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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向云浮市转办第三十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共1件（来信），其中涉及罗定市1宗；涉及大

气污染1宗。
当日，上述信访举报件已交办各有关地

方政府、部门，正在加快办理，处理和整改情

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
截至9月26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共向云浮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二

十六批 158件（来电56 件，来信102 件），列
为重点关注举报件共 12件；交办督办案件
共0件。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云浮市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三十批）及群众信访举报件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二十四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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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9月26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受理
编号

7

32

131

134

179

206

209

212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新兴县新城镇育才南路四区
9号楼前面有约十三家烧烤店，经
营产生的烧烤油烟对小区居民造
成影响。这些店铺晚上营业至凌
晨三四点，外放低音炮，还有顾客
的吵闹声，对小区造成噪声困扰。

罗宝陶瓷厂，刮北风的时候
有一股废气影响居民，不刮风的
时候就没有臭味。

三家店村子未坑被出租的荒
废耕田被挖为鱼塘，鱼塘排放的
绿色污水流入小溪，影响村民清
洗的生活用水。

恒星凉果厂长期排放凉果发
酵的异味废气，产生的废水排放
口靠近居民住宅，排放的废水极
其恶臭难闻，这些污染令居民身
体极度不适，造成居民无法在自
己家居住、有家不能归。几年来
多次向当地政府投诉都没得到解
决。

双东工业园几家工厂每逢雨
天大量向外排烟，散发古怪难闻
的味道，有时从晚上十点开始散
发这种味道，对金碧江景小区居
民造成了身体健康影响。

1、京都花园 B3 栋 1101 和
1107业主长期在楼顶饲养家禽，
散发恶臭气味，俩业主违建，霸占
公共露台

2、欧美红酒会所无证经营，
内设K房等，噪音扰民。

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黄岗村
靠近高速公路新兴北出口建了一
个宰鸡厂，污水横流，臭气熏天，
影响村民生活。

1.云浮市罗定市兴业雅苑小
区门口的河涌是黑臭水体，发黑
发臭，污染空气；

2.Boss酒吧的噪音每晚十一
点过后噪音影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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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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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案件反映情况基本属实。
经核查，案件反映的地方存在13家烧烤店。其中11家证照齐全，2家证照不全，均处于

正常营业状态。相关饮食店营业时存在不同程度的噪音污染和超时经营问题。针对新兴
县新城镇瑶家美食店和新兴县燊源烧烤档等2家证照不全的饮食店，已即时作出立案处理。

案件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经查，交办案件反映的“罗宝陶瓷厂”应为罗定市罗宝陶瓷有限公司。经询问和现场检

查，发现该企业生产材料和生产过程都没有涉及酸性物质，该厂的在线监控设备运行，并且
监控数据无异常，但在厂内焦油酚水池的位置，可以闻到刺激性气味。结合群众反映的问
题，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罗定分局当天即委托广东源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该企业废气排放
口、厂界无组织排放废气及环境敏感点开始了采样监测。目前正等待监测报告结果。工作
人员在走访工厂周边群众时，了解到个别群众反映了生产生活中，当遇到大风、北风的时候
会闻到异味的情况。

案件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经核查，案件所反映的鱼塘问题是指位于罗定市黎少镇三家村紫薇坑碑面，该鱼塘符

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存在占用基本农田情况。据了解，廖某柱承包了该鱼塘，在鱼塘排
水时，水流会经一条小溪流出，大概向下流经500米，与小溪旁边的梁某海承包的秋风鱼塘
的取水口融合。梁某海对自己鱼塘取水混杂了廖某柱鱼塘所排放的水表示不满，而导致投
诉产生。现场查看，上述小溪并非饮用水水源，现场周边也没有饮用水水源。流经两鱼塘
的溪水为村民灌溉用水。为进一步查清情况，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罗定分局等部门于9月20
日现场调查时，对廖某柱鱼塘排水处进行了取水样监测，目前正等待监测报告。

案件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经核查，信访反映的恒星凉果厂位于新兴县太平镇共成开发区，主要以生产话梅、橄榄

等蜜饯产品为主。厂区内配建有制作间、浸腌池、集水池、污水处理设施等设备设施，废水
经管道排入共成河支流。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等相关手续齐
备。

一是关于恒星凉果厂长期排放凉果发酵的异味废气的问题。经现场检查，厂区内可闻
到凉果企业生产时正常散发的凉果气味以及环保设备运作时产生的气味，确实会对群众有
所影响。

