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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湖区组织武汉地铁集团、小区开发商研
究制定降噪方案并进行了专家论证，拟采取安装
隔音屏等措施降低地铁行驶噪声污染，将尽快组
织实施。

26 属实
X2HB2021
09150024

无问责情形
东西湖区金银潭片区的地铁2号线金地北辰阅风

小区段距离小区建筑低于25米，既不利于地铁安全，
也对金地北辰阅风小区有噪音污染。

噪音

信访人反映的“金地北辰阅风小区”实际为金地北辰阅风华小
区。经现场调查核实，该小区建筑物与地铁2号线轨道控制线的最
近距离约10米，符合《武汉市轨道交通管理办法》的规定。2021年8
月31日，东西湖区组织对金地北辰阅风华小区开展噪声监测，结果
显示夜间噪声超标，主要污染源为地铁2号线轨道交通噪声。

东西湖区

处理和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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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不

属实
X2HB2021
09150035

其他
污染

新洲区
生态环境部门将继续对武汉创盛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进行严格监管，在此基础上帮扶其进一步
优化现有各项治污设施，提升其环境管理水平。

新洲区武汉创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无处理实验
室废液的资质，却收集、处置实验室废液和在线检测
废液。该公司违规将实验室废液的代码划到 HW34
废酸、HW06废有机溶剂类。

武汉创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已办理《湖北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证》（编号：S42-01-17-0044），核准经营危险废物类别包括HW06废
有机溶剂、HW34废酸等。经调查，该公司按经营范围和相关规范要
求收集、处置危险废物。

无问责情形

青山区对红卫路街建设二路本溪街路口9家
餐饮门店安排油烟排放检测，并督促其对油烟净
化设备进行清洗和维护，确保油烟净化设备正常
使用；对新疆兄弟烤肉店店主进行约谈，要求严格
落实店内经营，定期对油烟净化设备进行清理维
护。青山区将进一步加强巡查检查，及时对油烟
扰民问题进行处置。

22 属实
X2HB2021
09150043

无问责情形
1.青山区红卫路街50街坊建设二路本溪街路口

有一排餐馆，油烟扰民。
2.青山区建设二路34号附13号的新疆兄弟烤肉

店露天炭火烧烤，油烟扰民。

大气

1.青山区红卫路街50街坊建设二路本溪街路口共有11家餐饮
门店，有2家为面食经营门店，无油烟排放；另9家有油烟排放，油烟
通过独立烟道排放，目前油烟净化设备使用正常，但存在一定的油
烟异味。

2.信访人反映的新疆兄弟烤肉店，前期有露天烧烤现象，现烧烤
炉已搬至店内经营并改用气烤，配有油烟净化设备。9月14日，青山
区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商户进行了油烟排放检测，检测结果达
标，但存在一定的油烟异味。

青山区

21
不

属实
X2HB2021
09150079

水江岸区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和城管部门继续加大对

企业的环境监管力度，加强现场巡查检查，严厉查
处各类环境违法违规行为。

江岸区兴业路136号(黄浦科技园)工业厂房(二期)
1栋7至8层，武汉环境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污水
处理技术是高耗能增污技术。该公司的陈家冲和长
山口垃圾场污水产生率居高不下，环投公司故意增加
污水量，在污水处理过程中偷加自来水，稀释达标。
另外，用污水处理费的名义套取财政资金。

武汉环境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下属陈家冲、长山口填埋场采
用的渗滤液处理技术是目前国内主流渗滤液处理工艺，均依据国家
标准及规范设计，经过专家评审论证。陈家冲、长山口填埋场渗滤液
产生量和其进场垃圾量之间关系符合《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
规范》，其污水处理设施排水口未发现自来水设施，没有发现在污水
处理过程中投加自来水、稀释达标排放的情况。

两家填埋场渗滤液常规处理设施运行费用已包含在生活垃圾处
理费中，渗滤液应急处理经费经严格监管并经审计确认，均按照规定
程序进行支付，不存在套取财政资金的情况。

无问责情形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和城管部门将继续加大
对两家企业的环境监管力度，督促其加强污染防
治设施日常运行管理，确保处理设施稳定正常运
行、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24 属实
D2HB2021
09150042

