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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

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1 D2YN202104070049

昆明市官渡区吴井路212号现

代生活公寓一楼的希俩里烧烤
店最晚营业至凌晨3点，经营

噪声扰民，且烧烤产生的油烟
味道呛鼻，影响楼上住户生活
。

昆明市 大气,噪音
2021年4月8日
转昆明市委、
市政府办理

2 D2YN202104070048

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镇小普路
的垃圾中转站，从去年初开始
清运不及时不彻底，滋生蚊蝇
并造成环境污染。

昆明市 土壤

2021年4月8日
转昆明市委、
市政府办理

3 D2YN202104070047

昆明市经济开发区的东郊垃圾
焚烧发电厂离居民区太近，存
在卫生和环境污染风险，对周
围居民生活造成不良影响，希
望重新选址后搬迁。

昆明市 大气

2021年4月8日
转昆明市委、
市政府办理

4 D2YN202104070046

昆明市盘龙区金牛公园到二环
路下侧的盘龙江河道沿线内埋
有2-3公里的污水管直排污水，

造成盘龙江水体黑臭、鱼虾死
亡，间接对滇池水体造成污染
。污水管上有众多漏点，外漏
的污水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不
良影响。

昆明市 水

2021年4月8日
转昆明市委、
市政府办理



5 D2YN202104070045

1、曲靖市富源县竹园镇乐坞

村委会大托乌村垃圾处理厂，
焚烧垃圾产生异味影响村民生
活，并存在污染附近岔河水质
环境风险；

2、曲靖市富源县竹园镇两年

前借修路旗号私自露天采煤
（富兴煤矿），导致村内地下
水被抽干，煤矿附近的岔河从
原来2米宽变为巴掌大小宽

度，村民饮用水供应受到影
响，由全天供应变为限时供
应，煤矿现已停产；举报人希
望解决村民饮用水问题。

曲靖市 大气,水
2021年4月8日
转曲靖市委、
市政府办理

6 D2YN202104070042

昆明市官渡区官渡古镇西庄村
路边垃圾堆露天堆放且无任何
围挡措施，自去年开始未清运
处理，产生臭气，滋生蚊蝇；
雨天，渗滤液随雨水外流，影
响周围村民生活。

昆明市 土壤,水
2021年4月8日
转昆明市委、
市政府办理

7 D2YN202104070044
大理州大理市经开区登龙村的
登龙河多年水质脏臭，有居民
占用河道建房。

大理州 水

2021年4月8日
转大理州委、
州政府办理

8 D2YN202104070043

西山区万和花园小区附近的 “西
南海建筑工地”和“地铁五号线”
施工，产生噪声污染严重，夜
间施工导致小区居民无法入
睡，给小区居民日常生活带来
严重影响；施工期间产生的振
动导致阳台下沉，玻璃被振碎
。

昆明市 噪音

2021年4月8日
转昆明市委、
市政府办理



9 D2YN202104070041

1、2019年威信县强制农民不

允许种植粮食作物，全县千万
亩土地种植方竹，因商贩跑
路，方竹无人管理，全县43万
农民无粮食食用。

2、威信县强制占用威信县城

内东环路、西环路、北环路之
间1万多亩土地修建商品房。

昭通市 其他污染

2021年4月8日
转昭通市委、
市政府办理

10 D2YN202104070040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嘎栋工业园
区至嘎洒国际机场的公路沿
线，经常闻到橡胶行业生产时
排放的刺鼻气味。

西双版纳州 大气

2021年4月8日
转西双版纳州
委、州政府办
理

11 D2YN202104070035

十年前，云南丰泽源植物园
（位于昆明市盘龙区滇源镇黑
龙潭）在盘龙江边建有两个鱼
塘，鱼塘所在地为重点水源保
护区，禁止养鱼。目前鱼塘养
殖规模约1000条观赏鱼，鱼塘

内的饲料和鱼粪随鱼塘水经盘
龙江汇入滇池，造成水体污染
。

昆明市 水

2021年4月8日
转昆明市委、
市政府办理

12 D2YN202104070038

鹤庆县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于
2020年6月至8月在鹤庆县金墩

乡河底村委会河底村内石头山
上（旁边有一石材加工工业园
区）私自开采石头，金墩乡政
府和河底村委会均承认该公司
为非法开采，该村附近还存在
几处类似非法采石情况。

大理州 生态

2021年4月8日
转大理州委、
州政府办理

13 D2YN202104070037

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金湖路和
逸雅路十字交叉路口处，晚上
有两三个流动烧烤摊烤烧经营
时产生大量油烟，味道刺鼻，
影响周围小区住户。

