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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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批）

处理和整改情况
序
号

是否
属实

受理编号 问责情况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行政
区域

（下转第五版）

1 属实D2HB2021
09170078

噪音江夏区

市生态环境部门已对市交投公司四环线项目
噪声污染防治涉嫌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并下
达责令整改违法行为决定书。市交投公司按环境
影响评价要求进一步完善隔音设施。江夏区跟踪
做好噪声监测工作。

武汉市江夏区明泽街海悦天地小区旁边南四环
线离住户只有19米，车辆行驶噪音扰民，且小区先于
四环线建成。

海悦天地小区距南四环最近距离为30米。2020年5月，市交投
公司在南四环碧桂园天玺湾、海悦天地小区沿线路段安装了单面直
立式声屏障。2021年9月10日，江夏区在海悦天地小区监测点位进
行了噪声监测，结果显示噪声超标。

无问责
情形

2 不属实X2HB2021
09170052

其他污染洪山区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所在街道、市城投公司

积极向建安街沿线居民群众做好宣传和解释工
作，争取群众理解支持。

武汉市洪山区南湖路至白沙洲高架桥环评造假，
环评报告中明确保利公园九里五期没有实地测量，而
是根据环评要求随意造假，距离桥最近的四期27、28、
29栋在环评上无显示，意见征询表造假。

信访人反映的“南湖路至白沙洲高架桥”实为建安街（白沙洲大
道—南湖路）工程，设计车速40公里/小时。2016年5月，经对该工程
环评报告开展技术审查后，依法依规、按程序予以批复，环评报告中
所附的卫片图已含小区四期27、28、29栋。2021年7月，组织有关专
家和单位对居民反映该工程环评报告相关问题进一步研究，未发现
环评报告造假情形。

无问责
情形

3 属实
D2HB2021
09170068

大气、水武昌区

1.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天源城小区天文阁1楼小
餐饮店油烟污染严重，餐饮污水排放到小区污水管网
造成堵塞。2.小区周边新改扩建一个武昌区水果湖街
道卫生服务中心，没有办理改扩建相应手续，前期的
污水直排到天源城小区，影响到小区居民正常生活。

1.天源城小区天文阁一楼为“涛涛川味馆”，持有《营业执照》和
《食品经营许可证》；餐饮废水经隔油设施预处理后排入小区内部污
水管网，未发现堵塞现象；已安装油烟净化器及排烟管道，2020年11
月油烟检测达标，2021年6月，商户对油烟净化设备进行了维护清
洗，设施运行正常。油烟排放对周边住户存在影响。

2.武昌区水果湖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辖区9个社区9.7万
居民，已办理环评、消防手续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因疫情防控
需要，2020年该中心进行了改扩建，完善了发热诊室，规范了“三区
两通道”。经核查，卫生服务中心污水处理设施完善，污水经处理达
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无污水直排现象。

1.武昌区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再次开展油烟
检测，若存在超标排放，将依法依规处理；加强巡
查监管，督促商户定期对油烟净化设备进行清洗
维护，保证设备正常运行；督促商户及小区物业公
司，定期对排污管道清理维护。

2.武昌区督促卫生服务中心进一步完善有关
手续，加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污水规范处理监管，
确保达标排放。

无问责
情形

4 属实
D2HB2021
09170071

大气江岸区

武汉市江岸区融创澜岸小区周边被不明单位分
段划分成了砂石建材、私人菜地、驾校、废弃工棚等。
目前，街道办到现场将垃圾上面覆盖了一层绿色的
网，扬尘扰民。

融创澜岸小区周边属开发建设区域，道路基础设施未建成，未封
闭管理区域较多，空地上有临时工棚。2021年9月10日以来，江岸
区已组织全面清理整治零散砂石和周边环境，拆除工棚，小区周边目
前无砂石建材、私人菜地和驾校，现场垃圾已全面清理，裸露空地用
绿网覆盖防止扬尘。

