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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盖章）：黄山市人民政府 （第十一批 2019年 10月 12日) 填报日期：2019年 10月 14日

黄山市落实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公开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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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屯溪区：东方丽景，“烧烤地带”晚上 11点到凌晨 2点有油烟，比以前稍好，但还有；2幢楼下“家乡小吃”有油烟，油烟机没用。

屯溪区：东方丽景，2幢楼下“徽州老家菜”还有油烟，发现管道破损，但没有彻底修复。

歙县：郑村镇棠樾村稠墅片，养牛 40多头，无环评，粪便未处理直接排放；山上有铁桶，上面都是化学名称，不知道是不是危险品。

屯溪区：反映花山谜窟东大门汉沙村下四村马路边，原村书记开一家农家乐，污水直接排水渠里，厕所污水排到一个很小的化粪池（该化粪池太小，达不到处理的效果），污染环境。

徽州区：洽舍乡长潭村与富溪口交界处，公路对面有一处大的焚烧点。8月20-31日，焚烧水面打捞上来的垃圾，现仍有残留物，焚烧对空气有污染，残留物对水质有污染。

黟县：黟县屏山村吉阳区河水被沿河排放的污水污染，影响水质。

黄山区汤口镇寨西水库上游不到 1公里有村庄开了农家乐，河道经常有垃圾，很多污水直接流到河里。村里有个污水站经常是坏的，排了好多年污水，从来没有看到水库公布水质情况，怀疑饮
用水严重超标。寨西的自来水常年有杂质，发黄有腥味，自来水公司就知道收水费，根本不管事，要求政府检测公开自来水水质。寨西桥头 39度客栈旁边常年有个下水道排污水到河里，晴了一
个多月水量都不见少，肯定不是雨水。

1.关于百鸟亭路段，百鸟亭小学对面 ，江南新城小区南区南面垃圾场问题，之前多次反映到相关部门，均答复说是政府行为，无人为百姓做主，苦不堪言。幸亏有你们的到来，感谢你们！前几天
看见有摄像机和工作人员实地考察，昨晚 9点到 11点多，货车来来回回很多趟，用泥土就地掩埋建筑垃圾，灰尘满天。如果相关部门这样整改，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在掩饰表象，给周边居民
带来生活困扰，给百鸟亭小学师生带来困扰，更给以后建筑施工带来很大安全隐患。望尊敬的督察组能体恤民情，为我们老百姓做主！
2. 屯溪区：江南新城南区百鸟亭周围拆迁空地上，堆放大量垃圾，有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让周围居民无法生活。2019年 9月 13日，曾向 12345反映此事，得到的回复是临时堆放。但昨天和今
天，有大量运土车运黄土掩盖，此时挖掘机还在工作，掩盖垃圾。请求把垃圾清理走，不能就地掩埋。

歙县桂林镇连川村金坑组，我家门口有个养猪场，臭味和环境污染实在让人难以忍受，特别对我家的两个婴儿有严重影响，猪场里的猪叫声太吵了，加工饲料的机械声影响婴儿的睡眠，对婴儿
身体有重大影响，我请求你们上级领导为我们百姓做坚强的后盾，将养猪场搬迁。

休宁县：我们村民如实向组织反映比较典型的案列。位于休宁县东临溪镇一心村，村头的生态环境被村干部们严重破坏，村民举报多次都被推诿和官官相护，黄山巿民网反映很强烈的环境污
染。导致鱼塘的大小鱼虾全部中毒死亡，皆因两个无证的黑加工厂（塑料和废旧机动车）回收加工。

屯溪区市交警支队西侧围墙外，强康汽车钣金喷漆未安装净化设施，喷漆时气味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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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屯溪区：东方丽景，“烧烤地带”晚上 11点到凌晨 2点
有油烟，比以前稍好，但还有；2幢楼下“家乡小吃”有
油烟，油烟机没用。

屯溪区：东方丽景，2幢楼下“徽州老家菜”还有油烟，
发现管道破损，但没有彻底修复。

歙县：郑村镇棠樾村稠墅片，养牛 40多头，无环评，粪
便未处理直接排放；山上有铁桶，上面都是化学名
称，不知道是不是危险品。

屯溪区：反映花山谜窟东大门汉沙村下四村马路边，
原村书记开一家农家乐，污水直接排水渠里，厕所污
水排到一个很小的化粪池（该化粪池太小，达不到处
理的效果），污染环境。

