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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武昌区新生路星河学校建设工地晚上运输
渣土，漏撒渣土污染路面，噪声扰民。

武汉市江岸区后湖大道同安家园小区2号门附近
小广场上的同安社区腰鼓队敲鼓声以及广场舞噪声扰
民。长期投诉未处理好。

武汉市江岸区汉孝城际铁路后湖站铁路桥下有人
私自圈地建停车场，没有任何相关手续和设施，向市长
专线多次反映未得到解决。之后愈演愈烈，驾校、大排
档、回收旧木材、回收废轮胎、卖砂石水泥、乱倒建筑垃
圾，厂内灰尘极大，脏乱差现象严重。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万科翡翠玖玺小区附近的康
明斯东亚研发中心24小时不间断发出很大的噪声，影
响附近居民正常生活。

武汉市洪山区民族大道纺织路曙光新城B区南门
内有一个垃圾转运站，污水横流，离武汉纺织大学学生
宿舍很近，异味扰民。

武汉市江夏区清江红景小区附近的汤逊湖有死
鱼，湖面上有绿色漂浮物。

武汉市东西湖区革新大道日特固汽车内饰有限公
司将工业固废交给没有资质的公司非法处置，污染环
境。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街石门社区木兰退休小镇项
目施工人员在山上建房，开山毁林，粉尘、噪声扰民。

武汉市江夏区长山口垃圾填埋场排放污水，异味
扰民。

武汉市江夏区碧桂园天玺湾小区业主反映：
1.该小区先于四环线前被定为住宅用地属性，但

是前期是按照城市标准来处理噪音问题，不符合标准；
2.小区旁边四环线大货车很多，噪音扰民；
3.后期三环线车流量将会分流到四环线，担心以

后噪音影响会更严重。

武汉市洪山区桂子花园二期与华中师大、武汉体
育学院中间的湖汊（面积45605平方米）于2018年被卖
给鼎顺瑞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准备填湖建房。

武汉市江岸区台北路96号桃源里小区对面有个
地块新开了一家BBR酒吧。该酒吧从凌晨经营到天
亮，噪音扰民。

武汉市洪山区白沙洲街道邮政小区保利公园九里
建安街延长线的高架桥工程噪声监/预测布点图造假、
环评造假。多次维权未果。

武汉市江岸区新村街黑泥湖路16号住宅楼的墙
体有洞，里面流自来水，流了一年，浪费水资源。

武汉市江夏经济开发区庙山富丽金澜湾小区6栋
1单元生活污水直排（因污水管网破损），污水横流，流
进了雨水管网。

武汉市蔡甸区蔡甸大街祥兴天骄城门面有5家饭
馆，噪音、油烟扰民。

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道风华天城业主反映周氏朝
妹餐饮店油烟扰民。

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北路128号保利蓝海郡小区物
业公司工作人员不将垃圾桶放于规划位置，而是集中
堆放在幼儿园旁边（100多个垃圾桶）。转运过程中污
水横流，垃圾渗滤液直接流入下水管网，再流入南湖。

江夏区兴新街物资宿舍附近堆放垃圾，影响居民
生活。

黄陂区天宇路与峡飞路污水管网建设和道路修复
缓慢，现在该路段污水横流。

信访人反映的区域实际为新河街学校对面的“新建商务设施和
公园绿地项目”工地。该项目前期已办理规划、施工许可手续，正处
于地下结构施工和土方外运尾期阶段，存在施工噪音和渣土外运期
间漏撒渣土污染路面情况。

经现场核查，同安家园小区2号门附近的小广场晚间确有腰鼓
队、广场舞队活动，存在噪音扰民现象。

经核查，汉孝城际铁路后湖站铁路桥下区域由专用围栏（墙）
隔离，隔离区内为空地。信访人反映的区域实为铁路桥附近区
域，属于武汉跃进集团有限公司闲置地块。目前，该地块用于租
赁经营，现场有停车场、驾校、大排档、木材回收、废轮胎回收、卖
砂石水泥等经营项目。其中，停车场为武汉跃进集团有限公司自
管停车场，大排档已办理营业执照；闲置地块内有装修垃圾堆放，
并产生扬尘问题。

经调查，该公司为24小时生产，反映的噪声主要是厂区内机械
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目前已安装隔音板。2021年9月16日，武
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对该公司进行噪声监测，监测结果达标，但对
周边居民仍有一定影响。

信访人反映的“垃圾转运站”为曙光新城（实际为曙光星城）小区
配套垃圾收集点，为该小区近2万名居民提供生活垃圾收集转运服
务。该处设有排水槽，武汉沁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每日对场地进行
清洗、消杀、除臭，但仍有异味，对附近居民有一定影响。

信访人反映的“清江红景小区”实际为清江泓景小区。经调查，
该小区东侧的汤逊湖水域存在死鱼，附近水域未发现死鱼；沿岸水域
存在少量绿色漂浮物，为藻类混合物。打捞清理后，后续巡查未发现
死鱼和绿色漂浮物。

