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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又有有2255家家企企业业环环境境违违法法被被曝曝光光
至此，烟台2015年首次环保大检查共实名通报41家企业

烟台废除

《收费许可证》及年审制

本报4月14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实习生 艾婷玉 ) 近年来，
市物价局积极推进收费管理方式
改革。今年，会同财政部门在全市
废除以监管前置为特征的《收费许
可证》及年审制度(已发放的《收费
许可证》将于5月底前全部注销)，
降低行政监管成本，提高收费监管
效率。

据悉，价格主管部门通过定期
组织收费单位上报收支状况及相
关情况，掌握各收费单位的基本情
况，运用收费动态电子监管系统，
逐步推进收费单位情况及其收支
情况信息化管理，实现信息网上在
线报告，动态化监管收费单位的收
费行为。

龙口口岸一季度

进口粮食60万吨

本报4月14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实习生 艾婷玉 ) 14日，记
者从龙口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了解
到，今年一季度，龙口口岸累计进
口粮食达60 . 83万吨，货值2 . 5亿美
元，涉及大豆、大麦、豌豆、玉米和
木薯干等多个粮食品种。

近年来，龙口口岸进口粮食继
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针对龙口口
岸进境粮食不断增多的现状，龙口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加大了对粮食
码头、装卸和仓储等基础设施建设
的技术帮扶力度，健全完善进口粮
食防疫管理制度，帮助龙口港顺利
通过国家质检总局的考核验收，成
为山东首批五个进境粮食指定口
岸之一。

企业名称 存在问题
烟台鲁银药业有限公司 污水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且超标排放；危化品包装物露天堆放，存在污染隐患；厂区内未进行雨污分流等。

烟台天茂油脂有限公司 棕榈油脱色工艺产生的“黑土”，目前堆放于厂区北侧，堆存量约为40T，达不到“三防”要求，存在扬散流失隐患；燃煤锅炉煤
场及渣场存在扬散问题，燃煤锅炉不具备烟气监测条件；部分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由地下管道直排入厂区南侧海中等。。

烟台制革有限责任公司 制革废铬液（废弃物）回用处理项目未验收；应建立危险废物管理档案，将含油废布、油漆桶、废油桶、酸碱包装物纳纳入危废
管理，并完成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等。

烟台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海工基地未按环评要求进行监测；存在露天打磨、焊接以及少量的露天喷漆现象；有机废气无组织排放等。

烟台只楚药业有限公司（芝罘区） 硫酸庆大酶素项目经环保审批产能为200吨左右/年，实际为500吨左右/年。

烟台泓铭化工制品有限公司（牟平
区） 企业未批先建一台0 . 69吨燃煤导热油炉；企业生产废水超标排放。

烟台华新包装有限公司（开发区） 建设项目尚未经环保竣工验收，现仍处生产状态；氧化车间内含酸废水跑冒滴漏严重，该车间内含酸废水经加药处理后后
未经沉淀直接排放。

烟台德润液晶材料有限公司（福山
区） 液晶材料扩建项目未取得环评批复文件开工建设并投产；危险废物容器无识别标志；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等。

贝尔特(烟台)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莱州市） 未按有关要求建设危险废物暂存场所；废水超标。

海阳市三丰印染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用碱液、硫酸的贮存池、贮存场所配套应急设施不完善，存在环境风险隐患；废水超标等。

招金贵合科技有限公司（招远市） 《硫铁矿资源高效利用项目》未取得任何环保相关手续，擅自建设并投入生产；未落实招远市环保局下达的停产通知及及
招远市人民政府下达的停产决定；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等。

龙口联合化学有限公司 企业未批先建并投入运行一台6吨燃煤锅炉；危险废物贮存场所的标志牌设置不规范等。

山东京蓬生物药物股份有限公司
（蓬莱市）

原药车间未做防渗、防腐处理，未建立事故应急池；复配车间原料存放区未进行防腐、防渗处理；危废贮存场所未采取取防
渗漏、防扬散措施等。

烟台金源化工有限公司（莱山区） 聚氨酯鞋底项目未批先建并投产；聚氨酯树脂废桶露天堆放。

烟台天正药业有限公司（莱山区） 中药提取与制剂项目未经环保竣工验收；煤场未采取防扬散措施。

烟台华新印铁制品有限公司（开发
区） 年产400万张金属酒盒原料印铁产品项目尚未经环保竣工验收直接投产。

烟台市金河保险粉厂有限公司（开
发区） 堆场内燃煤及煤渣露天存放，未采取覆盖等有效防扬散措施。

山东莱阳惠诺药业有限公司（福山
区） 燃煤锅炉经采样监测其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标准。

烟台三川食品有限公司（福山区） 未完成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现企业处于停产状态。

烟台瑞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福山
区） 未建设危险废物暂存场所；废切削渣、废机油、废切削液未纳入正常管理等。

