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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交群众信访举报件
成都市公开情况批次一览表

成都市人民政府（盖章）                                           （第三十三批  2018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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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成华区保和

街道中环锦绣大道

4599号 荣盛香榭
兰庭小区底商餐饮

店油烟扰民。

成华区 大气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经查，荣盛香榭兰庭小区12家底商餐饮店为：“一把火烧烤”、“金伺房”、“黄焖鸡混沌王”、“美蛙鱼头火

锅”、“小龙门火锅串串”、“何记面馆”、“慈记面铺”、“小郡肝串串”、“蒸味包点”、“好面道”、“
稻香菜馆”、“冒牌货冒菜”，均安装有油烟净化设施，除“何记面馆”、“慈记面铺”、“蒸味包点”、“好

面道”4家不涉及油烟作业外，其余8家存在油烟净化设施清洗不及时导致油烟外溢的现象。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属

实。

属实

责任领导：成华区政府副区长、红十字会会长万琳；责任单位：成华区保和

街道办事处；责任人：成华区保和街道办事处主任成云波。

1.行政处罚情况。无。
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2018年12月6日14时40分，成华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对“一把火烧烤”等8家问题餐饮店开具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成华区保

和街道办事处要求上述8家餐饮店立即清洗油烟净化设施并正常使用；要求荣
盛物业加大巡查检查力度，做好宣传教育，引导餐饮商家落实大气污染防治

法相关规定。2018年12月7日13时，经现场核查，8家餐饮店油烟净化设施已

清洗完毕并正常使用。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已整改。
下一步，成华区保和街道办事处、成华区城管局将引导辖区餐饮商家增强环

保意识、文明经营，加大巡查检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整改，避免油烟扰民

的情况再次发生。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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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天府新区 

梓州大道海洋路至
沈阳路之间路段噪

音扰民严重。

成都市 噪声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1.被投诉梓州大道海洋路路口至沈阳路路口全长约 2.8公里，主道为单侧3车道、辅道为单侧2车道加1条非机动车

道，共有3个信号灯平交道口、1座全互通立交、1座跨线桥。共设置限速、禁摩、禁货、禁止黄标车通行、“进

入生活区、禁止鸣号”等各类标志28面。
2.梓州大道海洋路至沈阳路之间路段居住小区主要有 ：万科海悦汇城东西区，洛森堡，恒大名都，宏达世纪锦

城，入住大约9965余户居民。通过摸排，上述项目建筑退规划道路红线距离、退规划带状绿地距离均满足《成都

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要求。
3.12月6日至次日凌晨，天府新区对梓州大道天府新区万科海悦汇城段的声环境质量现状进行了监测 ，监测结果

为：白天噪声实测为63分贝，夜间噪声实测为58分贝，白天噪声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4a类限值，夜间噪声超

过限值。投诉人反映“成都市天府新区梓州大道海洋路至沈阳路之间路段噪音扰民严重 ”情况属实。
4.近年来，天府新区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工作。一是常态依法严管，维护良好道路交通秩序。从2017年7月至今，

天府新区交警部门每天安排警力，采取固定值守与巡逻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全覆盖加强路面管控。同时，研发重

点交通违法研判模型，依托“情指勤”警务机制，精准打击突出违法行为，减少交通噪声扰民。据统计，2017年
1月1日至2018年12月8日，梓州大道及梓州大道南段共计处罚各类交通违法行为40056件，其中电子警察抓拍

24608件、现场处罚15448件。二是坚持疏堵结合，着力减少夜间货车交通噪音。2018年11月20日起实施主道禁止

黄牌照货运汽车通行的交通管理措施，全路段设置限速、禁摩、禁货、禁止黄标车通行等各类禁令标志，安装电
子抓拍设备6套。为进一步减少梓州大道夜间渣土车交通噪音，2018年11月5日起，按照规定时间、规定速度、规

定车道的原则，放开天府大道对渣土车的限行措施，科学规划运渣车路线，分流梓州大道运渣车交通流。三是依

托“蓉e行”，培育绿色交通习惯。鼓励支持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车位“三个共享”交通发展；通过全国
首个“蓉e行”交通众治公益联盟平台，发动企业和群众力量共担治堵责任。“蓉e行”平台自上线以来，收到了

