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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件和边督边改情况公开一览表（第十七批）

江夏区已督促3处涉及占用基本农田的砂石堆场
经营者20天内将砂石料运走，拆除堆场，恢复原貌，并
对涉嫌占用基本农田的违法行为移交公安机关同步立
案调查；对于其他2处砂石堆场，责令1处采取覆盖和
洒水降尘处理，督促另1处尽快完成现场清运整改。

22 属实
D2HB2021
09160043

江夏区对金港汽车产业
园勤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余某给予批评教育并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对金港汽车
产业园勤建村原党支部书记、
原村委会主任葛某给予诫勉
谈话处理，对金港汽车产业园
党委委员余某给予书面检查
处理，对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矿产资源管理站副站长胡某
作出书面检查处理。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纸金路一加油站对面有很多砂石
堆场，占用基本农田，扬尘污染环境。纸金路与疏港大道交
会处有一个砂石堆场，扬尘污染环境。

大气

江夏区金口街、金港产业园附近有5处砂石堆场，其中3处涉及占用基
本农田：第一处由蔡某经营，占用基本农田约4.4亩；第二处由沈某经营，占
用基本农田约7.2亩；第三处由刘某经营，占用基本农田约9.9亩。另外2处
为建设用地。这5处砂石堆场在转运过程中有扬尘现象。

江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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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不

属实
D2HB2021
09160051

其他
污染

江汉区
江汉区将进一步改进群众工作方式，加强对项目

周边居民的宣传解释工作，在取得居民的支持理解后
再进行施工建设。

武汉市江汉区远洋心汉口御峰小区幼儿园10米外的垃
圾站属于违建，没有任何手续，没有经过合法途径征求民
意。当地部门前期答复7月1日拆除该垃圾站，可至今未拆，
还准备扩建。上个星期为迎接督察组检查，当地部门做表面
工作。

信访人反映的垃圾站实际为在建的常超街垃圾收集屋，用于收集、转运
周边小区自产的生活垃圾。经测量，该垃圾收集屋与幼儿园最近距离约100
米，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该项目符合建设手续和技术规范要求，不属于违
建，2021年4月开工，5月暂停施工。

无问责情形

黄陂区督促小区物业公司及时对地面及桶身进行
冲洗，同时对临时垃圾收运点加设挡板，保证临时垃圾
收运点美观整洁；购置除臭剂、灭蝇剂，实施消杀。

19 属实
D2HB2021
09160025

无问责情形
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F阳光城小区门口广场旁有很多

小区垃圾桶被转运，污水横流，臭气扰民。
大气、
水

近期，为了方便及时清运生活垃圾，小区物业公司在小区所属门前广场
设置临时垃圾收运点，占用面积约100平方米。现场检查时发现，共放置垃
圾桶20余个，无暴露垃圾，但部分垃圾桶周围存在因垃圾包装袋破损而产生
污水、散发异味的问题。

黄陂区

18
不

属实
D2HB2021
09160031

大气汉阳区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和城管部门将继续加大对武
汉博瑞环保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环境监管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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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同时，要求该公司
进一步提升环境管理水平，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武汉市汉阳区锅顶山垃圾焚烧厂离居民区不到300米，
每天晚上浓烟滚滚，居民家纱窗上每天都有满满的粉尘（致
癌物）。信访人对公示内容中该垃圾焚烧厂污染物达标排放
的情况表示质疑。

武汉博瑞环保能源发展有限公司（锅顶山垃圾焚烧厂）已依法办理相关
环保审批、验收、排污许可手续。市、区生态环境部门和城管部门多次进行
现场检查及监测，未发现其存在违法排污行为，在线监测数据在生态环境部
官网和企业大门显示屏上均公示，污染物达标排放。

无问责情形

江汉区将进一步改进群众工作方式，加强对项目
周边居民群众的宣传解释工作，在取得居民的支持和
理解后再进行施工建设。

28
不

属实
D2HB2021
09160008

无问责情形
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街远洋万和四季小区旁边正在违规

建设一个能容纳60吨垃圾的转运站，建成后会影响居民正
常生活。

其他
污染

信访人反映的垃圾转运站实际为在建的常超街垃圾收集屋，是服务于
周边居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的配套设施。该收集屋与该小区最近建筑距离
约为150米，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该项目符合建设手续和技术规范要求，不
属于违建，2021年4月开工，5月暂停施工。

