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三十一批受理情况）

                                                                 日期：2021年5月7日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污染类型

1 D2YN202105
060073

玉溪市华宁县宁州街道办事处宁阳佳园小区2楼康途
健身馆夜间7至9点娱乐噪声扰民。

玉溪市 噪音

2 D2YN202105
060067

每早6点多，昆明市盘龙区金昙花园9栋前空地广场舞
噪音扰民。

昆明市 噪音

3 D2YN202105
060066

昆明市安宁市太平新城奥特莱斯商场4楼餐饮商户未
设置烟道，油烟扰民，且厨余垃圾未集中收集。

昆明市 大气,土壤

4 D2YN202105
060065

保山颐辉商贸有限公司（位于保山市隆阳区至丙麻乡
方向的沙丙路11公里处）生产石粉排放粉尘污染。

保山市 大气

5 D2YN202105
060064

1年前，红河州建水县翰林街72号楼拆除二楼后建筑
垃圾至今未清运，露天堆放至一楼楼顶产生扬尘污染
。

红河州 大气

6 D2YN202105
060063

举报人对举报件（D2YN202104270061）的处理情况
提出异议：调查核实情况中“采矿许可证无效”不属
实，举报人的采矿许可证为瑞丽市国土局和政府共同
颁发且在有效期内，举报人称若为无效请给出法律依
据；该举报件未办结，但公示信息显示已办结。举报
人认为合法合规公司不应被“一刀切”关停。

德宏州 其他污染

7 D2YN202105
060062

近期昆明市西山区春雨路城市景苑小区段夜间大型货

车通行噪声和小区旁变压器白天噪声扰民。
昆明市 噪音

8 D2YN202105
060061

昆明市滇池旅游度假区滇池卫城紫园29栋某住户占用
公共水沟四分之三面积违建花园，导致下游沟内活水
缺失异味扰民。

昆明市 大气

9 D2YN202105
060060

曲靖市富源县营上镇海丹村委会牛白海煤矿及周边多

处私人煤矿占用基本农田倾倒煤矸石，污染地下水。
曲靖市 土壤,水



10 D2YN202105
060058

昆明市官渡区环湖路山海湾别墅区侵占滇池湖面建房
仍未被查处。

昆明市 生态

11 D2YN202105
060056

昆明市盘龙区昆曲高速天润金碧小区段交通噪音扰
民，举报人诉求为该路段加装隔音屏。

昆明市 噪音

12 D2YN202105
060057

近20年来大理市云龙县诺邓镇段的沘江河水体呈红色
。

大理州 水

13 D2YN202105
060059

1. 曲靖市会泽县大井镇恒凯石化加油站紧邻元江栲自
然保护区，因选址规划问题，存在破坏生态环境风
险，举报人诉求加油站重新规划选址建设；2. 会泽县
大井镇小岔箐路口（如意山庄对面）侵占元江栲自然
保护区违建现象突出，且多数违建房内进行畜禽养殖
污染环境。

曲靖市 生态,水

14 D2YN202105
060055

举报人反映投诉的“楚雄州牟定县凤屯镇田丰村委会
田中村露天垃圾焚烧池”问题目前已经拆除，该村将
在原址新建一个垃圾房焚烧垃圾，异味扰民的问题仍
然会存在。举报人诉求垃圾房另行选址建设。

楚雄州 大气

15 D2YN202105
060054

昆明市富民县款庄镇果乐村采石厂粉尘污染严重，夜
间噪音扰民；该村口养鸡场将养殖污粪堆放在路边臭
味扰民。

昆明市 大气

16 D2YN202105
060053 昭通市永善县玉泉路中段垃圾中转站异味扰民。 昭通市 大气

17 D2YN202105
060052

2017至2019年，宜毕高速（昭通市镇雄县塘房镇
段）道路修建项目未按规范施工，造成塘房镇杉树林

村委会山体滑坡，其中银盘舍村民房屋受损尤为严
重，存在安全隐患；该路段2020年通车后，至今未对
滑坡山体进行修复。

昭通市 生态

18 D2YN202105
060051

红河州泸西县永宁乡永宁村城子村某民居生活垃圾和
厕所废水直排中大河。

红河州 水,土壤



19 D2YN202105
060050

玉溪市红塔区东风南路44号南都金座6楼自由国度健
身房振动和噪声扰民。

玉溪市 噪音

20 D2YN202105
060049

昆明市富民县云南正晓环保有限公司医疗废物随意堆
放，且污水乱流。

昆明市 土壤,水

21 D2YN202105
060048

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富有村干部将晋城镇各冷库厂废
菜叶承包给小商贩随意倾倒。

