
集后高空排放，生产过程有清洗废水，经沉淀后排入污水管道。现场未能提供
环评文件、审批意见及“三同时”验收材料。
上海儒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位于金山卫镇秦弯路 358号 2幢，从事金属门生
产，主要为切割、组装，无生产废气废水产生。该公司项目登记表已进行网上
备案。

是否属实

部分属实

不属实

部分属实

不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金山区生态环境局现
场对该单位开具整改
通知书，要求：
1.厂区北侧污水池进
行加盖。
2.加工产生的蒸汽冷
凝水接入污水收集
池。
3.加强日常生产管理。

信访人反映的情况不
属实。金山区生态环
境局多次对上海馨伟
实业有限公司进行废
气、噪声监测，结果均
为达标。

上海合全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老厂区现场略
有味道，对厂界臭气
进 行 监 测 ，数 据 达
标。对合全药业全球
研发中心的土建项目
建筑工地进行噪声监
测，数据达标。
后续，金山区生态环
境局、漕泾镇环保办
将加强对该处的监管
力度。

信访反映不实。该企
业已列入金山卫镇环
保三级监管名单，金
山卫镇环保办将按照
企业巡查计划，配合
好金山区生态环境局
加强日常监管，确保
其设施设备正常运
行，杜绝环境污染隐
患，确保各类污染物
稳定达标排放。
金山区生态环境局对
上海薄浩金属制品厂
开具整改通知书，要
求企业停止生产，并
约见企业法人，待进
一步调查后，依法处
理。
上海儒君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无生产废气废
水产生。

问责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2019年8月7日，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生态环境问题一批，共四件（见下表）

2019年8月8日，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生态环境问题一批，共四件（见下表）

沪报字第0182号 第096期(总第3079期)

金山报数字报网址：http://epaper.routeryun.com/jsb

Jinshan News
星期一 今日4版

每周逢一、三、五出版

2019 年 8 月12 日

农历己亥年七月十二

金山区融媒体中心 地址：金山区蒙山北路 280 号 1701 室 邮 编 ：200540 新 闻 热 线 ：67961048

8月 11日早上 6点，环卫工人朱师傅正驾驶着扫地车

沿着张堰镇康德路对路边的断枝落叶进行清扫。朱师傅

告诉记者，为了保障明早街面干净整洁，这一天他还有 10
余条张堰镇主干道需要清理。经过一晚的狂风暴雨，道

路上落叶量是以往好几倍。

在此次台风中，我区农业也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亭

林镇一家蔬菜生产基地，上百亩菜地几乎变成“汪洋”一

片。一些蔬菜生产大棚只剩下钢架结构，也被吹得变形

倒伏，不少蔬菜已腐烂。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减少损失，

基地组织人员对大棚进行抢修，积极开沟排水，后续将

进行补种。区农业农村委工作人员也深入全区各个基

地，指导农户恢复生产，保证蔬菜的正常供应。此外，农

保工作人员已上门确认受灾情况，与农户商量理赔事

宜。

台风“利奇马”还给金山城市沙滩带来一定破坏。11
日早上，记者进入金山城市沙滩，强风肆虐后留下的痕迹

清晰可见，海水带来的大量海洋垃圾遗落在沙滩各个角

落。4.1 公里长的河岸堤坝上到处是树枝和白色泡沫球，

由于树枝都卡在石缝里，工作人员只能将它们一根根清

理出来。目前，城市沙滩包括保安、救生员在内的 200 多

名沙滩工作人员全员上岗，对沙滩进行紧急清理和恢复，

预计12日再次向市民开放。

（下转第2版）

8月10日1时许，今年第9号台风“利奇马”登陆浙江温
岭沿海，是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受其影响，我
区普遍出现8-9级阵风，普降暴雨。昨日早上6点，上海中
心气象台解除台风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利奇
马”正逐渐远离。