江汉区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将持续加强区域企业环境监
管，督促企业强化治污减排力度，发现环境违法排污行
为将依法严肃查处，同时做好居民环境诉求的解释与
沟通工作。

21 属实
D2HB2021
09160019

无问责情形

武汉市洪山区花山碧桂园生态城左岸小区最近每天晚
上都能闻到焦煤味，异味扰民。信访人怀疑是花山大道武汉
市双虎涂料有限公司、武汉聚焦精有限公司、力诺化工园区
产生的气味。

大气

2021年9月16日至18日，执法人员对青山区化工片区武汉市双虎涂料
有限公司、武汉聚焦精有限公司、力诺化工园区进行突击检查，并沿途排查
异味源，除在部分企业装置旁闻到异味外，在厂界及周边未闻到明显异味；
对花山区域碧桂园生态城左岸小区进行排查，未闻到异味。花山地区距信
访人怀疑的3家企业最近直线距离约5公里，但青山区化工片区企业较多，
排污总量较大，在不同风向等气象条件下可能存在对周边敏感人群的影响。

洪山区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加强对该企业的环境监管，强
化企业环保意识，确保废气治理设施稳定正常运行、废
气达标排放；进一步加强对该区域企业巡查和暗访，如
发现环境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查处。

29
不

属实
D2HB2021
09160012

无问责情形

信访人之前投诉过光谷大道299号武汉元丰汽车电控
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偷排废气的污染问题。9月15日，当地相
关部门和居民代表到现场进行了核查，该公司老板回复让信
访人：“随便投诉，不怕。”目前，该公司每天晚上继续偷排臭
气，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其他
污染

武汉元丰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废气为焊接烟尘和食堂油
烟，焊接烟尘通过净化设备收集处理后排放，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设备处理
后排放。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对该企业生产状况以及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
多次进行现场调查核实，未发现偷排废气的行为。同时，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对该公司废气的排放情况多次委托具有CMA资质的第三方单位进行监测，
白天、夜晚的检测结果均达标。经查，2021年9月15日，企业有关负责人配
合消防部门和居民进入厂区进行排查，并表示公司依法依规生产，如有违法
行为，居民可以投诉。

东湖
新技术
开发区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将持续加强区域企业环境监
管，督促企业强化治污减排力度，发现环境违法排污行
为将依法严肃查处，同时做好居民环境诉求的解释与
沟通工作。

23 属实
D2HB2021
09160013

无问责情形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花山街道万科紫悦湾小区附
近青山区化工片区内的武汉聚焦精化工有限公司、双虎涂
料有限公司、中韩（武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排放臭气，污
染环境。

大气

2021 年 9 月 16 日至 18 日，执法人员对青山区化工片区武汉聚焦精化
工有限公司、双虎涂料有限公司、中韩（武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进行突击
检查，并沿途排查异味源，除在企业部分装置旁闻到异味外，在厂界及周边
未闻到明显异味；对花山区域万科紫悦湾小区进行排查，未闻到异味。花
山地区距信访人怀疑的3家企业最近直线距离约5公里，但青山区化工片
区企业较多，排污总量较大，在不同风向等气象条件下可能存在对周边敏
感人群的影响。

东湖
新技术
开发区

江夏区加强巡查管控，对占用生态林地和基本农
田的违法建设行为予以严肃查处。

24
不

属实
X2HB2021
09160064

无问责情形

武汉市江夏区郑店街为追求经济发展，大量占用生态
林地和基本农田违建，占用生态红线。目前已拆除东风
村、综合村等部分企业，还有黄金村、同兴村、关山村等企
业未被拆除。

生态

经核查，郑店街生态林地和基本农田面积未改变，项目建设过程中未出
现占用生态林地、基本农田及生态保护红线情形。对信访人反映的东风村
等5个村相关企业进行现场调查，未发现毁坏公益林（生态林地）和占用基本
农田的现象。