昆明市
其他污染,

土壤

22 D2YN202105
060047

昆明市高新区科澳社区澳霖公寓旁的第三垃圾中转站

建筑和设备老旧，处理垃圾时异味扰民，垃圾运输车
辆夜间停放于防洪沟旁；举报人诉求该垃圾中转站搬
迁或更新建筑设备。

昆明市 大气,土壤

23 D2YN202105
060074

昆明市盘龙区世博园改造项目及周边房地产项目破坏
生态环境。

昆明市 生态

24 X2YN202105
060025

迪庆州德钦县霞若乡石茸村以集体经济名义将珠巴洛
河（位于白芒雪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石茸村段河道采
砂权承包给某某，破坏生态环境。

迪庆州 生态

25 D2YN202105
060045

昆明市西山区静海园物管用污水灌溉小区内植物，恶

臭扰民。
昆明市 大气,水

26 D2YN202105
060044

多年来，文山州文山市卧龙街道塘子寨社区姑娘寨的

天顺、永鑫等3-4个采石场噪声扬尘扰民，且影响周
边农作物生长；去年10月后改为夜间作业。

文山州
大气,生
态,噪音

27 D2YN202105
060043

大理州大理市祥城镇白虎洞采石场和红花园采石场地
处小官村县级饮用水源地核心区，且均存在超范围开
采和砍伐林地情况。

大理州 水,生态

28 D2YN202105
060042

多年来，某某在昆明市宜良县竹山镇禄丰村至火车站

道旁从事生猪养殖（50余头）异味扰民，且雨季养殖
粪污经地表径流汇入南盘江（珠江上游）。

昆明市 水,大气



29 D2YN202105
060041

大理州大理市下关镇龙泉新区E组团98号住户私搭乱

建影响市容市貌，且长期围占其房屋门前东侧公共道
路。

大理州 其他污染

30 D2YN202105
060040

多年来，昆明市呈贡区吴家营社区实力锦城小区A、
B区间的夜间烧烤摊损坏行道树，且油烟、噪声扰

民；该小区大型垃圾清运车凌晨4点半作业噪声扰
民，诉求调整清运时间。

昆明市 噪音,大气

31 D2YN202105
060039

昆明市五华区春城慧谷小区靠近西三环，交通噪声扰
民。

昆明市 噪音

32 D2YN202105
060038

举报者希望福宜高速昆河铁路至云大之城小区段施工
项目使用全封闭隔声屏障，减少扬尘和噪声对小区住
户的影响。

昆明市 噪音

33 X2YN202105
060023

华丽高速第十七、十八合同段（丽江市永胜县永北镇
大厂村委会片区）违规施工，随意堆放弃石弃渣，且

未采取防洪排涝措施，导致泥石流频发，村民房屋受
损。

丽江市 其他污染

34 D2YN202105
060037

近年来，昆明市五华区荷塘月色小区物业管理不到位
严重影响小区绿化生长维护，且乱砍滥伐小区树木。

昆明市 生态

35 D2YN202105
060035

2017年以来，晋宁盛方环保有限公司占用昆明市晋宁
区晋城镇草村八组落水洞村小石坝塘村民2.4亩基本
农田，用于倾倒建筑和生活垃圾。

昆明市 土壤

36 D2YN202105
060034

某房地产开发商将施工弃土堆放至昆明市官渡区东白
沙河（广福路段）。

昆明市 水,土壤

37 X2YN202105
060020

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小黑江回龙山水电站装机容量仅
11.3万千瓦，威胁澜沧江流域珍稀鱼类繁衍，破坏热
带雨林及国家保护植物。