江岸区加大对融创澜岸小区周边区域的巡查
管控，做好清扫保洁，防止问题反弹。

江岸区对塔子湖街
道城管中队陈某进行批
评教育。

5 属实D2HB2021
09170066

大气、
噪音

黄陂区

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刘店村道贯泉汉北家园后
面的砖瓦厂距离小区7栋、8栋不足5米，该砖瓦厂全
天24小时加工，货车过磅噪音严重扰民，且有粉尘污
染。

信访人反映的“砖瓦厂”为武汉市黄陂区刘店村预制有限公司，
有生产线2条，主要经营预制板、水泥彩砖加工销售以及建材销售。
现场检查时，该厂正在停产整顿，堆场已全覆盖。监测报告显示，该
公司噪声达到排放标准，但车辆运输和货物装卸时产生的噪声对周
边居民造成一定影响。该公司厂区部分地面未硬化、堆砖场地有积
尘，存在扬尘污染。

黄陂区责令该公司继续加大厂区路面的洒水
频次，控制进出车辆车速，要求企业调整生产作业
时间, 12:00至14:00、20:00至次日7:30不得生产、
不得进行运输装卸作业，减少扬尘、噪音影响。

无问责
情形

6 属实
X2HB2021
09170045

水
东湖新技术

开发区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龙泉街道升华村美泰乐蔬果
基地占用耕地；污水排入湖里；挖鱼塘，违规养殖；硬
化土地，乱搭乱建。

信访人反映地块规划控制为生态底线区，土地性质为耕地。美
泰乐蔬果基地在该区域建有大棚用于蔬菜、瓜果种植和农业设备存
放，属于农业设施，可以使用一般耕地。该基地生活污水通过化粪池
处理后，用于浇灌蔬果和苗圃，未发现污水排入湖泊。该基地在周边
租赁了5处鱼塘，未擅自挖鱼塘，非违规养殖。2020年11月，该基地
私自对1处蔬菜大棚及周边场地进行硬化，硬化面积约630平方米，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已于2021年6月向该基地下达整改通知书，责令
其整改拆除，目前已全部拆除，现场未发现新增违法建设。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进一步强化巡查管控，严
格执法，严查占用耕地、违法排污、违规养殖、违建
等行为。

无问责
情形

7 属实
D2HB2021
09170065

土壤江岸区
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大道2098 号佰昌公馆B 区西

门有一待建工地没有围挡，佰昌公馆物业向待建工地
倾倒生活垃圾。

经现场核查，信访人反映的待建地块未开工建设，未设置围挡，
未发现在该处倾倒生活垃圾的情况。待建地块旁有一处废品回收
点，地面有部分散落的生活垃圾。

江岸区对散落的生活垃圾全面清理；加强该
区域巡查管控，发现问题立即整改，保障周边环境；
协调待建地块建设单位12月底前完成围挡建设。

无问责
情形

8 属实
D2HB2021
09170063

水、大气武昌区
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天源城小区天文阁一楼餐

饮商铺排污水，油烟扰民。

天源城小区天文阁一楼为“涛涛川味馆”，持有《营业执照》和《食
品经营许可证》。其餐饮废水经隔油设施预处理后排入小区内部污
水管网，未发现堵塞现象。已安装油烟净化器及排烟管道，2020年
11月油烟检测达标，2021年6月，商户对油烟净化设备进行了维护清
洗，设施运行正常。油烟排放对周边住户会产生影响。

武昌区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再次开展油烟检
测，若存在超标排放，将依法依规处理；加强巡查监
管，督促商户定期对油烟净化设备进行清洗维护，
保证设备正常运行；督促商户及小区物业公司，定
期对排污管道清理维护。

无问责
情形

9 不属实
X2HB2021
09170047

生态洪山区
武汉市洪山区沙湾村有人侵占东湖湖面建私家

花园（70号、72号）。

通过现场勘察和航拍图、湖泊蓝线图对比，沙湾村70号、72号房
屋及附属设施均在湖泊保护蓝线以外，不存在侵占东湖湖面问题。
沙湾村沿线湖面围隔区域为东湖水环境提升工程沙湾雨水湿地项
目，该项目主要目的是削减雨水排口汇流区的溢流与面源污染，已于
2021年6月实施完成。