江夏区

江汉区将进一步改进群众工作方式，加强对项目
周边居民群众的宣传解释工作，在取得居民的支持理
解后加快常超街垃圾收集屋建设进程，解决小区内收
集垃圾过程带来的扰民问题。

25
不

属实
D2HB2021
09160009

无问责情形
信访人之前投诉过武汉市江汉区常超街垃圾中转站的

污染问题，现在还是有垃圾在往里运。

其他
污染、
大气

常超街现有一处移动压缩垃圾转运点（非垃圾中转站），正在实施提档
升级，将建设为室内垃圾收集屋。该转运点用于收集、转运周边凯旋佳园、
远洋心汉口御峰两个小区自产的生活垃圾，因异味扰民被群众投诉，已于9
月2日中午停用，现场不存在垃圾转运现象。目前，该转运点服务范围内的
凯旋佳园、远洋心汉口御峰两个小区垃圾由垃圾车进小区收集。

江汉区

青山区督促该店负责人调整剁肉、剁鱼时间并加
装缓冲垫，降低噪声；更换静音增氧泵；禁止播放音乐
招揽顾客的行为。坚持做好宣传沟通工作，加强巡查
管控。

26 属实
X2HB2021
09160042

无问责情形
武汉市青山区奥山世纪城澜橼小区底商天鲜配菜场剁

鱼噪声、循环泵和氧气泵噪声、绞肉机噪声、冷柜噪声扰民。
噪音

9月17日，经现场核实，该菜场商户为保证鱼类鲜活、冷鲜食品新鲜，需
要使用增氧泵及冷柜。商户在售卖经营和设备运行时会产生一定噪音。

青山区

黄陂区、东西湖区进一步加大对两家公司日常检
查力度，严格监督其危废收集、贮存、转运处置及危废
监管物联网填报等各个环节，一旦发现环境违法行为，
将从严查处。

27
不

属实
X2HB2021
09160037

无问责情形

武汉市黄陂区武汉市欣慕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武汉
市环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存在严重违法处置废矿物油行
为，2020年至2021年大量收集废矿物油1万多吨，用植物油
罐车非法转移至山东省、河北省进行违规处置，没有环保
转移联单。

其他
污染

经查，武汉市欣慕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市环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均持有《武汉市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并依证处置废矿物油。经现场检查
企业台账，未发现跨省转移废矿物油的情况。

黄陂区

9月17日，武昌区对该小区物业公司下达责令改正
通知书，物业公司已组织人员排干积水、清扫平台。武
昌区已制定改造方案，正在抓紧实施；督促物业公司加
大巡查力度，加强清扫保洁，及时抽排污水，确保无渍
水和环境整洁。

36 属实
D2HB2021
09160011

无问责情形
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铁路小区与九州通衢大酒店之间

有一个平台，酒店装修导致平台的排水管道被堵塞，下雨后
积水严重，对铁路小区27栋住宅墙体造成影响。

其他
污染

铁路小区27栋居民楼与九州通衢大酒店在二楼有一处连结平台。由于
平台排水管道堵塞，雨后形成积水，对铁路小区27栋住宅墙体造成影响。目
前，积水已被排干，平台已被清扫干净。

武昌区

青山区要求街道依法依规完善相关手续，推进项
目建设，加强管理，做好居民群众的解释工作；若无法
完善相关手续，要尽快恢复该区域绿化，充分征求群众
意见后，重新选址。

34 属实
D2HB2021
09160027

青山区对红卫路街环
卫所所长徐某某进行批评
教育。

武汉市青山区红卫路街道奥山世纪城旁边二环线正
下方（罗家港旁边）有一个工地侵占绿地，前后施工了 3 至
5 个月。该工地未标明项目名称及负责单位，也没有任何
公示。

生态
经调查核实，该区域属于规划绿化用地。青山区红卫路街对二七长江

大桥下桥墩之间区域实施平整及地面硬化，拟将该处作为市政服务设施，但
尚未启用，正在完善相关手续。

青山区

东西湖区加强对该处湖泊管理用房日常管理，确
保不产生环境污染，促进金银湖地区生态环境进一步
改善。

30 属实
X2HB2021
09160026

无问责情形

武汉市东西湖区张柏路和新桥路交会处（博大海南湾小
区旁）有一建筑物和院子，侵占部分湖面及岸线绿地，直排生
活污水，污染环境。该建筑物和院子没有用地许可证和工程
规划许可证，现有用途与规划不符。