昆明市 大气

2021年4月8日
转昆明市委、
市政府办理



14 D2YN202104070039

1、盘龙区万科白沙润园三期

周围工地建筑施工未采取防尘
措施且管理不到位，扬尘严
重，夜间空气中扬尘中泥土味
重。2、盘龙区青云街道青裕
社区白沙润园小区约300米有

一处废油加工黑作坊，夜间生
产时排放石油气味的有毒有害
气体，严重污染大气环境，并
严重危害周边居民人体健康；
举报人曾多次向社区居委会投
诉举报，居委会调查当晚黑作
坊停工。

昆明市 大气

2021年4月8日
转昆明市委、
市政府办理

15 D2YN202104070034

昆明市西山区良晨水逸小区 1
期靠近盘龙江边的多家烧烤
店，以及华晨路和逸华路十字
交叉路口的多家烧烤摊，每日
从20：00左右开始经营到深

夜，排放油烟严重影响周边居
民生活。

昆明市 大气

2021年4月8日
转昆明市委、
市政府办理

16 D2YN202104070033

官渡区万科翡翠滨江小区第一
期旁高速路每天24小时产生噪

声污染，严重影响小区居民生
活及睡眠，举报人反映能否在
楼层高、中、低处分别设置点
位来测量噪声是否超标，并在
高速路旁建立隔音栏减小噪音
。

昆明市 噪音

2021年4月8日
转昆明市委、
市政府办理

17 D2YN202104070031
举报汤池违建别墅，相关照片
和视频等信息邮寄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邮政信箱。

昆明市 生态

2021年4月8日
转昆明市委、
市政府办理

18 D2YN202104070032 澄江县抚仙湖星空小镇别墅建
在生态红线内。

玉溪市 生态

2021年4月8日
转玉溪市委、
市政府办理



19 D2YN202104070030

昆明市官渡区六里乡的山海湾
1号别墅、山海荟别墅、滨湖

半岛别墅建在生态红线内；俊
发房地产公司在官渡区海东村
西亮塘湿地公园内的别墅为违
建别墅。

昆明市 生态

2021年4月8日
转昆明市委、
市政府办理

20 D2YN202104070028

3年前，曲靖市会泽县大井镇

黄梨村委会小冲村小组水源地
旁建有一垃圾场，负责焚烧周
边村生活垃圾，地下填埋垃圾
产生的渗滤液污染小冲村及下
游村庄的水源和地下水，饮水
出现异味并危害人体健康；该
垃圾场的热解净化车间在焚烧
垃圾时产生烟尘和臭味，严重
影响村民生活。

曲靖市 土壤,大气
2021年4月8日
转曲靖市委、
市政府办理

21 D2YN202104070027

昆明东郊垃圾焚烧厂距离附近
的新楼盘和新学校不足一公
里，存在环境污染风险，之前
说会搬迁，目前处于停工技改
状态。

昆明市 大气

2021年4月8日
转昆明市委、
市政府办理

22 D2YN202104070026

昆明市盘龙区金刀营旧房改造
项目施工工地内土方和金泉小
区只有一墙之隔，土方完全无
遮盖，也未做降尘处置，导致
附近扬尘严重，影响居民生活
。

昆明市 大气

2021年4月8日
转昆明市委、
市政府办理

23 D2YN202104070025

大理市下关镇太和街道办事处
刘官厂村某某，强占村内永久
基本农田约20亩用于修建绿源

春山庄，举报人称已向大理市
扫黑办、纪委反映，纪委已立
案调查，但至今无结果。

大理州 土壤

2021年4月8日
转大理州委、
州政府办理



24 D2YN202104070024

曲靖市宣威市田坝镇阿迤村委
会某某在村子河道上游建有一
个养猪场（养殖生猪约1000头
左右），养殖场内化粪池未启
用，养殖废水未经处理直排到
河里，导致河水大肠杆菌超标
约2000倍（村民自行取样检

测），污染了下游五、六口饮
用水井，存在饮用水安全隐
患；河道内堆积大量猪粪，最
深处达1米，导致整条河流散

发恶臭，影响周围环境。某某
一直将死猪埋于自己田中，散
发恶臭，且存在卫生风险。

曲靖市 水,大气
2021年4月8日
转曲靖市委、
市政府办理

25 D2YN202104070029

1.昭通市威信县通过占用基本

农田种植林木套取中央林业部
补助资金，涉及县内高田乡、
麟凤镇、石坎乡、扎西镇和罗
布乡等5个乡镇多处农田。

2.威信县林业局某某，承包了

1000亩土地栽种方竹，破坏了

当地生态环境，并占用农民土
地约3年，至今未赔偿，有村

民拔掉地里方竹被行政拘留 15
日。

昭通市 其他污染

2021年4月8日
转昭通市委、
市政府办理

26 D2YN202104070023

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龙井村
大坝子社、鸡公山社、七社，
生活垃圾随意丢弃，污染村内
河流。