东湖风景区加强湖泊岸线巡查管控，一旦发
现有违法侵占湖泊保护蓝线的违法行为将依法严
肃处理；协调东湖水环境提升工程沙湾雨水湿地项
目施工单位在周边设置项目信息公示牌，介绍项目
建设内容及主要功能，回应群众质疑。

无问责
情形

10 属实
X2HB2021
09170070

生态
东湖新技术

开发区

1.武汉市光谷七路以东、关豹高速以南有两座东
西走向的山，山间还有农田，根据江夏区总体规划调
整，挂图显示两山之间是基本农田保护区，但该山体
破损面积达11.7亩，还是2017年5月新挖的；

2.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关南园路，武汉中人瑞众汽
车零部件产业有限公司北部配套绿地中间，2014年被
水泥硬化，毁绿约1260平方米，违建成停车场；

3. 武汉市光谷大道以东，有约 890 平方米绿地，
2020年被违建成停车场；

4.武汉东湖高新区关东街道办事处综合办公楼北
面，关东街通过水泥硬化的方式毁坏花坛、绿地465平
方米，并在两条绿地的树下违建了彩钢棚；

5.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关东街道办事处以北，李时
珍药业产业园索尔思刀具、国量仪器以及索尔思刀具
以南的两栋楼之间有约1092平方米绿地和28株树木
被毁；

6.武汉市高新二路李时珍中医理疗阁未增加人行
出入口，2016年擅自毁坏高新二路绿地58平方米和绿
化树木9株；

7.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大学园路华中科技大学科技
园天喻信息楼以西、华工园一路以东的绿地2015年被
占用约660平方米，违建成停车场。

1.信访人反映区域为规划公园绿地。该区域曾有人开山采石，破
坏山体约4.3亩，执法部门已于2018年11月立案处罚。2018年东湖新
技术开发区启动对此处破坏山体的修复工作，2019年完成复绿。

2.信访人反映区域权属为武汉中人瑞众汽车零部件产业有限公
司，规划控制为工业用地。该公司于2014年对厂区北部原有绿地进
行了硬化，建设为停车场，面积约1260平方米。

3.信访人反映的光谷大道以东区域范围较大，已对东湖新技术
开发区沿光谷大道以东1公里范围内沿线进行了排查，暂未发现信
访人所指的违建停车场。

4.信访人反映的彩钢棚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街道办事处所
租赁湖北李时珍百草制剂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权属范围的服务设
施，不属于违建，未发现毁坏花坛、绿地的行为。

5.信访人反映位置权属为湖北李时珍百草制剂有限公司武汉分
公司，经查，现场香樟树生长良好，无新栽、损毁迹象，不存在毁树、毁
绿行为。

6.信访人反映区域权属为湖北李时珍百草制剂有限公司武汉分
公司，该处非配套绿地，硬化部分为李时珍药业百欣物业进出高新二
路的人行通道，未发现高新二路绿地、绿化树木毁坏的情形。

7.信访人反映区域权属为武汉华工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规划控制为一类工业用地。因园区员工停车需要，该公司于 2012
年、2015年在权属范围内改变原有绿地建设停车场，面积约660平方
米，存在侵占企业配套绿地情况。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对占绿等情况立案调查，
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辖区山体、绿地的日
常巡查和监管执法；督促企业完善建设设施的相关
手续，规范厂区内管理，加强绿化养护，提高绿化成
活率。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对关东街城管中队查控
违负责人刘某进行批评
教育，对光电园规划建设
部负责人袁某某批评教
育；对关南工业园的工业
项目侵占绿化情况立案
查处。

11 属实
D2HB2021
09170062

大气江汉区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银松路口东一时区楼下一

排餐馆，油烟扰民。

该小区一楼8家餐馆均安装有油烟净化设备，其中3家餐馆未定
期对油烟排放情况进行检测，其他5家能够做到定期检测，且均达到
排放标准。2家餐馆没有与专业清洗公司签订清洗合同、没有清洗
记录，其他6家均有清洗合同和清洗记录。现场核查，确实存在油烟
扰民的问题。