徽州区：洽舍乡长潭村与富溪口交界处，公路对面有一
处大的焚烧点。8月20-31日，焚烧水面打捞上来的垃
圾，现仍有残留物，焚烧对空气有污染，残留物对水质有
污染。

黟县：黟县屏山村吉阳区河水被沿河排放的污水污
染，影响水质。

黄山区汤口镇寨西水库上游不到 1公里有村庄开了
农家乐，河道经常有垃圾，很多污水直接流到河里。
村里有个污水站经常是坏的，排了好多年污水，从来
没有看到水库公布水质情况，怀疑饮用水严重超
标。寨西的自来水常年有杂质，发黄有腥味，自来水
公司就知道收水费，根本不管事，要求政府检测公开
自来水水质。寨西桥头 39度客栈旁边常年有个下水
道排污水到河里，晴了一个多月水量都不见少，肯定
不是雨水。

1.关于百鸟亭路段，百鸟亭小学对面 ，江南新城小区
南区南面垃圾场问题，之前多次反映到相关部门，均
答复说是政府行为，无人为百姓做主，苦不堪言。幸
亏有你们的到来，感谢你们！前几天看见有摄像机
和工作人员实地考察，昨晚 9点到 11点多，货车来来
回回很多趟，用泥土就地掩埋建筑垃圾，灰尘满天。
如果相关部门这样整改，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在
掩饰表象，给周边居民带来生活困扰，给百鸟亭小学
师生带来困扰，更给以后建筑施工带来很大安全隐
患。望尊敬的督察组能体恤民情，为我们老百姓做
主！
2. 屯溪区：江南新城南区百鸟亭周围拆迁空地上，堆
放大量垃圾，有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让周围居民无
法生活。2019年 9月 13日，曾向 12345反映此事，得
到的回复是临时堆放。但昨天和今天，有大量运土
车运黄土掩盖，此时挖掘机还在工作，掩盖垃圾。请
求把垃圾清理走，不能就地掩埋。

歙县桂林镇连川村金坑组，我家门口有个养猪场，臭
味和环境污染实在让人难以忍受，特别对我家的两
个婴儿有严重影响，猪场里的猪叫声太吵了，加工饲
料的机械声影响婴儿的睡眠，对婴儿身体有重大影
响，我请求你们上级领导为我们百姓做坚强的后盾，
将养猪场搬迁。

休宁县：我们村民如实向组织反映比较典型的案
列。位于休宁县东临溪镇一心村，村头的生态环境
被村干部们严重破坏，村民举报多次都被推诿和官
官相护，黄山巿民网反映很强烈的环境污染。导致
鱼塘的大小鱼虾全部中毒死亡，皆因两个无证的黑
加工厂（塑料和废旧机动车）回收加工。

屯溪区市交警支队西侧围墙外，强康汽车钣金喷漆
未安装净化设施，喷漆时气味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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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烧烤地带：屯溪区已于7月23日上午、10月9日上午、10月10日上午在柏山社区会议室召开了协调会，沟通解决烧
烤地带油烟问题的方案，并多次到现场办公。经过探讨，充分征集居民代表意见后提出整改措施。
家乡小吃：经核实，1.该店营业时间为上午6时至晚8时；2.该店于2015年10月审批营业执照、2018年9月审批食品
许可证；3、该店有油烟机，但未安装油烟净化器，厨房后窗有一排风扇对小区散排。我区正在拟定整改措施。

徽州老家菜已对油烟管道进行修补，我区将进一步核实整改情况。

10 月 13 日，县农业农村局、郑村镇政府相关人员到场实地查看，歙县吴伟强养牛场现存肉牛 111 头。场内建
有沉淀池，有渗漏现象，未履行环评手续。对养殖场周边检查，发现有 14 桶密封铁桶，上面标有“二乙醇胺”
和“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字样，堆放在弃用仓库内。

经核实，反映问题为“谜窟农家乐”，现场查看后，该户已建设化粪池两处，分别为房屋北面生活污水化粪池，
房屋南面餐饮排污化粪池，另有北面洗菜水直排沟渠。

10月 13日上午，洽舍乡人民政府会同区农业农村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对现场进行核查，该焚烧点是为了保护
丰乐湖水质的需要，根据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的要求，对丰乐湖面的垃圾进行打捞，由于丰乐湖附近地势落
差大，没有码头，产生的垃圾，以山林上冲刷下来的枯枝树叶为主，因此采取就地分类焚烧的方式处置。
经现场检查，该焚烧点焚烧后的草木灰未清理不彻底，遇雨水冲刷会进入丰乐湖影响水质。