昭通市 水

2021年4月8日
转昭通市委、
市政府办理



27 D2YN202104070022

大理市下关镇荷花村委会和龙
泉村委会在无审批情况下，在
苍山脚下中梁一号院小区后约
100米处砍伐大量树木并违规

修建“一点红骨灰堂”，破坏植

被和生态环境，影响居民生活
。

大理州 生态

2021年4月8日
转大理州委、
州政府办理

28 D2YN202104070021

昭通市镇雄县罗坎镇查未村河
对门村民小组原村委会某某在
村内唯一的河道中建设鱼塘，
该鱼塘之前已被政府关停；近
一个月，使用挖机将鱼塘内的
垃圾挖出且直接排入河道下
游，致使垃圾飘满河面；另
外，还在鱼塘旁建有一处垃圾
池用于堆放生活垃圾。

昭通市 水

2021年4月8日
转昭通市委、
市政府办理

29 D2YN202104070020

大理市政府在苍山风景区的下
关将军洞旁建设骨灰堂，该项
目在建设过程中破坏周边生态
环境，目前场地北面原有植被
已被砍伐且已建成1200余平米
的“一点红骨灰堂”，南面未动

工，但植被已被砍光；该项目
的规划等相关手续不齐全，未
召开听证会，且离居民区太
近，附近约80米处中粮一号院

居住有1000多户居民。

大理州 生态

2021年4月8日
转大理州委、
州政府办理

30 D2YN202104070019
景东县大朝山东镇文玉村硝洞
小组附近，有人大量采伐林
木，成千上万亩森林被砍光。

普洱市 生态,其他污染
2021年4月8日
转普洱市委、
市政府办理



31 D2YN202104070018

中宇洗煤厂（位于曲靖市富源
县十八连山镇落雨田村）烘干
车间和洗煤厂产生的烟尘、煤
尘造成大气污染，导致居民家
中每隔3-5天覆盖一层煤灰，周

边土地荒废、不适宜农作物生
长。此问题曾向省、市、县各
级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反映，未
得到解决。

曲靖市 大气,土壤
2021年4月8日
转曲靖市委、
市政府办理

32 D2YN202104070017

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龙井村
大坝子社内，村民随意丢弃垃
圾，对村内河流造成一定污染
。