经调查，信访人反映的“日特固汽车内饰有限公司”实际为武汉
日特固防音配件有限公司，其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委托给湖北国生
环保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后者具有工业固体废物处置资质。

信访人反映的木兰退休小镇项目办理了建设用地手续，施工均
在土地使用证规定的红线范围内，无违规占用山地建房行为；项目办
理了林地征占用审批手续，未发现非法开山毁林问题；项目施工过程
中存在一定的粉尘、噪音扰民问题。

长山口生活垃圾填埋场主要处置江南片区生活垃圾，为190万
人提供垃圾转运服务。该填埋场设立、运行、排污许可手续齐全。填
埋场有3套污水处理系统，废水排放口设有在线监测设备，废水达标
后经市政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今年以来，长山口区域垃圾处理企业
废气排放监测数据均达标，但时有关于该区域异味的投诉。针对长山
口区域异味问题，市、区生态环境部门和城管部门采取驻场蹲守、现场
检查、巡查走访、仪器检测等多种方式加强对企业监管。近一年共对
该区域垃圾处理企业开展现场检查20多次、废气抽测10多次。

经调查，碧桂园天玺湾小区晚于四环线项目建设，建成时房屋门
窗已按环评要求安装双层隔声玻璃。2020年5月，市交投公司在南
四环碧桂园天玺湾小区沿线路段安装了单面直立式隔音屏。2021
年9月10日，江夏区在碧桂园天玺湾小区监测点进行了噪声监测，结
果显示达标。2021年9月13日至14日，在碧桂园天玺湾小区监测点
再次进行了噪声监测，结果显示白天噪声达标、夜间噪声略微超标，
车辆通行时会产生一定的交通噪声。

信访人反映的“湖汊”地块由武汉市鼎顺瑞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通过公开招拍方式竞得，土地用途为居住用地。该地块内
有 1 处独立水塘，现状形成于 2011 年。2011 年至今，水面未减少，
未发生填埋情况。该地块拟建项目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也未核发填占水塘的《准予水行政许可决定书》，目前尚未动
工建设。

2021年6月，该酒吧为减少噪音，已完成酒吧内部隔音工程。9
月16日，江岸区安排专业机构对该酒吧所在区域进行噪音监测，监
测结果达标。由于该酒吧营业时间室外人员和车辆较多，产生的噪
音对周边居民有一定影响。

信访人反映的“保利公园九里建安街延长线的高架桥”实际
为建安街（白沙洲大道—南湖路）工程。“噪声监/预测布点图”为
该工程环评报告附件。经武汉市生态环境部门现场实测和复核
项目环评报告，该工程环评文件的编制总体上符合相关技术规范
要求，不存在造假。建安街（白沙洲大道—南湖路）工程正在建设
中，尚未通车。

该住宅楼位于征收区域，由新村街道签约单位江岸房地产公司
动迁公司代管。经现场核查，一楼自来水管老化严重；今年以来，经
多次维修，水管漏水情况仍反复出现。

经调查，该小区内部东门岗地下污水管道损坏、淤堵引发污水排
放不畅，导致小区6栋1单元楼下污水井盖存在少量反溢。查看小区
内雨水井，未发现污水排入雨水管网的情形。

信访人反映的“5家饭馆”为如归家快餐店、点点烧烤店、汉川传
统掺汤店、胡小厨菜馆、小辜吃吃烧烤店。对5家餐馆开展的油烟、
噪声监测显示，无超标排放情形，但有时存在扰民问题。

信访人反映的餐饮店安装有油烟净化设施。2021年9月6日，
该店向武昌区行政审批部门申办《食品经营许可证》。办理审批前，
武昌区行政审批部门拟组织召开听证会。该店9月15日试营业，对
周边居民产生一定的油烟影响。

信访人反映的保利蓝海郡小区垃圾桶存放点距小区内幼儿园楼
房 72 米，垃圾桶内套装了黑色垃圾袋，存在部分垃圾桶不洁的情
况。该小区已完成雨污分流改造，对垃圾桶堆放区雨水篦子接入雨
水井的管口进行了封堵，垃圾渗滤液和垃圾桶清洗污水接入污水管
网，没有垃圾渗滤液通过下水管网流入南湖。

兴新街物资宿舍为江夏区物控集团自管小区，无物业管理公
司。信访人反映该宿舍附近堆放的垃圾位于该宿舍楼背后，为兴新
街329号商铺临时堆放的装修垃圾。

信访人反映的天宇路、峡飞路（实际为霞飞路）位于黄陂区盘
龙城空港新城，两处路段合计约1500米，由于项目建设单位资金运
转困难等原因，没有按要求建设，尚未交付。现场检查发现，天宇
路与霞飞路交叉处道路存在破损，未见污水横流现象。黄陂区先
行对霞飞路段新力帝泊湾幼儿园门前部分破损路面进行改造，已
完工交付使用。