西双版
纳州

生态



38 X2YN202105
060019

曲靖市陆良县荣盛磷化工有限公司擅自闲置污染控制
设施，排放强烈刺鼻气体，导致当地农作物受损。

曲靖市 大气

39 D2YN202105
060036

昆明市五华区菱角塘小区附近河流因治污已被截断三
年，至今无水流。

昆明市 水

40 X2YN202105
060018

昭通市大关县天星镇朝阳社区天星镇卫生院旁黄水河
边有人常年养猪，直排养殖粪污，且臭味扰民。

昭通市 水,大气

41 D2YN202105
060033

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138号附近河流（河面被覆盖）
水体黑臭；老运粮河（二环西路上段）水体浑浊，颜
色灰黑。

昆明市 水

42 X2YN202105
060021

昆明市晋宁区湖景路至环湖南路十字路口段未设置限
高杆，导致大量渣土车和大货车经过居民区和学校密
集路段，产生扬尘、噪声污染。

昆明市 噪音,大气

43 X2YN202105
060022

举报人对受理件X2YN202104160042整改结果不满
意：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煤机厂钱大妈食堂是6栋
住宅楼而非商业楼底商铺；该餐馆内设置的油烟净化
设施并未完全解决油烟及异味扰民问题。

昆明市 大气

44 X2YN202105
060024

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新亚洲体育城万景园小区外围

商铺油烟和噪声扰民，直排餐厨垃圾污水，多次堵塞
污水管道。

昆明市
大气,噪
音,水

45 D2YN202105
060032

玉溪劲鹰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位于玉溪镇通海县河西
镇下回村）紧邻村民房屋，生产噪声和废气影响村民
身体健康；在督察组入驻云南期间，以停产方式逃避
检查。

玉溪市 大气,噪音

46 D2YN202105
060031

保山市施甸县甸阳镇蒋家寨村蒋家寨水库普遍存在村
民捕鱼现象，污染饮用水水源。

保山市 水



47 D2YN202105
060029

昆明市富民县108国道(大营街道大麦竜村段)晴天扬
尘污染，雨天道路泥泞，且超载、超速现象严重。

昆明市 大气

48 D2YN202105
060028

昆明市盘龙区光明路王大桥小区旁菜市场门口的垃圾

堆恶臭扰民，小区旁消防通道被占用停车，且垃圾遍
地污染环境。

昆明市 土壤,大气

49 D2YN202105
060027

万宏夜市（位于昆明市盘龙区穿金路金泽花园小区旁

旗营巷中段）夜间噪声扰民，且烧烤摊油烟污染大气
环境。

昆明市 噪音,大气

50 D2YN202105
060070

举报人对其4月30日举报大理州云龙县露天垃圾池直
接焚烧的举报件的处理情况表示满意，并向督察组表
示感谢。

大理州 其他污染

51 D2YN202105
060025

蓝天采石场和建新采石场（位于昆明市宜良县汤池街
道火头村路口加油站旁）超期越界越层开采，且未批

先建新采矿区；被举报后以停工方式逃避检查，5月4
日凌晨再次夜间偷采噪声扰民；举报人诉求相关部门
再次调查核实以上两个采石场采矿权期限，彻底解决
问题。

昆明市 生态,噪音

52 D2YN202105
060024

文山州马关镇兴隆社区田湾1村86号旁污水沟外溢至

村民居所长达3月无人处理。
文山州 其他污染

53 D2YN202105
060068

昆明市经开区东郊垃圾发电厂环评中群众调查满意率
100%的表述存在造假，之前调查处理意见中的组织
群众考察是虚假考察；举报人诉求该厂搬离原址。

昆明市 其他污染

54 D2YN202105
060018

昆明市盘龙区圆通大桥旁伊家牛菜馆夜间经营烧烤，
油烟和噪声扰民。

昆明市 噪音,大气



55 X2YN202105
060017

德宏州芒市翠堤晓镇翠鸣苑小区对面多家娱乐场所噪
声严重扰民。

德宏州 噪音

56 X2YN202105
060031

深圳华侨城建筑公司砍伐世博公园、金殿森林公园林
木修建亲子园。举报人诉求重新审查、修改并公示昆
明世博新区有限公司“世博园提升改造项目规划”的可
行性；重新论证华侨城“亲子乐园”项目选址的合理
性；重新界定世博园与金殿森林公园之间森林资源的
归属权和管辖权，遏制开发森林资源牟利行为。