10月 13日上午，我县迅速到宏村镇屏山村进行调查核实，屏山村内由于污水管网尚未铺设，生活污水无法集
中收集处理，多数住户(经营户)生活污水主要采取三格式化粪池、安装隔油池等方式处理，还存在少数住户
(经营户)污水未经处理，存在直排现象，所反映的情况属实。

2019年 10月 13日，黄山区汤口镇人民政府会同区农水局、卫健委、生态环境分局就信访反映问题现场进行
核查，信访人所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1.黄山区汤口镇寨西水库上游约 1公里处的村民组系汤口社区浮溪村民组，该组共有村民 50户，近 150人。
该村民组紧邻黄山风景区，主要从事旅游服务业，为了旅游接待的需要，确有部分村民将自家住房改成了农
家乐。为解决浮溪村民组生活污水排放事宜，汤口镇于 2014年底开始实施了该组生活污水的收集处理工
程，并建有微动力污水处理终端一处，生活污水经该终端处理达标后排入浮溪河。因该终端位于河道旁边，
为了彻底解决该处污水处理后的排放问题，汤口镇 2018年起组织实施了浮溪村民组污水管网延伸工程，将
该村民组的污水接入了寨西片的市政主管网，信访所反映的污水处理站已停止使用。该村民组的日常环卫
保洁工作是由全市采取 PPP项目统一外包给中环洁公司进行运营。在现场核查时发现有少量生活洗涤废
水未完全接入污水管网，河道中有零星垃圾未及时清理。2.汤口供水公司成立于 2000年，从解决汤口人民
的基本用水问题，到现在用上了干净的自来水，先后建设了 3套净水设施，不仅承担着抄表收费工作，还包括
管网维护、应急抢修、防汛等日常各项工作，由于管网建设年代较久，而且近期长时间干旱无雨，偶有杂质和
发黄有异味的现象。2018年汤口镇政府和汤口供水公司又实施了汤口水厂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对
净水设施和供水主管道进行了升级改造。供水公司每日均进行水质消毒和余氯检测，检测指标均在合格范
围内。同时每月黄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均随机检测出厂水或末梢水，近几个月来检测结果均合格。根据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县级及以上城市的饮水安全状况信息需向社会公开，汤口供水公司的饮水安全
状况信息不在公开范围之内。3.寨西桥头 39度客栈旁确有一处排放口通往河道，该处排放口系集镇雨水主
管网的排放口，主要收集寨西片的山体来水和雨水。

自接到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第一批信访件关于百鸟亭对面临时建筑垃圾消纳场的投诉以来，我
区立即制定整改方案，并迅速落实整改。10 月 11 日正在进行对大门右侧大高堆处、靠近江南新城老拆迁地
块、百鸟亭小学对面断头路进行平整，进土、推土覆盖，截至 10月 13日已完成所有地块平整以及黑膜覆盖。

10 月 13 日，县农业农村局、县生态环境分局、桂林镇政府相关人员到现场实地查看，连川村金坑组汪利仁猪
场建于 2012 年，猪舍面积 1000 平方米，存栏生猪 115 头，其中母猪 10 头，150 斤以上育肥猪 52 头，150 斤以下
育肥猪 53头，采用干清粪。建有沉淀池 30立方米。该场有饲料加工机械，有时上午 9-10时加工，噪声较大，
情况属实。