江汉区责令未定期清洗的餐馆定期清洗油烟
净化设备，建立清洗记录台账；督促餐饮企业定期
开展油烟检测；加强巡查监管，严查油烟扰民情况。

江汉区对新华街道
办事处综合巡查员熊某
进行批评教育。

12 属实
D2HB2021
09170054

水、大气东西湖区
武汉市东西湖区燕岭工业园科洋生物有限公司

（生产农药），污水直排，异味扰民。

武汉科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环评审批和排污许可，
取得了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无生产废水，无污水直排，生
活废水经处理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该公司在投料和灌装的过程中
有废气产生，配套建有废气收集处理设施，经监测显示达标。经现场
检查，生产过程中仍有一定异味。

东西湖区加强对该公司日常环境监管，增加
监测频次，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稳
定达标排放。

无问责
情形

13 属实
D2HB2021
09170049

噪音黄陂区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街道泊沫村还建房没有建

设施工许可证，且该小区配套的变电房建在大门口规
划不合理，噪声扰民。

信访人反映的长轩岭街泊沫村还建房项目由黄陂区城投公司负
责承建，项目《建设施工许可证》正在办理中。变电房属项目配套设
施，其规划和实施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要求。现场核
查变电房存在噪声。

黄陂区督促建设单位加快办理有关审批手
续，做好宣传解释，化解群众疑虑。

无问责
情形

14 属实
X2HB2021
09170040

大气、
噪音

东西湖区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山大道以南、嘉园路以东的
“卧龙万诚府”工地存在以下问题：1.施工现场使用预
拌混凝土及预拌砂浆的场所未封闭，未采取降尘、降
噪措施，旁边的围挡喷淋不正常运行，水泥和其他易
飞扬的细颗粒建筑材料无任何覆盖措施。2.夜间开展
渣土内转，渣土车倒车声、喇叭声、挖机噪声、电镐电
钻电机铣刨切割轰鸣声，严重扰民。

卧龙万诚府项目已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施工许
可证，现处于基坑与主体施工阶段。经现场核查，该项目安装了喷淋
设施，部分水泥和其他易产生扬尘材料前期存在未覆盖的情况，现场
核查时已全部按要求覆盖；工地办理了夜间施工许可，并进行了公
示，已采取安装隔音棚、加装钢板消音垫等降噪措施，但施工过程中
仍存在噪声问题。

东西湖区加强对卧龙万诚府项目的监督管理，
督促企业严格落实文明施工各项规定；加强对预拌
混凝土砂浆生产过程的管理，要求按时开启喷淋设
施；严格审批夜间施工，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无问责
情形

15 属实
X2HB2021
09170034

噪音东西湖区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潭马池社区金地北辰阅风

华小区四号楼和九号楼离地铁轨道不足25米，地铁噪
音高达70~80分贝，给周边居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信访人反映的金地北辰阅风华小区晚于轨道交通2号线规划建
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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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湖区组织在金地北辰阅风华小区开展噪声监测，结果
显示夜间存在噪声超标，主要噪声源为地铁2号线轨道交通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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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尽快组织实施。

无问责
情形

16 属实
X2HB2021
09170033

噪音黄陂区

黄陂区责成小区物业公司在确保使用安全的
前提下对箱式变压器加装三面隔音板，10月底前
完成，减小电流低频音对业主的影响，做好对业主
的解释工作。

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巨龙大道 F 天下美景园 55
号旁有一台变压器，每天24小时发出嗡嗡的电流声，
严重影响周边住户正常生活。

信访人反映的“变压器”所处地点为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开发区
许庙村F天下别墅小区，设备名称为欧式箱式变电站，经第三方专业
检测机构现场检测，变压器运行情况良好，符合国家标准及行业规范
关于变压器运行规定和声环境相关要求，但变压器仍存在一定噪声。

无问责
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