昆明市 生态

57 D2YN202105
060022

大理州大理市太和街道刘官厂村4组的奶牛养殖场
（大井盘完小旁）异味扰民严重。

大理州 大气

58 X2YN202105
060027

大理帝龙矿泉饮料有限公司曾反映其公司唯一进厂通

道被大理古都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封堵占用。在地
方管理部门协调下，两家公司达成土地置换协议以解
决该问题，但具体工作尚未推进。

大理州 其他污染

59 X2YN202105
060014

红河州个旧市锡城镇小凹塘锡都冶炼厂、锡城矿渣处

理厂、永祥冶炼厂等企业排放烟尘和废水，严重污染
周边环境。

红河州 水,大气

60 D2YN202105
060019

昆明市西山区昆明融创文旅城毗邻滇池，存在污染环
境风险。

昆明市 生态

61 X2YN202105
060013

曲靖市陆良县三岔河镇龙海山长期存在采石采土情

况，严重破坏自然生态。
曲靖市 生态

62 X2YN202105
060011

昆明市官渡区关平路56号银城花园小区随意堆放的装
修垃圾异味扰民，隔壁餐馆餐厨垃圾倒入该小区垃圾
桶。

昆明市 土壤,大气

63 X2YN202105
060010

文山州文山市七花北路6号兴和园小区卡迪KTV噪声、
异味严重扰民。

文山州 噪音,大气



64 X2YN202105
060009

禄丰航宇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位于云南省楚雄州禄丰
镇金山镇宋家坡村委会花脚村小组）回收加工废旧汽
车轮胎，偷排刺激性气味气体。

楚雄州 大气

65 X2YN202105
060012

昆明市官渡区双桥村枧槽河附近夜市占道经营，随意
倾倒污水和垃圾，且油烟和噪声扰民。

昆明市

噪音,大
气,水,土

壤

66 D2YN202105
060021

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大兴社区大兴村公房（前供销
社）内法事活动噪音、异味扰民；马街电池厂门前牛
菜馆抽油烟机噪音、油烟扰民。

昆明市 大气,噪音

67 D2YN202105
060013 昆明市呈贡区碧桂园东园旁的石龙路扬尘扰民。 昆明市 大气

68 X2YN202105
060030

华侨城昆明世博新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在修建“世博

绿道示范段”时，超审批砍伐树木643棵，非法侵占林
地8.9955亩。

昆明市 生态

69 X2YN202105
060008

昆明市西山区海口镇海门社区蒋凹村三组滇池一级保
护区内建有300平方米民房。

昆明市 生态

70 D2YN202105
060075

昆明市经开区东郊垃圾焚烧发电厂距居民区约2公
里，且经常发生偷排行为，举报人诉求重新选址。

昆明市 其他污染

71 X2YN202105
060006

福园工贸有限公司乾龙沸石粉厂10万吨/年活性石灰
扩建项目（位于文山州文山市喜古乡古那冲村）存在

以下生态环境问题：1.环评弄虚作假；2.未落实环评
要求，环保设施形同虚设；3.扬尘污染严重，颗粒物
和氮氧化物排放不达标；4.监测数据造假。

文山州 大气



72 D2YN202105
060009

瓦路煤矿和海子煤矿（位于曲靖市宣威市东山镇瓦路

村）自2019年关停后，长期夜间偷采并在煤矿旁砍树
建房，且将矿井渗水排入马场河，夜间运输车辆噪声
扰民。

曲靖市
水,噪音,
生态

73 X2YN202105
060005

文山州文山市姑娘寨冲子地文山小林工贸有限责任公
司非法占用荒山开采石灰岩，损毁村内道路，污染周
边河流且扬尘严重。

文山州
生态,大
气,水

74 D2YN202105
060016

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镇云南广平混凝土空港分公司夜
间生产和运输车辆噪音扰民，场地及道路扬尘污染环
境。