武昌区加大夜间巡查执法力度，对违法施工
依法查处；强化渣土转运管控，督促规范装载、减
速慢行，禁止鸣笛；加强出场车辆冲洗，严防污染
路面。

江岸区要求腰鼓队、广场舞队排练时不得大
声喧哗，播放音乐时调低音量；加强巡查，发现扰
民问题后及时劝阻；做好群众解释工作。

武汉跃进集团有限公司已按照装修垃圾堆放
要求，对该装修垃圾临时堆放点进行打围并覆盖，
定时清理垃圾，及时进行清扫冲洗，避免扬尘扰
民。江岸区督促大排档规范现场经营行为，严格
落实环境卫生要求；9 月 30 日前对驾校、木材回
收、废轮胎回收、卖砂石水泥等场所予以关停取
缔；加强该区域的巡查监管，防止问题反弹。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督促该公司于2021年9
月30日前制定全厂降噪整改提升方案，并严格落
实；对该公司加强监管，加大噪声监测频次，一旦
发现环境违法行为，将依法查处。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督促武汉沁园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规范垃圾收集设施，防止污水外溢，要求垃
圾转运后及时清洗、保洁、消杀；督促增加垃圾转
运频次，确保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加大巡查力度，
及时发现并督促整改存在的环境卫生问题。

江夏区加大湖泊保洁频次，及时清理漂浮物，
保持湖面清洁，并进一步加强湖泊周边巡查管控。

东西湖区加强对武汉日特固防音配件有限公
司的日常环境监督管理，督促其继续规范处置工
业固体废物。

黄陂区加强监管，要求施工单位严格遵守文明
施工规定，休息时间不得施工，同时做好保洁降尘降
噪工作，减小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加快小区及周边绿
化建设，提升小区绿化景观品质，改善人居环境。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和城管部门持续加大对
长山口区域垃圾处理企业的环境监管力度，督促
企业加强除臭设施日常运行巡检，确保臭气处理
设施稳定正常运行；进一步排查异味源，督促企业
在达标排放的前提下持续开展技术改造和提档升
级工作，努力减少异味扰民；鼓励企业设立公众开
放日，方便群众实地了解企业环境管理情况。

市生态环境部门已对市交投公司四环线项目
环境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市交投公司采取措施进
一步完善隔声设施，尽量降低噪音。江夏区跟踪
做好噪声监测工作。

洪山区将加强对此处水塘的管控，要求开发
商依法依规开展项目建设。一旦发现有违法填塘
等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将依法依规严厉查处。

江岸区督促该酒吧业主设置引导提示牌，加
强进场、散场人员秩序引导，减少喧哗；对该酒吧
外车辆停放秩序进行管控，加强文明行车、禁止鸣
笛等宣传引导，防止车辆鸣笛等噪音扰民。

洪山区积极做好建安街（白沙洲大道—南湖
路）工程沿线居民的宣传和解释工作，争取群众理
解与支持。项目业主单位提出降噪优化方案，拟
将原声屏障升高升级,将原设计的透明亚克力板
更换为降噪效果更好的吸声材料板。

江岸区已组织重新安装管道，解决漏水问
题。江岸区将加强巡查，及时处置类似问题。

江夏区已组织施工单位于9月17日进场进行
开挖维修，预计15天内完成维修施工。同时，进
一步加强巡查，发现类似问题及时处置。

蔡甸区责令5家餐馆限期整改；加强巡查监
管，督促餐饮场所落实油烟净化设施清洗维护要
求，保证油烟净化设施正常运行。

武昌区组织相关部门按法律规定举行听证
会，依法决定是否核发《食品经营许可证》；组织店
主及居民协商沟通，妥善化解矛盾；加强巡查监
管，并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油烟、噪音检测，
依法处置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洪山区加强对垃圾存放点日常管理，及时更
换破损垃圾桶，及时转运、清洁、消杀；督促小区开
发商、物业公司充分征求小区业委会和业主意见
后，有计划推进小区无害化垃圾收集点建设。

江夏区已对该处装修垃圾清理清运完毕，对
堆放垃圾的商铺业主进行了批评教育，同时责令
该区域保洁公司及时做好垃圾清运工作。

黄陂区将继续筹措资金推进破损路面改造，
同时督促项目建设单位尽快组织资金，加快推进
道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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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岸区对塔子湖街道
城管中队陈某进行批评教
育。

无问责情形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对
武汉沁园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负责人张某某进行约
谈。

无问责情形

无问责情形

无问责情形

无问责情形

无问责情形

无问责情形

无问责情形

无问责情形

江岸区约谈江岸房地
产公司动迁公司，并对现场
负责人方某进行批评教育。

无问责情形

无问责情形

无问责情形

无问责情形

无问责情形

无问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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