经调查：1.反映村头的生态环境被村干部们严重破坏，村民举报多次都被推诿和官官相护，黄山巿民网反映
很强烈的环境污染，导致鱼塘的大小鱼虾全部中毒死亡。情况不属实。具体情况如下：网民 8 月份在市民网
上反映的污染和鱼塘的大小鱼虾全部中毒死亡的问题，县生态环境分局、东临溪镇纪委于 2019 年 8 月份到
实地核查：经营废旧机动车回收加工点实为黄山市苑勇再生资源利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苑勇（营业执
照注册时间 2015 年 4 月 7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000336689948G）和塑料收购站个体工商户程月友（营
业执照注册时间 2019 年 7 月 29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41022MA2TYFC26D1-1），其中黄山市苑勇再生资
源利用有限责任公司回收旧废铁进行打包，无废水产生；塑料收购站破碎塑料时产生的少量废水经过四道
过滤池以后又重新循环使用，没有废水外流。东临溪镇纪委对网民反映的污染问题进行深入调查，鱼塘业
主经营的鱼塘在 2019 年端午节前发生鱼虾大量死亡情况。经了解，主要原因是该户于节前将一拖拉机猪粪
倒在自家鱼塘边，后被大雨全部冲入鱼塘，导致鱼塘中的鱼大量死亡。镇纪委调查人员与刘朝辉谈话后，了
解到他本人未到村委会反映过该问题，也未通过电话向村干部进行反映，不存在举报多次被推诿情况。2.反
映两个无证的黑加工厂（塑料和废旧机动车）回收加工的问题，情况属实。该两厂均有营业执照，其中塑料
收购站租用的建筑物未办理用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 2019 年 8 月 2 日立案调查，
9 月 29 日、9 月 30 日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拟作出责令当事人限期自行拆除在东
临溪镇一心村三组未经审批建设的三层砖混结构房屋和水泥地面的行政处罚。厂房房主 2019 年 10 月 10 日
提出听证申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 10 月 10 日接受听证申请，将于近日组织听证。根据听证情况，在听
证会结束后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经核实，投诉人反映强康汽车钣金喷漆有喷漆业务，但无专用喷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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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烧烤地带：
1.营业期间必须开启油烟净化设备，油烟净化器按环保要求维护清洗；2.涉
及油烟散排的两个店面大门采用玻璃进行全封闭式隔离；3.依法进店经营，
不得占道经营；4.夜间经营不得噪音扰民，缩短夜间经营时间；5.做好门前地
面清洗，规范处置餐厨垃圾。
屯溪区已责令烧烤地带在 10 月 17 日前完成上述 1-5 项整改措施；若烧
烤地带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将启动关停调查程序
10月12日晚，区城管执法局依法暂扣烧烤地带出店经营和占道堆放物品。

1.10 月 20 日前修复沉淀渗漏点，粪污不得排入外环境；2.铁桶内物品交
由公安、安监部门查处；3.履行环评手续。

已责成经营业主：一是立即对两处化粪池进行清理；二是对餐饮排污化
粪池接口破损处进行修补并扩建增容；三是洗菜池加装过滤网或接入北
面化粪池；四是定期清理沉淀物。

1.对残留的草木灰及杂质及时清理，并还林还田。
2.建立长效管控机制，由农业农村部门落实行业监管责任，及时打捞丰
乐湖内漂浮物，处置后及时将草木灰还林还田，进一步改善丰乐湖水质。

一是加快吉阳河污水收集处理项目的实施工作，预计 2020年 3月份完
工；二是加大巡查力度，落实专人负责，强化日常巡查和管理力度，发现
问题及时处置。

1.汤口镇政府将督促汤口社区结合正在实施的浮溪组人居环境整治项
目，将未接入污水管网的生活洗涤废水全部接入。同时立即安排人员对
河道零星垃圾进行清理打捞，并严格落实河长制，加强巡河频次，发现问
题及时处理，实行常态化保洁机制。
2.汤口镇和区卫健委将继续做好汤口供水公司的监督管理，按月继续对
水质进行抽检，并督促供水公司进一步加强日常管理，确保水质安全。
如有群众需了解饮水安全状况相关信息，可到黄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或汤口供水公司进行查阅。
3.汤口镇将结合寨西组团村落污水收集工程的实施，同时对该组团的地
下管网进行检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

待建筑垃圾消纳场建成投运后，我区将立即清理该地块垃圾。

1.降低存栏；2.要求对饲料加工间采取隔音降噪措施；3.禁止在晚上 10：
00至早上 7:00以及中午 12：00至下午 2：00加工饲料。

下一步，东临溪镇将联合县有关部门进一步实地核查处理。

我区已下发责令停业整顿通知书。目前该企业已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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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上接第一版）

刘维雨是上海人，老家在浙江。10
年前，他邂逅柯村，虽然路不好走，但他
依然情有独钟。“土鸡、土猪肉、笋干、香
菇、木耳，每次回去都要带些山里货。”
他所指的土猪肉，包括皖南花猪和黑
猪，是当地“五黑”特色农产品之一。