昆明市 大气,噪音

75 D2YN202105
060006

大理州大理市漾濞路锦兴名食街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
间扬尘和噪声扰民。

大理州 大气,噪音

76 D2YN202105
060012

昆明市呈贡区石龙路春漫时光小区外的绿化带上存在
占道经营现象，噪声扰民，且未及时收集和清运垃圾
。

昆明市 噪音,土壤

77 D2YN202105
060007

大理州鹤庆县金菩提商业街A区南面城南农贸市场水
果街用水泥板覆盖四洗河后搭建摊位，影响附近居民
采光，且生活污水直排四洗河。

大理州 水

78 D2YN202105
060020

昆明市西山区拥金路筑友双河湾博雅苑小区16栋、18

栋一楼餐饮店未设隔油池直排餐饮废水至污水管网，
且直排油烟污染大气环境，影响居民生活。

昆明市 水,大气

79 D2YN202105
060014

昆明市西山区西福路和闸口路交叉口毁林建桥，泥水

污染环境，船房河道内埋设的管道影响环境；山海湾
填滇池建房未被查处。

昆明市 生态

80 X2YN202105
060004

文山州文山市喜古乡古那冲村云南源亨工贸有限公司
非法采石，扬尘污染严重。

文山州 生态,大气



81 D2YN202105
060005

举报人不认可编号X2YN202104220039举报件（保山
市对璀璨明珠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水墨中国”项目占用
腾冲市下绮罗社区基本农田和热海河道开发房地项目

产相关问题）的“不属实”核查情况；且再次举报该公
司违法占用天然河道开发房地产项目，拆除防洪坝污
染河流，破坏生态环境。

保山市 水

82 X2YN202105
060003

1.楚雄州牟定县戌街乡白沙村委会干部毁林建设养殖
场。2.该乡长箐河四家砂石料厂超范围开采，扬尘污
染严重。

楚雄州 生态,大气

83 D2YN202105
060017

昆明市官渡区别样幸福城3号地块一楼居民侵占公共
绿地私搭乱建。

昆明市 其他污染

84 X2YN202105
060002

举报人对“X2YN202104210020”号举报件处理结果不
满意，昆明市西山区金坤尚城小区祥和里与学府里之
间道路夜间交通噪声仍严重超标。

昆明市 噪音

85 D2YN202105
06007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在家属区6栋前砍伐1亩树木并

修建宿舍区。
昆明市 生态

86 X2YN202105
060001

云南锦溪建材有限公司（位于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

皂角社区皂角营青龙山）未办理相关手续，排放刺激
性废气，扬尘污染严重。

玉溪市 大气

87 D2YN202105
060004

保山市隆阳区普遍存在征收土地（上千亩）被闲置、

荒废情况，其中永盛街道大堡子行政村北排村4、5、
6舍约60亩农田被征收闲置3年后被用于堆放渣土，夜
间施工噪声、扬尘扰民。

保山市
大气,噪
音,土壤

88 D2YN202105
060008

昆明市官渡区阿拉街道森林公园旁的祭虫山工业园区
存在大量违章建筑；部分家具加工店、金属加工店无
环评手续，且散排生产生活污水，直排锅炉烟气。

昆明市
水,大气,
其他污染



89 D2YN202105
060003

举报人对编号D2YN202104250072举报件调查核实情

况中提及的“大水箐水源林权属村集体，举报人不具
备办理林权证的主体资格”存疑，诉求相关部门出具
举报人不具备办理林权证主体资格的法律法规依据。

丽江市 其他污染

90 D2YN202105
060002

丽江市古城区庆云东路142号旁的梁华屠宰场长期将
牲畜运输车辆停放于道路两旁，噪声和异味扰民。

丽江市 大气,噪音

91 D2YN202105
060015

昆明市滇池旅游度假区滇池卫城物业占用小区绿化私

搭乱建； 滇池旅游度假区实验小学旁的污水处理厂
绿地被硬化后，搭建活动板房。

昆明市 其他污染

92 D2YN202105
060001

2020年3月，保山市施甸县旧城乡垃圾处理场焚烧垃

圾时曾引起火灾，烧毁村民经济林20余亩，海南黄花
梨200余棵。目前该厂仍有焚烧垃圾的现象。

保山市 土壤,大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