二是关于该企业产生的废水排放口靠近居民住宅，排放的废水极其恶臭难闻，引起身
体极度不适的问题。经核查，该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排入厂
外侧边的沟渠，且该厂通过接驳排污管道将排放口设置在居民区下游处，检查废水排放口
附近河道，未见异常。对恒星食品厂周边的村民居住情况进行走访，大部分在自己家居住
的住户均正常生产生活，未有住户反映“造成居民无法在自己家居住、有家不能归”的情况。

三是关于几年来多次向当地政府投诉都没得到解决的问题。据了解，2020年 10月 9
日，根据群众信访举报信息，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新兴县太平镇恒星食品厂进行现场
检查，经检测结果显示达标排放。同时，通过对共成河历年信访案件的研判，市生态环境局
已专门针对太平镇共成河凉果企业聚集区开展全面排查和整治，多次联合地方政府，开展
突击检查和巡河，截至目前，暂未发现有偷排、河水发黑等异常情况。

案件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一是关于罗定双东工业园几家工厂每逢雨天大量向外排烟的问题。经工作组到园区

进行实地核查，明确园区有组织排放废气的企业主要有广东态森德制药有限公司、广东一
力罗定制药有限公司、罗定市泰康制药有限公司、广东省粤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微容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罗定市华耀科技有限公司和电镀企业。经核查有关信息，这些企业都
建有废气治理设施并稳定运行，废气属于正常排放，没有存在每逢雨天大量向外排烟情况。

二是关于散发古怪难闻的味道，有时从晚上十点开始散发这种味道的问题。经核查，
位于工业园区内的广东态森德制药有限公司存在无组织废气的臭气浓度超标，导致影响附
近居民的情况。其刺鼻性废气来源主要一是该药厂的焚烧车间中药渣废物产生，中药制剂
发酵产生臭味，二是该药厂污水处理站的厌氧池视察口部分密封，部分加装送风机等原因
导致废气外排。目前，我市生态环境部门已对广东态森德制药有限公司发出责令改正违法
行为决定书，要求其及时整改，消除臭气扰民现象，同时对超标排污环境违法行为立案调
查。

案件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一是针对京都花园B3栋1101和1107业主长期在楼顶饲养家禽的问题。经核查，京都

花园楼顶存在多个空鸡笼和养鸡食槽，现场核查发现饲养有4只活鸡。京都花园B3栋1101
户和1107户业主在其楼顶露台上建设围墙，面积约20平方米，并无相关报建手续，属于违
章建设。

二是关于欧美红酒会所无证经营的问题。经核查，“欧美红酒会所”的实际名称是云城
区欧美食品商行，经营场所地址为云浮市云城区新民路京都花园B3幢首层第六卡，现场调
查发现店铺内设有音响房，面积约12平方米，有点播设备。

案件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经核查，案件反映的宰鸡厂实为新兴县新城镇永良家禽店，位于新兴县新城镇黄岗开

发区（厂房二）新兴县羚羊化工厂有限公司房屋，主要从事屠宰活鸡 、活鸭。现场走访发
现，该店已于2021年7月份停止生产，由于未办理相关环保手续，同年9月6日市生态环境
局新兴分局对其立案查处，至9月23日现场检查时未见有生产痕迹。

案件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一是关于云浮市罗定市兴业雅苑小区门口的河涌是黑臭水体的问题。经核查，案中兴

业雅苑小区门口的河涌为第十四批26号交办案件中五里桥河涌其中一段涉案地段。罗定
市正在实施五里桥河涌整治，目前河涌沿线尚有部分居民生活污水未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部分河涌尚未进行清淤和覆盖。

二是关于Boss酒吧的噪音每晚十一点过后噪音影响生活的问题。经现场监测核查，发
现该酒吧楼顶一台空调压缩机支架松脱，压缩机运转时造成噪音，确实对周边居民产生噪
音影响。同时走访中了解到，该酒吧结束营业的时段，顾客集中离开酒吧形成的人声、车
声，混合在一起也是对周边群众造成噪音影响的一个原因。

是否属实

基本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是新兴县已按有关规定对新兴县新城
镇瑶家美食店、新兴县燊源烧烤档涉嫌未依法
取得营业执照及许可从事餐饮服务的行为进
行立案调查。

二是对其余11家及周边饮食店存在噪音、
超时经营的商家进行警告处理，现场责令整
改。目前，上述饮食店已对群众反映的油烟、
噪声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整改。下阶段，有关部
门将不定期对现场进行回查，对民众进行回
访，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问题，防止死
灰复燃。

9月 22日，工作组约见罗定市罗宝陶瓷有
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要求该企业先自查自
纠，该企业主要负责人承诺，将邀请专家实地
检查所存在的问题或需要提升的空间，制定自
查自纠的措施或方案。下一步，罗定市将加大
力度，督促该企业自查自纠，并根据监测报告
结果开展下一步工作。