在 黟 县 ，除 了 皖 南 花 猪 和 黑 猪 之
外，当地还有古黟黑茶、石墨茶等黑茶，
香榧、桑果等黑果，黑米、黑玉米、黑花
生、黑豆、黑芝麻等黑粮，以及黄山黑
鸡。长期以来，由于当地交通相对闭
塞，这些特色农产品养在深闺人未识，
未能真正成为农民致富的“摇钱树”。

为进一步活跃农村市场，促进农村
物资交流，自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
黟县加快县乡公路建设。打开山门的
黟县山区，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外地游
客。百姓眼里常见的山货，成了游客眼
里的抢手货。

党的十八大以来，黟县公路建设发
展驶入快车道，先后完成歙黟一级公路
黟县段 4.533 公里、省道及重要县道路
面大中修、灾毁防治 256公里，县乡公路
升级改造 31.7公里，农村道路畅通工程
扩面延伸 155公里，网化工程 17.6公里，
养护工程 45公里，危桥加固改造 19座，
生命防护工程 220公里。

公路通行环境显著改善，保障能力
大幅提升，为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创造了
条件。在黟县，人们依托绝佳的旅游资

源和独特的生态优势，大力发展休闲农
业、生态观光业，产业发展如雨后春笋，
成为农村、农民摆脱贫困、实现致富的
新路子。

2016年，刘维雨成立黄山国大生态
农业科技有 限 公 司 ，以 柯 村 镇 翠 林 村
为中心，向当地村民流转数百亩土地，
大力发展皖南花猪、柯村黑猪养殖加
工、销售。“这个项目，前景看好。公司
还将养殖黑鸡、种植果树，大力发展生
态观光农业。”刘维雨说。目前，该公
司已与杭州萧山一家食品公司签订购
销合同。

发展势头正旺的，还有黑茶、黑果、
黑粮、黑鸡。据统计，2018 年，黟县“五
黑”产业实现综合产值 2.5亿元，饲养皖
南花猪及其商品猪 3.2 万头、黄山黑鸡
30万羽，黟县石墨茶、黟县香榧、黄山黑
鸡登记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目前，黟县已培育“五黑”产业规模

经营主体 30 多个。当地通过促进“五
黑”产业发展与村集体经济发展、扶贫
攻坚等紧密融合，吸引了更多农户、贫
困户参与“五黑”特色产业发展，帮助他
们实现脱贫，走上致富路。

“对区域来说，没有公路交通，就没
有真正意义上的旅游。”黟县徽黄旅游
集团副总经理盛支君说。在他看来，起
步于上世纪 80年代的黟县旅游业，与当
地的交通建设同频共振。

该县境内完整保存 1590 幢明清古
建筑，拥有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3处
全国重点文保单位、6个全国历史文化名
村、44个中国传统村落、省级及以下文物
保护单位 88 处，被称为“中国明清古民
居博物馆”“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

面对纷至沓来的中外游客，黟县加

快实施旅游畅通工程，提升景区、景点
通达能力，助推旅游发展。在石小线、
宏儒线开通以后，黟县交通条件大幅改
善，而方家岭隧道（黟七线改造工程）建
成通车后，黟县北部山区迎来了发展机
遇，旅游业发展驶上了快车道。

随着黄祁高速开通，黟县迎来第二
个旅游发展高峰。这一时期，游客的出
行方式发生重大变化，自驾游比例逐步
上升，目前已达 50%左右。2018年，黟县
S218风景道入选安徽十大自驾游线路。

2018 年 12 月 26 日，昌景黄铁路安
徽段暨池黄宣绩高铁关键工程开工动
员会在黟县召开，标志着黟县走进高铁
时代。

“高铁开通后，必定会拉近城市与
景区的距离，缩短行程时间，有利于更
多游客前来观光，为景区和农家乐带来
更多消费者，提高村民收入。”柯村镇主
要负责人王国华期待满满。

黟县 康庄大道通四方

产业致富路
旅游幸福路

我市扎实推进“三大一强”

专项攻坚行动
（上接第一版）今年以来，全市

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全市地表水
达标率、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均为 100%，新安江、太平湖、阊江出
境断面水质均稳定达到Ⅱ类地表水
标准（部分断面水质有所波动），境
内没有劣Ⅴ类地表水。市生态环境
局负责人叶青表示，下一步，我市将
继续发挥好“三大一强”专项攻坚行
动主抓手作用，扎实做好中央生态
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加强
调度通报，严格督查督办，加强社会
监督，持续推进解决各行业、各领域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舒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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