无问责情形

武汉市汉阳区琴台大道永丰街锅顶山两个垃圾
焚烧场离投诉人所在小区只有 300 米，每天臭味弥
漫。领导一检查就没有气味，领导一走臭味弥漫。多
次投诉没有解决。

大气

信访人反映的“两个垃圾焚烧场”为锅顶山垃圾焚烧厂和汉氏
医疗废物焚烧厂，均已依法办理环保审批、验收、排污许可手续。
2021年以来，市、区生态环境部门对两家企业持续开展昼、夜间检查
巡查，未发现两家企业存在违法排污行为；经对其废气排放现场监
测，监测结果均达标；其在线监测数据在企业大门显示屏上均实时
公示。2021年6月12日至今，市、区生态环境部门和城管部门针对
群众投诉异味问题，在距离两家企业300米外的保利星河九洲小区
连续开展24小时驻点蹲守排查工作，蹲守期间未发现有持续性、大
范围、明显异味情况。

汉阳区

23 属实
D2HB2021
09150039

大气、
噪音、
土壤

黄陂区

黄陂区加强进入该市场的载货车辆管控，做
好对市场内经营户的政策宣传，引导经营户尽快
搬迁；安排环卫车辆定时在市场内洒水降尘，减
少扬尘扰民；要求外迁经营户每天 19 时至次日
7 时不得整理打包作业，外运货物时提前报备，
避免噪音扰民。

距离武汉市黄陂区金川·纯水岸小区10米左右的
武汉市前明物资有限公司生产产生噪音、粉尘，影响
居民生活。湖边到处堆放着公司加工金属废弃物，影
响生态环境。

信访人反映的是武汉市前明物资有限公司经营的废旧金属回收
市场，位于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叶店村。该市场自2011年1月在此地
从事废品回收、建筑材料租赁等,已于2021年9月3日停业，仅有小型
车辆出入及场内搬迁转运车辆通行,存在噪声和粉尘污染。黄陂区
已对进出该市场的道路实行24小时封控管理，劝返进入该市场的载
货车辆，引导市场经营户尽快搬迁。

黄陂区对盘龙城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驻村干
部刘某进行约谈；对盘龙
城经济开发区叶店村党
支部书记林某进行批评
教育。

针对居民反映的异味问题，市、区生态环境部
门在前期开展检查、巡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分析，
排查异味源。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持续开展辖区巡
查，使用无人机对小区周边区域进行航拍巡查。

33
属实D2HB2021

09150021
无问责情形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万科紫悦湾小区居民闻到烧
煤的气味，怀疑来自6公里外的青山区化工园区。请
相关部门调查该气味的来源。

大气

万科紫悦湾小区位于青山区化工园区以南、花山生态新城区域
内。9月15日至16日，执法人员对青山区化工园区及花山区域进行
巡查，未闻到明显异味，但不排除不同风向、不同时段存在异味影响
的可能。

东湖
新技术
开发区

31
属实

D2HB2021
09150017

噪音、
大气

黄陂区

黄陂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到德成广场发放广
场舞文明倡议书，劝导市民文明健身、避免噪音影
响。阳光城社区与广场舞带队负责人签订承诺
书，承诺20时30分至次日7时停止跳广场舞。阳
光城社区督促物业公司指派专人负责广场管理，
发现噪音扰民问题及时制止。

针对F阳光城小区6家餐饮门店部分门店夜
间出店经营问题，黄陂区已安排增加夜间值守力
量，对出店经营行为进行整治，并做好相关法规宣
传工作。

1、黄陂区盘龙城德成广场，每天傍晚6时许到晚9
时30分之间，有人跳广场舞；早上6时许到晚上，一直
有人在广场上唱歌。噪音太大，影响居民健康。

2、盘龙城F阳光城小区楼下的餐饮商铺没有油烟
处理净化设备，经常在户外烧烤。

1.德成广场位于巨龙大道与盘龙二路南延线交会处，每天主要
在早、晚两个时段有1至2支广场舞队在此跳广场舞，播放的音乐声
和晚上市民唱歌声对周边居民有一定影响。

2.盘龙城F阳光城小区位于德成广场对面，小区楼下有6家餐饮
门店，营业执照齐全，已全部安装油烟净化设备，2021年3月油烟检
测结果合格；2021 年 7 月，再次对 6 家餐饮门店进行油烟及噪声监
测，结果均合格。经调查，存在部分门店夜晚出店经营现象。

无问责情形

江岸区要求超市经营单位加强卸货期间文明
作业，轻拿轻放，尽量降低噪音；安排警力做好东
立街沿线车辆通行引导工作，早晚高峰期缓解车
辆通行压力，减少堵车产生的噪音；组织社区在居
民小区、沿线商铺广泛开展文明行车宣传工作，引
导居民文明行车出行。