昭通市 水

2021年4月8日
转昭通市委、
市政府办理

33 D2YN202104070015

大理市下关镇将军洞合欢村委
会和龙泉村委会分别于2019年
、2020年在苍山海拔约2200米
处砍伐植被，建设两个骨灰
堂，2020年11月大理市自然资

源局已确认两个骨灰堂为违章
建筑，但至今未拆除，苍山植
被也未恢复；近期骨灰堂仍有
动工装修迹象。

大理州 生态

2021年4月8日
转大理州委、
州政府办理

34 D2YN202104070014

“庄稼汉餐馆”（龙街镇忠窑村

委会大窑村43号）经营期间持
续产生各类噪音，且24小时排

放超标噪音，晨间主要为抽油
烟机噪音，夜间为抽水机噪
音，已造成餐馆附近的46号住

户居民生病住院8日，诊断结

果为双侧感应性神经性耳聋，
严重影响举报人的日常生活；
该餐馆遇到检查时，即停工逃
避检查。

玉溪市 噪音

2021年4月8日
转玉溪市委、
市政府办理



35 D2YN202104070013

昆明市盘龙区世博园后的森林
公园被征做商用，建设亲子乐
园，目前已砍伐900余棵树

木，举报人质疑该项目是否合
法，项目公告张贴位置不合理
且较为隐蔽。

昆明市 生态

2021年4月8日
转昆明市委、
市政府办理

36 D2YN202104070012

楚雄州禄丰市至一平浪镇沿公
路旁的河道疑似为黑臭水体，
已持续多年。举报人认为可能
是河道旁的禄丰市污水处理厂
和一家造纸厂引起的河道水体
污染。

楚雄州 水

2021年4月8日
转楚雄州委、
州政府办理

37 D2YN202104070011

位于昆明世博园后门索道处的
世博生态城亲子游乐场项目砍
伐大片森林，破坏生态环境，
目前已砍伐20余天；曾向盘龙

区林业局反映，回复该项目被
批复允许砍伐960方树木，举

报人认为不合理，请求立即停
止该项目。

昆明市 生态

2021年4月8日
转昆明市委、
市政府办理

38 D2YN202104070010

曲靖市会泽县大井镇黄梨村小
冲社垃圾场，在白天及夜间焚
烧垃圾排放刺鼻浓烟，影响村
民生活；垃圾场周边有多处居
民饮用水水井，举报人担忧饮
用水被污染。

曲靖市 大气,土壤,水
2021年4月8日
转曲靖市委、
市政府办理



39 D2YN202104070009

红河县坝兰河水电站开发有限
公司自2014年开始，断断续续

在红河县山村乡布干村委会坝
兰河附近修建电站，至今累计
开挖进厂公路6000多米，3条
施工便道3000多米，开挖沟渠

埋设压力管道4000多米，共累

计占用基本农田和国家级公益
林保护区约60~70亩，占用原

始森林约300余亩，造成严重

生态破坏；2019年至2020年
间，该电站大坝堤防左侧开挖
约4000多米道路，不能确定是

否为电站私自开挖。举报人称
该施工项目用地未经审批，在
占地补偿方面，政府协调该电
站与村民做好协商补偿，但该
村180户共计800余人至今未得

到补偿。

红河州 生态

2021年4月8日
转红河州委、
州政府办理

40 D2YN202104070008

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下
关镇下关啤酒厂后的“一点红骨
灰堂、荷花骨灰堂”属于违章建

筑，在建设过程中砍伐苍山树
木，目前仍在施工。

大理州 生态

2021年4月8日
转大理州委、
州政府办理

41 D2YN202104070007

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下
关镇将军渡风景区旁的龙泉骨
灰堂、太和骨灰堂属于违章建
筑，不符合《云南省大理白族
自治州苍山保护管理条例》相
关规定，且在建筑过程中乱伐
苍山林木。

大理州 生态

2021年4月8日
转大理州委、
州政府办理



42 D2YN202104070006

昆明市官渡区金马街道建工社
区太平村国荣振兴学校背后有
一家无证照的豆腐小作坊，半
年前开始生产加工，在夜间3-4
点焚烧垃圾产生有害气体，导
致周围居民生活受到影响。曾
向当地派出所和城管部门反
映，未能解决。

昆明市 大气

2021年4月8日
转昆明市委、
市政府办理

43 D2YN202104070005

峨山德润陶粒制品有限公司
（位于峨山德昌焦化厂内）存
在问题如下：1. 生活垃圾随意

堆放、污水乱排，烟囱冒黑
烟；2. 被当地群众举报后，该

企业拆除烟囱导致烟尘无组织
排放，造成严重空气污染；3. 
公司的原材料散发恶臭，周围
群众难以忍受；4. 公司没有排

污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
曾多次向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和
执法大队反映，但两个部门相
互推诿，至今未得到回复、解
决。

玉溪市 水,大气,土壤
2021年4月8日
转玉溪市委、
市政府办理

44 D2YN202104070003

长期有村民向昆明市晋宁区福
安村二队门口河流内倾倒生活
垃圾，造成水污染。举报人上
月拨打市长热线，得到回复为
晋宁区生态环境分局已对该河
流垃圾进行清理，但清明节期
间河流中仍有垃圾漂浮。近期
滇池放水时，该河流中的垃圾
已被冲走，但底泥中有垃圾留
存，水体疑似黑臭。

昆明市 水

2021年4月8日
转昆明市委、
市政府办理



45 D2YN202104070004

位于昆明市官渡区实力山语间
小区附近约100m处的豆腐加工

黑作坊（国荣振兴学校背后胡
同入口第一家民房）常年运作
。该作坊门口和院内堆放有颗
粒板和实木板等材料，每日凌
晨2点到4点之间燃烧板材加工

豆腐，释放有毒有害气体并带
有塑料燃烧的异味。

昆明市 大气

2021年4月8日
转昆明市委、
市政府办理

46 D2YN202104070002

呈贡区旧垃圾填埋场清理整治
过程中，将分筛出的大件垃圾
焚烧后填埋在该厂旁边的便道
路下，用石块和红土覆盖绿
化，第三方检测报告数据显示
合格，举报人认为存在二次污
染。

昆明市 土壤

2021年4月8日
转昆明市委、
市政府办理

47 D2YN202104070001

1、迪庆州香格里拉市金江镇
车库村八家社某某，2010年至

2020年12月期间采石卖石，导

致周边约15亩森林植被以及一

个长约20-30米的溶洞遭到破
坏；

2、曾有野生动物（猴子）多

次跑入家中，投诉人拨打110
后将猴子交予公安部门。投诉
人称目前猴子可能在香格里拉
市森林保护所，希望尽快得到
回复，得知猴子现状。

迪庆州 生态

2021年4月8日
转迪庆州委、
州政府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