经过调解、教育等方法，最终廖某柱愿意
在承包鱼塘排放口完善、加长排放管，令所排
放的鱼塘水避开梁某海鱼塘取水口进入该小
溪，达到既不影响灌溉也不影响梁某海鱼塘的
目的。目前，廖某柱已经准备动工铺设排放
管。

一是定期开展环境监测，督促生产企业履
行主体责任。

二是采取明察暗访、日常监管、夜间突击
检查等措施，强化巡查检查，保持打击企业环
境违法的高压态势。

三是加强对凉果加工企业环保法律法规
宣讲，不断强化企业环保意识和提高治污能
力，形成全民治污氛围。

四是加快推进新兴县太平镇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三期）建设工程，切实有效解决太
平镇共成开发区生活污水直排河道问题，进一
步改善周边居民生活环境。

目前，罗定市生态环境部门已对广东态森
德制药有限公司发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要求其及时整改，消除臭气扰民现象，同时
对超标排污环境违法行为立案调查。

一是云城区政府于 2021年 9月 22日向京
都花园B3栋 1101和 1107业主发出《限期拆除
违法建筑通知书》，责令当事人自行整改、拆
除。同时督促京都花园业主委员会迅速清理
楼顶存放的活鸡，及时清理鸡笼、食槽等物品，
并做好清洁消毒工作。目前,京都花园楼顶活
鸡、鸡笼、食槽等物品已清理完毕，露台违章建
筑正在拆除。

二是责令欧美红酒会场所负责人立即拆
除点播设备，停止该会所的噪音扰民行为。目
前云城区欧美食品商行的点播设备已自行拆
除完毕。

下阶段，新兴县将进一步对该交办案件出
现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同时坚持
举一反三，对辖区范围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排
查摸底。

一是将该河涌治理纳入五里桥河涌整治
工程。近期施工方已对平南路口、培英科艺幼
儿园、兴业雅苑门前三段进行实地勘察，待施
工方案确定后即可能组织施工。

二是现场责令 boss酒吧对压缩机支架松
脱的问题迅速整改。同时不定期对Boss酒吧
进行明察暗访，一经发现有违规行为将依法依
规进行处理。

是否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未办结

未办结

未办结

阶段性
办结

未办结

未办结

未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债权债务申报声明
各债权债务人：

本公司由于内部账目核对需要，请各

债权债务人在登报起十五天内到本公司申

报相关债权债务。

特此声明

申报地址：罗定市罗城街道龙华东路

251号内之一二楼201

联系人：何奕锋

联系电话：0766-3839338

罗定市市政工程公司

2021年9月24日

遗 失 声 明
本单位因不慎，遗失银行开户

许 可 证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Z5937000027501，存款人名称：中
共云浮市云城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
会，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阙荣
南，账号：661001040015586，开户
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云浮市分行。
现声明作废。

挂失单位：中共云浮市云城区
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2021年9月27日

遗 失 声 明
本单位因不慎，遗失银行开户

许 可 证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5937001833002，存款人名称：广
东省云浮市云安区都杨镇都友村都
友联队经济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单
位 负 责 人）：吴 杰 元 ，账 号 ：
80020000008326957，开户银行：
云浮市云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杨
柳信用社。现声明作废。

挂失单位：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
都杨镇都友村都友联队经济合作社

2021年9月27日

减资公告
云浮市绿健卫生材料有限公司根据

2021年 9月 6日股东会决议，拟减少注册
资本，由贰仟万元人民币减少为伍拾万元
人民币，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申报按相关法
规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902234827
联系人：李梓斌
地址：云浮市云安区镇安镇河东村委

会（广东绿量电池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内车间四）

云浮市绿健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7日

减资公告
广东奥康科技有限公司根据2021年

9月 15日股东决定，拟减少注册资本，由

5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1000万元人民

币，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

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766-8906633
联系人：欧志锋

地址：云浮市云城区云城街道金山路

68号盛泰大厦第五层501号
广东奥康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7日

拟处理涉私车辆登记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涉私车辆信息

车辆品牌

路虎

路虎

路虎

宝马X5
兰德酷路泽

途锐

兰博坚尼

奔驰

奔驰

奔驰

车架号码

SALAA25475A310245
SALME1D41BA330757
SALAD25456A387334
5UXFE83527LZ43273
JTEHU09J465141379

WVGEM67L24D016398
ZHWGU11M44LA01662
4JGBF2FEXBA750472
4JGDF7CE4DA222617

WDDUG8CBXEA007263
云浮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2021年9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