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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污染类型

1 D2YN202104090058 每日14时至22时，昆明市盘龙区翡翠湾小
区附近沿河路段，广场舞噪音扰民。

昆明市 噪音

2 D2YN202104090057 昆明市西山区上锦路兰亭上锦三期建筑工
地夜间通宵施工，噪音扰民。

昆明市 噪音

3 D2YN202104090056

2021年2月以来，位于昆明市盘龙区沣源路
龙头街地铁站旁的“龙泉古镇项目”和俊发
地产的“御景峰小区”施工工地，夜间12点
连续施工至次日清晨，施工噪声严重扰民
。

昆明市 噪音

4 D2YN202104090055

自2019年起，某某在昭通市镇雄县罗坎镇
军备村的二级公路旁无证露天采石，产生
大量粉尘并严重污染周边空气，粉尘沉降
至附近河流后导致河水污染；夜间施工到
凌晨两点致使噪音扰民。

昭通市 大气,水,噪音

5 D2YN202104090054

昆明市安宁市金方街道昆钢老东区（小
区）居民生活污水未进入城市污水管网且
无组织排放，在该小区一栋一单元附近汇
成污水塘。

昆明市 水

6 D2YN202104090053
昆明市五华区第十四中学后的 “招商雍和府
”小区施工工地，从2020年4月至今一直违
法夜间施工，产生的噪声污染严重扰民。

昆明市 噪音

7 D2YN202104090051

湖南瑞泰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昆明市
嵩明县牛栏江镇古城村委会八里铺村十
组）将厂房建在耕地中，生产时偷排废
气，夜间施工噪声大。

昆明市 大气,噪音

8 D2YN202104090050

1.曲靖市师宗县葵山镇查拉村委会干部于
2009年私占村内大华山并砍伐柏树上百
棵；2012年，又砍伐大查拉坝厂周边约 5-6
亩果松。
2.某某在查拉村委会所辖大白得自然村使用
挖机将村内黄梨庆山推平，毁林200余亩；
大白得自然村某某于2011年将村内段架冲
山用钢丝圈占，山上大部分植被被破坏；
大白得自然村某某，于2018年使用挖机破
坏山上植被，毁坏约5亩果松林用于建养鸡
场；截至目前，大白得自然村原生态针松
森林被严重砍伐破坏。

曲靖市 生态

9 D2YN202104090049
位于曲靖市宣威市双河乡尖山村响坝沟的
村田源煤矿过度开采导致附近村民房屋开
裂，影响地下水水量，导致村民饮水困难
。

曲靖市 水,生态



10 X2YN202104090008
举报人来信反映大理市上关镇青索江前村
村民某某非法强占基本农田、耕地和湿
地；在洱海源头贩卖砂土，扬尘污染严重
。

大理州 生态,大气

11 X2YN202104090009

举报人反映漾濞彝族自治县苍山西镇某某
强占高桥河河道，在河床开设砂石料厂、
制砖厂，大肆乱采乱挖，严重破坏河道生
态环境。

大理州 生态

12 D2YN202104090048 位于文山州文山市新平街道马厂村附近的
垃圾填埋场时常散发刺鼻气味。

文山州 大气

13 D2YN202104090047
昆明市盘龙区金辰街道鑫安巷园丁一区后
门处两家废品回收站处理回收垃圾时污水
横流，切割旧货产生大量粉尘。

昆明市 水,大气

14 D2YN202104090046
昆明市五华区红锦路的昆明卷烟厂烤烟叶
产生异味（夜间尤其明显），影响周边居
民生活。

昆明市 大气

15 D2YN202104090045

曲靖市会泽县大井镇复兴街道启苑山庄至
来宾街道分水岭火源检查站之间的乡道沿
线两侧随处可见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杂
物。

曲靖市 土壤

16 D2YN202104090044

1.曲靖市会泽县大井镇如意山庄至大井镇新
农贸市场路段两侧随处可见建筑垃圾 、生
活垃圾等；2.大井镇街农村商业银行至大井
镇公路管理所路段河道上的违建住房 ，将
垃圾和污水排入河道，污染严重；
3.大井镇井田社区油菜地采石场在上一轮督
察时被关停，但其生产生活设施设备未拆
除，开采后裸露山体边坡未治理，山体治
理和复绿工程滞后。