水

经调查核实，该建筑物为上世纪建成的渔业管理用房，停止渔业生产后
改为湖泊管理用房，位于径河绿道，因年代久远未办理“两证”。为改善绿道
景观环境，2019年东西湖区在径河绿道建设中对年久失修的原建筑物加以
修缮，未改变公共用途，未侵占湖面。目前，该建筑物未使用，无污水排放。

东西湖区

武昌区、洪山区联合加强巡查守控，延长联合执法
时间，依法查处违规占道经营行为；加大清扫保洁频
次，保障区域环境卫生；督促流动摊点退路入店，合法
合规经营，减少对居民的影响。

35 属实
D2HB2021
09160007

无问责情形
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道丁字桥南路和富安街交叉路口

的水域天际小区门口大排档（经营时间为每天晚上12时至
次日凌晨5时），油烟、噪音扰民。

大气、
噪音

信访人反映的水域天际小区门口大排档位于小区49栋楼下转角处，约
有12家流动小餐车占道售卖，属于流动性小吃摊点，经营时间为每天夜间至
次日凌晨，产生油烟、噪音，对周边居民造成一定影响。

武昌区

汉阳区已督促企业对该地块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
面整改，裸土已全部进行覆盖；要求市政道路施工单位
安全文明施工，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车辆运输时产生的
噪声。

33 属实
D2HB2021
09160047

汉阳区对江堤街分管领
导朱某进行约谈。

1.汉阳区四新北路江城国际小区背后空地有一个垃圾
储存点，里面很多垃圾未清除。

2.空地上原来建设砂场设备、垃圾转运站设备、渣土车
工棚和驾校工棚都没被拆除，影响市容。多次投诉未果。

其他
污染

江城国际小区北面空地前期堆放的装修垃圾、砂场设备、垃圾转运站设
备、渣土车工棚和驾校工棚已被清理完毕。经现场核查，场地内现存设备和
工棚是为市政道路施工所用，待项目竣工后将即行拆除。前期有关该地块
的信访件，汉阳区已进行了调查、核实、处理及公示。

汉阳区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和城管部门将继续加大对武
汉博瑞环保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环境监管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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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同时，要求该公司
进一步提升环境管理水平，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32 属实
X2HB2021
09160014

无问责情形
武汉市汉阳区锅顶山垃圾焚烧厂焚烧垃圾产生臭气，严

重扰民。信访人对整改结果非常不满意。
大气

武汉博瑞环保能源发展有限公司（锅顶山垃圾焚烧厂）已依法办理相关环保
审批、验收、排污许可手续，主要处置江北片区生活垃圾，服务130万人左右。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和城管部门多次进行现场检查及监测，未发现其存在违法
排污行为，在线监测数据在生态环境部官网和企业大门显示屏上均公示，污染
物达标排放。受风向、气温等气象条件影响，局部地区有时存在异味问题。

汉阳区

武昌区、洪山区联合加强巡查守控，延长联合执法
时间，依法查处违规占道经营行为；加大清扫保洁频
次，保障区域环境卫生；督促流动摊点退路入店，合法
合规经营，减少对居民的影响。

31 属实
D2HB2021
09160003

无问责情形
武汉市武昌区水域天际小区49栋丁字桥南路与富安街

交叉口有十几家夜市商户占道经营（经营时间为凌晨2时至
6时），垃圾遍地，噪音、油烟扰民。

大气、
噪音

信访人反映的交叉口约有12家流动小餐车占道售卖，属流动性小吃摊
点，经营时间为每天夜间至次日凌晨，产生油烟、噪音，现场有丢弃垃圾现
象，对周边居民造成一定影响。

武昌区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湖北
进驻时间：2021年8月31日—9月30日

专门值班电话：027-68881984

专门邮政信箱：湖北省武汉市A104信箱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8:00—20:00

受理范围：主要受理湖北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

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
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