金山全区上下严阵以待、众志成城，全力迎战台风。从
排查隐患、安置转移到抢险救援、城市运行恢复，党员干部
纷纷带头，全区上下忙而有序。

未雨绸缪
严密布防

“台风来袭，请大家准备好席子、被子，关好门窗、关闭电源，准备

撤离……”8月 9日晚，金山地区的工地大棚，危房等居住人员开始有

序撤离。

石化街道金卫三组是一处老旧危房。这里的房屋大多年代久远，

结构脆弱，外来人口众多。傍晚5点，工作人员便开始劝说居民撤离。

居住在此的石金娥今年已经101岁高龄，考虑老人腿脚不便，现场工作

人员和官兵们接力将她背到了附近的宾馆。“我们自己岁数都大了，多

亏了解放军同志把老人背过来。”石金娥儿媳言语间充满了感激。

遇到有些老人恋家，不愿意外出过夜的，工作人员一边耐心解

释，一边联系其子女，99 岁的独居老人方小妹，起初不愿离开，经过

反复劝说，工作人员开车将她送到女儿家。

这处石化街道的临时安置点一共设有 17 间房屋，最多可容纳

500多人。安置点内除了配备泡面、饮用水以及蚊香花露水等应储备

资外，还设立放映室和应急医疗点。除这处外，全区还有 50 个安置

点均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人员安置。截至9日晚上8点，全区登记撤离

人员14313人，实际撒离人员17231人，安置人员13055人。

同一时间，廊下镇勇敢村的村干部们也在紧张地进行着防汛防

台准备工作。晚上 6 点，刚安排好防汛防台物资，还没来得及吃晚

饭，村党总支书记夏秋红就带着村两委班子对村内危旧房屋农户进

行上门查看。走访中，夏秋红发现一农户家中老人身体较差，行动十

分不便，为确保台风期间老人安全，夏秋红立即联系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安排好床位及护理人员，亲自将老人送往中心照料，台风结束

后再接送回家。（下转第2版）

风急雨骤
万众一心

8月 10日，台风“利奇马”来袭，金山出现 9级以上大风，全

区普降暴雨。

上午 10 点，8 级大风夹杂着大雨瞬间袭来，在金山嘴渔村

观景台外的小鸟飞翔十分费力，无法迎面飞行。而渔村路边

树木花草已被吹得东倒西歪，岸边围栏也摇摇欲坠。10 点 30
分左右，两块围栏突然被大风吹断，值守在渔村的区边防派

出所民警迅速前往现场拆除。民警告诉记者，从凌晨开始，

他们就对金山嘴渔村周边进行密集检查，以防事故发生。“今

天一早我就和四名同事一起巡逻检查，龙泉港那边的一些渔

民担心台风太大会把船舶吹掉，就想自己过去加固，我们看到

之后就把他们劝回了。”公安金山分局边防派出所民警俞洲

说。

当天，金山风雨交加，16时40分许，朱泾镇万祥金邸小区，

39 号楼楼顶一块长约 3 米的防水彩钢板被大风吹至 8 楼屋顶

的排水沟里，随时有可能飞落。接到险情后，17 时许，区消防

救援支队金山中队队员立马到达现场，决定采用单人双根绳

索保护，爬上楼顶高空作业进行处置。经过半个多小时的顶

风冒雨作业，消防队员成功处置了这次险情。

正当队员们准备收队时，又接到物业居委会求助，小区 49
号楼 8 楼顶处的防水彩钢板受大风影响已脱落，需要及时固

定。消防队员到场观察后，决定采用双人双根绳结保护，出窗

高空作业的方法，对该处脱落点进行加固。经过一个多小时

的高空作业，消防队员圆满完成除险任务。（下转第2版）

恢复生产
减小损失

金山卫镇值守人员清理倒在路边的大树金山卫镇值守人员清理倒在路边的大树
区委书记赵卫星在山阳安置点看望慰问安置群众及一线区委书记赵卫星在山阳安置点看望慰问安置群众及一线

工作人员工作人员 记者记者 张鹏远张鹏远 摄摄

不畏风雨
众志成城

——金山全力迎战台风“利奇马”纪实

□记者 甘力心

工作人员对山阳田园内受损的竹长廊进行施工工作人员对山阳田园内受损的竹长廊进行施工
记者记者 庄毅庄毅 摄摄

台风台风““利奇马利奇马””压境压境 记者记者 庄毅庄毅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