曲靖市 土壤,生态

17 D2YN202104090043
昭通市鲁甸县梭水镇到挖水村路旁的垃圾
焚烧厂，焚烧垃圾气味较大，影响周围村
民生活。

昭通市 大气

18 D2YN202104090042
举报人反映禄丰县人民政府在要求禄丰县
中胜磷化有限公司整改过程中存在 “一刀切
”，且企业关停拆除后应得到合理补偿。

楚雄州 其他污染

19 D2YN202104090041
诺仕达公司在昆明市晋宁区环湖东路建设 “
古滇名城”住宅区，建设项目侵占滇池水
体，破坏滇池生态环境。

昆明市 生态,水

20 D2YN202104090040

昆明市寻甸县联合乡落水洞村旁两家采石
场开采毁坏该村退耕还林种植的 4亩松树，
同时，开采产生的扬尘影响周边生活环境
和农作物生长。

昆明市 大气,生态



21 D2YN202104090038
观音桥加油站（位于红河州蒙自市灰土寨
对面）旁的米线厂将生产废水直排附近河
沟，致使水体黑臭。

红河州 水

22 D2YN202104090036 昆明市官渡区碧桂园樾府小区附近的垃圾
中转站臭味扰民。

昆明市 大气

23 D2YN202104090034
位于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镇司法警官学校
附近的金属加工小作坊（无门牌），噪音
和锅炉烟气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昆明市 噪音,大气

24 D2YN202104090033
红河州蒙自市淡水路红竺园B区52栋202室
经营烧烤和外卖，产生的油烟和煤灰影响
楼上住户。

红河州 大气

25 D2YN202104090032
大理市三月街葱园村大青树旁一养殖户养
猪（规模约20头），常年未清运猪粪，并
使用餐馆厨余物喂猪，招引苍蝇老鼠。

大理州 大气

26 D2YN202104090035

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滇池华府俊园小区
12号地块旁有一处约2000平方米白顶厂
房，长期在12号地块东边排放绿色废水，
排口附近的广普沟为入滇河道；厂房内施
工噪声常年扰民。

昆明市 水,噪音

27 D2YN202104090030
去年以来，某某在栗坡县大坪镇石桥水库
养鱼，导致水体恶臭，影响周边人蓄饮水
。

文山州 水

28 D2YN202104090029 昭通市鲁甸县桃源回族乡拖姑村内化粪池
等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不符合标准。

昭通市 水

29 D2YN202104090028

昆明市西山区前卫街道春晓花园 B栋和C栋
住户将一楼车库私改为自建住房，并在路
旁修建厕所，生活污水直排雨水沟，导致
雨季小区积水臭味严重。

昆明市 水

30 D2YN202104090027
昆明市五华区春风十里悦璟小区 15栋2单元
楼顶消防系统储水罐工作时发出刺耳噪
音，影响居民生活。

昆明市 噪音

31 D2YN202104090026
昭通市昭阳区永宏水上娱乐城地下水资源
浪费严重，每天抽取约1000立方地下水，
严重破坏地下水生态平衡。

昭通市 水

32 D2YN202104090025

曲靖市麒麟区政府征收农田，承诺建设1千
亩人工湖作为调节库，但实际仅建成约200
亩的人工湖（麒麟湖），其余用地被用于
开发房地产。

曲靖市 其他污染

33 D2YN202104090023

云南天创机电有限公司（位于曲靖市马龙
区东光工业园区冶金机械制造区）使用硅
泥生产金属硅，环保设备简陋，车间内粉
尘严重；同时，该企业夜间关闭环保设备
偷排废气（呈黑色、白色，并伴有刺激性
气味）。

曲靖市 大气



34 D2YN202104090022
两年来，俊发地产在昆明市盘龙区马家营
城中村改造项目无证施工，噪音、扬尘和
夜间工地强光影响居民生活。

昆明市 噪音,大气

35 D2YN202104090021
大理市下关镇荷花村委会和龙泉村委会 ，
在大理1号院小区背面的苍山上共建设两个
骨灰堂，破坏大量苍山植被。

大理州 生态

36 D2YN202104090020

云南皇派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昆明市官渡
区大板桥工业园）违规获取环评批复，停
产通过环保验收；生产聚氯乙烯板材的车
间粉尘无组织排放，循环水直排生活污水
管道，影响周边环境。