山东方泰循环金业股份有限公司
（莱州市） 熔炼炉烟道部分受腐蚀严重破损，存在烟气无组织外溢现象；含砷中和渣出口仓未达到防流失要求，存在流失隐患等。。

莱州市金精诚橡胶有限公司 废水超标；脱硫的配套加碱泵因故障损坏未正常运行，喷淋水经PH值测试呈酸性。

栖霞塑料颗粒加工点 停产，未办理环保相关手续，院内露天堆放大量废旧塑料包装袋。

龙口市后店造纸厂 煤炭存放场地和原材料堆放场地未采取防扬散措施，露天堆放。

龙口市芦头镇麻家村原电镀厂 来料扳手抛光加工项目未批先建并投产，未建设废气污染防治设施。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王
永军 实习生 艾婷玉 ) 继
之前先后曝光16家环境违法企
业之后，14日，烟台市环保局再
度公开了25家环境违法企业名
单，鲁银药业、只楚药业、烟台
制革、中集来福士等知名企业
上“黑榜”。至此，在2015年首次

环保大检查中存在问题的41家
企业全部被实名通报。

据介绍，今年3月份以来，
烟台市环保局联合烟台市公安
局开展了2015年第一次环保集
中大检查，集中检查了59家企
业，主要涉及电力、热力、玻璃
(制造业)、钢铁、化工、电镀、印

染、小造纸、污水处理等重点行
业，存在问题的企业有41家。

集中大检查采取“独立调
查”的形式开展，现场检查和取
样监测相结合，查清企业建设
项目情况、污染源状况、排污现
状及生产工艺、潜在环境风险
等方面，对于发现的环境违法

企业，环保局实行公开曝光，此
前已曝光16家。

14日，烟台市环保局公开
了剩余的25家环境违法企业名
单(详见表格)。在这次曝光的25

家企业中，不乏鲁银药业、只楚
药业、烟台制革、中集来福士等
知名企业。

大大货货侧侧翻翻
14日凌晨5时许，一辆莱州

籍重型厢式半挂车载着矿粉行
驶至张栖线32K+400米处，因超
限运输，驾驶员对路况不熟，加
上下坡转弯，车速又过快，重心
不稳，导致刹车失灵，车辆侧翻，
货车上装载的矿粉撒得满路都
是，整个车厢面目全非，所幸车
上的驾驶员没有大碍。

该车造成损坏路面约83米、
污染路面约113米，损坏边沟、边
坡约270平方米。据相关规定，该
车需对造成的约1 . 72万元损失予
以承担。

本报记者 王晏坤 通讯
员 丁永福 李翠娟 摄影报
道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李
静 实习生 张宁 ) 天气转
暖，但花卉市场与以往销售火
爆的场景相比，今年显得有些
冷清。商贩称，受反腐影响，近
两年花卉销售量有所下降，加
上今年入春后的持续低温，使
得花卉销售愈加困难。今年鲜
花市场价格比去年同期跌落
20%到30%。

13日，记者来到烟台万光
古文化城花卉观赏鱼市场，前
来买花的顾客寥寥无几。“现在
鲜花生意一年不如一年了，尤
其是今年气温还这么低，鲜花
更不好卖了。”一位花店老板抱
怨说，这段时间买花的顾客很
少。

据花店老板介绍，买花的
少了，今年鲜花的价格比去年

同期跌了20%到30%。“像一盆
吊兰，去年这个时候大概能卖
二十元左右，今年只能卖十五
元左右，顾客再砍砍价也就十
二三元，基本上不挣钱。”

“像以前大型花卉的销量
挺好，大多用来送礼或给领导
办公室摆放，但现在买的很少
了。”开花店有两年时间的刘老
板告诉记者，现在一些单位规

定办公室不让摆放花卉、盆栽，
尤其是大型花卉，这也影响了
花卉的销售。不过，好多价格便
宜的小型花卉还能得到顾客的
青睐。

此外，今年气温忽高忽低，
花卉生长慢，有一部分生病死
掉了，刘老板说，现在他最期望
的就是天气能赶紧回暖，这样
对花的生长和销售都有好处。

花花卉卉市市场场惨惨淡淡，，价价跌跌两两三三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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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将评选200家

“群众满意药店”

本报4月14日讯 (记者 秦雪
丽) 为深入实施药品零售经营企
业规范化管理工程，近日，市食药
监局联合市商务局、人社局、工商
局、生物医药协会在全市开展200

家“群众满意药店”评选活动。
此次评选范围为已取得《药品

经营许可证》、从事药品经营一年
以上的药品零售企业(含连锁门店
和单体药店)。评选条件包括证照
齐全、店面整洁、管理规范、诚信经
营、服务优质、热情周到等方面。参
评药店须通过新版GSP认证，不经
营假劣药品，不以非药品冒充药品
销售，不在营业场所张贴、发放未
经批准或扩大宣传诱导消费的宣
传材料，不违规发布虚假药品、医
疗器械、保健品广告，近五年无违
法违规经营行为及受到行政处罚
的记录。

评选过程分为企业申报、初审
推荐、公众投票、征求意见、专家评
审、媒体公示、领导小组审定、总结
表彰等步骤。

市食药监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烟台市药品零售企业数量较多，全
省排名第三，现有零售药店3337

家，其中零售连锁门店2380家，单
体药店957家，零售连锁化比率达
到71 . 32%，全市平均每万人拥有药
店5 . 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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