28 属实
X2HB2021
09150019

无问责情形
江岸区二七路东立街全长700米，距离内环线解

放大道仅300米，停车场、超市卸货、堵车等产生的噪
音严重扰民。

噪音

经现场核查，东立街沿线现有两个停车场；家乐福超市卸货区卸
货时间主要为早5时30分至6时、晚10时至12时；东立街机动车通
行较多，早晚高峰期有时会发生堵车现象。停车场车辆进出、超市卸
货和堵车时司机鸣笛存在噪音扰民问题。

江岸区

27 属实
D2HB2021
09150030

噪音洪山区

洪山区持续开展治超综合执法，加大执法力
度，对来往的货运车辆严格检查，提醒司机夜间文
明驾驶，选址安装噪声自动监测设备，通过治超、限
速、禁鸣等措施减少交通噪声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洪山区白沙洲南郊小路紧邻小区居民卧室，大型
货运车辆每晚10时30分到次日凌晨通行、鸣笛，噪声
扰民。

经现场调查，南郊小路属于三环线外道路，目前不在禁止货车通
行道路之列。该道路连通三环线，周边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增
益冷链等批发交易市场，存在货车通行和鸣笛扰民情况。

无问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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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武
汉市青少年宫加强景观水池水质管理。

30 属实
D2HB2021
09150022

无问责情形

江岸区台北路武汉市青少年宫东门“boomboom
room”酒吧邻近武汉市青少年宫内部的观景湖，酒吧
经营噪声扰民，而且湖里的整体水质逐渐变差，怀疑
与该酒吧污水排放有关。

噪音、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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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宫景观水池（观景湖）由武汉市青
少年宫管理。经排查，没有发现该酒吧向景观水池排污行为。

江岸区

29 属实
X2HB2021
09150018

噪音青山区

青山区已上门进行法规宣传，督促其严格遵
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施工作业，加强工地内工人
及车辆管理，杜绝夜间违规施工作业噪音扰民问
题发生；加强对该工地巡查力度，一旦发现违法行
为，将依法采取相关措施。

青山区建设四路青山樽工程项目经常夜间无证
施工，噪音严重扰民。已向市、区城管部门投诉10余
次均无果，望得到有效解决。

9月16日夜间，青山区到青山樽工程项目工地现场调查核实，未
发现工地夜间施工情况，但该工地人员、工程车辆早间进出工地为当
天施工做准备，存在一定的噪声影响。执法人员当即要求该工地调
整早间人员、设备进场时间，将进场时间推迟至6时以后。

青山区对中国一冶
集团有限公司青山樽项
目负责人汪某进行约谈。

汉阳区已督促街道、施工单位对临时工棚立
面不洁等问题进行整改；要求施工单位安全文明
施工，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降低车辆运输时产
生的噪音，防止扰民。

34 属实
D2HB2021
09150015

汉阳区对江堤街分管
领导朱某进行约谈。

汉阳区江城国际小区后面的空地有多家小型企
业，里面的砂石厂生产设备和工棚没被拆除；大型渣
土车运输噪声严重扰民。

噪音

信访人反映的地块为江堤街下属集团公司产业用地，根据市政
规划准备建设市政道路“博览北巷”。场内工棚为场地平整、道路施
工建设临时办公用房、工人休息用房，无小型企业及砂石生产设备。

“博览北巷”道路项目竣工后，施工所需的临时工棚将被及时拆除。
近期，施工单位对该地块进行清理平整，部分渣土车在运输过程中产
生一定的噪音。

汉阳区

生态环境部门将持续加大对该区域企业监管
力度，督促企业大力治污减排，同时继续开展花山
地区异味巡查，对有环境诉求的居民做好解释和
沟通工作。

32 属实
D2HB2021
09150020

无问责情形

东湖高新区花山碧桂园小区居民9月12日至15
日每天都能闻到焦煤味，晚上尤其严重，怀疑是附近
化工厂未开污染防治设施偷排废气，曾经向武汉市反
映该问题，2021年上半年情况好转、几乎没有异味，最
近又开始反复。

大气

花山碧桂园小区位于青山区化工园区、花山生态新城区域内。
经调查，小区附近无化工厂，小区距青山区化工园区直线距离约6公
里。9月12日至16日，执法人员对青山区化工园区企业进行突击检
查，未发现有偷排行为，但该区域企业较多，排污总量较大，在不同风
向等气象条件下，存在对周边敏感人群造成影响的可能。

东湖
新技术
开发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