昆明市 水,大气

37 D2YN202104090024

2020年9-11月，楚雄市医药园区云楚彝药
有限公司在拆除旧设备时，将危险废物直
排下水道，2021年1月的检测报告显示氯乙
烯浓度超过国家标准14000多倍；该公司随
意堆放固体废物约70吨，渗滤液已污染附
近水沟和居民水井。

楚雄州 土壤,水

38 D2YN202104090059
楚雄市鹿城镇铜鼓路世纪花园和瑞路 86栋
别墅占用小区公共绿地约 200平方米，用于
建设围墙及其他附属设施。

楚雄州 生态

39 D2YN202104090019

举报人来电反映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太
和街道办荷花村委会及龙泉村委会近两年
在苍山砍伐大量林木，在苍山最高位置建
设骨灰堂，属于未批先建。

大理州 生态

40 D2YN202104090018
位于昭通市永善县玉泉路中段的一个垃圾
中转站（日处理量80t），夏天恶臭难闻，
地面垃圾污水横流。

昭通市 土壤

41 X2YN202104090001
举报人来信反映宣威市热水镇窑上村委会
殷家村养猪场距村庄太近，且位于珠江源
保护区，可能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

曲靖市 水

42 D2YN202104090017
昆明市官渡区关上实验小学湾流海校区旁
垃圾站选址不合理，垃圾清运不及时，恶
臭影响学生健康。

昆明市 土壤

43 D2YN202104090016

广南县莲峰矿业有限公司两个分选厂位于
里吉村委会菜籽地村，举报人称该厂非法
占用该村约500亩土地（含基本农田）用于
埋藏硫化锌矿石和建设尾矿库，至今未归
还农民土地。埋矿土地淌出红水，尾矿库
渗滤液未经处理即流入里吉河造成河水污
染，影响农田灌溉。

文山州 土壤,水



44 D2YN202104090014
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经济开发区火车站
火车桥洞下餐馆和汽车修理厂产生的污水
直排桥洞下水沟，产生臭味。

楚雄州 大气,水

45 X2YN202104090003
举报人来信反映泸沽湖三家村美晨客栈等
周边客栈位于80米生态红线范围内，应当
予以拆除，至今仍正常经营。

丽江市 生态

46 D2YN202104090013

昆明市西山区紫苑路邻近广福路段，路面
杂物、垃圾多，扬尘大，雨天频繁积水导
致路面泥泞；长期设置的蓝色施工围挡影
响居民出行。

昆明市 大气,土壤

47 X2YN202104090004
红河州开远市华新水泥（红河）有限公司
24小时不间断生产，粉尘污染严重，严重
影响市民生活和身体健康。

红河州 大气

48 D2YN202104090012

昆明市官渡区湾流海实验小学旁的垃圾中
转站，选址不合理，清运不及时产生严重
异味，危害学校师生和周边居民身体健
康；曾多次向官渡区城市环境卫生管理部
门反映，回复将于2021年3月搬迁，但至今
未搬迁。

昆明市 大气,土壤

49 X2YN202104090005
昆明市寻甸县冷库厂倾倒废菜叶造成环境
污染；安装碎石设备，产生噪音、灰尘污
染。

昆明市 大气,噪音

50 X2YN202104090002 红河州石屏县左所村后山挖土，破坏生态
。

红河州 生态

51 X2YN202104090006

举报人来信反映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拟新建
尖峰大展水泥项目，将严重影响周边自然
保护区生态环境和热带雨林保护区保护修
复，破坏南腊河保护区生物多样性。

西双版纳州 生态

52 D2YN202104090009

保山双鑫物资回收利用有限公司（位于保
山市隆阳区蒲缥镇塘子沟村委会水长工业
园区）废气直排，造成周围两公里内空气
异味；举报人质疑该公司环评。

保山市 大气

53 D2YN202104090011

位于昆明市五华区羊仙坡 28号附近的安东
汽车修理厂和佳南汽车修理厂于近期夜间
喷漆并直排废气、废水，民族化工厂内几
家汽修企业也存在类似问题。

昆明市 大气,水

54 D2YN202104090007

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街道关上实验小学湾流
海校区与校区旁垃圾中转站仅一墙之隔 ，
垃圾产生臭味；校区正门处有积水且杂草
丛生，散发臭味；宝象河在雨季水量较大
时未能及时排泄，常与垃圾中转站堆放的
垃圾混合。

昆明市 大气,土壤



55 X2YN202104090007

有人在师宗县竹基镇竹基社区竹基大寨村
蔡家石山长期非法开采石材谋利，造成大
面积山体、植被破坏；非法开采问题一直
未得到解决，生态恢复治理滞后。

曲靖市 生态

56 D2YN202104090010

曲靖市宣威市落水镇山丫口采石场位于珠
江源保护区内，开采时粉尘和噪声污染严
重，噪音影响附近学校学生日常学习；该
采石场相关手续不齐全，无砍伐证，采石
时毁林毁草，破坏生态。村民曾向当地政
府反映，未得到有效解决。

曲靖市 生态,大气,噪音

57 D2YN202104090008

去年以来，永德县某河砂开采公司在保山
市施甸县旧城乡李来村勐波罗河段越界采
砂，毁坏十余亩基本农田，并导致河流改
道，周边生态环境被破坏；在县乡两级政
府责令停工后，该公司仍继续频繁开采。

保山市 生态

58 D2YN202104090005

昆明市盘龙区两面寺铁路汽修厂旁，长期
有人私自拆解报废汽车，汽车堆放处油污
满地，存在土壤污染风险；拆解时，电焊
等产生的废气危害周边群众。督察组入驻
云南前，此报废汽车厂停工，并于门口悬
挂停车场及汽车出租假牌以掩盖事实 。

昆明市 土壤,大气

59 D2YN202104090006

昆明市官渡区关上实验小学（湾流海校
区）背后设有大型垃圾池，垃圾池选址不
合理且无正规手续，常年堆放垃圾滋生蚊
蝇并产生异味，渗滤液排至附近臭水沟；
垃圾池旁臭水沟无人清理，散发异味影响
师生学习生活。半月前，曾发生一起学生
集体细菌感染事件，举报人认为该事件与
垃圾池有关。

昆明市 土壤,大气

60 D2YN202104090004

昆明滕广墙材制造有限公司（位于昆明市
晋宁区工业园晋城基地）无环评审批手
续，在已被关停的原金华页岩空心砖厂基
础上非法扩建砖窑进行生产。

昆明市 其他污染

61 D2YN202104090003
昆明市盘龙区金色交响家园小区有 7-8个垃
圾桶集中放置，垃圾乱堆乱放且未分类，
垃圾桶缺失桶盖，臭味扰民。

昆明市 土壤

62 D2YN202104090001

位于曲靖市陆良县小百户镇兴仁村委会第
八组毛远章村秧田坡头的宏福砖厂，毁林
卖土且采矿证已于2019年6月到期，目前该
厂仍在违法生产。

曲靖市 生态



63 D2YN202104090002

陆良县龙海山上及大莫古镇欣村山后存在
多家采石场，占地较多，生产时噪音扰
民，白色粉尘及白色石浆对环境污染大 ，
粉尘导致周边农作物无法生长。

曲靖市 大气,噪音

64 D2YN202104090037

昆明市安宁市敬业钢铁有限公司长期非法
排污。1、企业生产时，产生的工业废气有
臭鸡蛋和硫磺气味；因厂区除尘设备老旧
或无除尘设备，生产时灰尘铺天盖地，覆
盖在农作物叶片上，严重影响厂区周边农
作物生长。2、企业生产污水呈灰白色且有
温度，污水通过小河偷排至螳螂川；该企
业还将螳螂川中的水抽至水库沉淀，严重
影响水库水质，村民使用该水库灌溉农
田，致使农田污染。3、企业生产时产生的
噪音污染严重，持续时间较长，严重影响
周围居民日常生活。4、村民已多次举报，
未得到有效解决。十余天前，昆明市生态
环境局曾检查该企业，其违法排污行为有
所收敛。5.该企业经常通过半负荷运行来应
付日常检查。

昆明市 大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