70万余条群众提供的交通违法举报 、交安设施故障报告、交通组织优化建议。四是开展工程措施，降低噪音。为

降低梓州大道海洋路至沈阳路之间路段道路噪音对周边居民影响 ，天府新区要求道路管护单位对梓州大道海洋路

至沈阳路段道路进行巡查，并对病害进行实时修复，近期共计维修车行道收缩缝19㎡，车行道坑凼9㎡；2017年
11月对梓州大道海洋路交叉口靠居民住宅区域绿化节点进行了提升打造 ，栽植高大乔木和灌木对道路噪音进行了

遮挡；同时加强对梓州大道沿线施工工地进行管控 ，督促建设、施工单位认真落实文明施工措施，严格控制施工

噪音。

属实

责任领导：四川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委员、政法委书记、公安分局局长石

川，成都市公安局交管局副局长田立；责任单位：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管委
会，成都市公安局；责任人：成都市公安局天府新区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冯端祥，成都市公安局天府新区分局党委委员、交警支队长丁军，四川天府

新区成都管委会城管和市场监管局局长吴远飞，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环
保和统筹城乡局局长王宏，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规划建设国土局局长林

强，华阳街道办事处主任徐惠民，万安街道办事处主任刘志兵。

2018年12月6日，由石川同志组建工作专班并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关于“成都市天府新区梓州大道海洋路至沈阳路之间路段噪音扰民严重 ”的

问题：

一是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天府新区交警部门结合梓州大道及梓州大道南段实
际情况，制定专项整治方案，针对存在明显、市民反映强烈的交通违法行

为，安排对应勤务大队结合整治方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同时，要求属地

大队巡逻组侧重加强对梓州大道及梓州大道南段一线的巡逻管控 ，形成高压
管理态势，有效打击交通违法行为。

二是巩固提升管控效果。强化梓州大道主道全天禁止货运汽车通行、辅道限

速等措施；持续强化梓州大道及周边道路夜间专项整治 ，依法严查工程运输
车、大功率摩托车、大型货车等违法鸣笛、非法改装、超载、超速等突出违

法行为，净化交通秩序。2018年12月5日晚21:30时至23:30时，天府新区交警

部门安排2警7协，在梓州大道设立专项整治点位，共计处罚货运车辆交通违
法8件，劝返30余辆，有效达到整治效果。12月6日，交警部门再次派出专项

整治警力，在梓州大道一线开展整治工作，截止下午16:00时，共计出动2警4

协，检查劝返货车4辆，同时，将在夜间持续开展整治工作，确保整治效果。
三是持续做好宣传监督。会同属地街道办等相关部门，定期深入梓州大道沿

线楼盘，及时倾听群众意见建议，回应群众依法合理表达诉求；引导群众依

托“蓉e行”平台参与梓州大道交通秩序治理，共建共享文明绿色交通；结合

梓州大道一线常态化勤务管理工作，邀请媒体采用随警出击、专题报道等方
式，强化货车超载、超速、违法驶入主道等交通违法查处力度报道 。同时借

助网络直播平台，强化执法力度和违法曝光密度，培养货车驾驶员文明驾驶

的理念。
四是加强管控，适时开展道路病害修复工作。天府新区加强对梓州大道沿线

施工工地进行管控，督促建设、施工单位认真落实文明施工措施，严格控制

施工噪音；加强道路日常巡查，针对道路病害进行适时维修以确保道路设施
完好，车辆通行正常。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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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锦江区 望
江橡树林南院小区

餐饮商户油烟、噪

音扰民，污水直排
进雨水管网或石牛

堰河道；打麻将声

噪音扰民。

成都市锦江区
龙舟路街道

大气,噪音,
水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1. 关于“望江橡树林南院小区餐饮商户油烟、噪音扰民”的问题。

经排查，望江橡树林南院临街商铺中只有一家商户经营餐饮，位于橡树林西路166号“橡树林茶府”二楼餐饮部
（橡树林家宴馆）。经锦江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核实，其现场出具名称为“四川瑞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望江分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4587570765D）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

JY25101040043595）真实有效；经锦江区城管园林局现场检查，该商户安装有油烟净化设备，但未能提供餐饮油
烟检测报告；经锦江区公安分局走访调查，周边居民未反映该商户有噪声扰民的问题，同时对该家宴馆主管雍晓

红进行询问，了解到家宴馆营业时间为上午11时至晚上9时，从未收到过居民投诉。2018年12月6日，锦江区龙舟

路街道办事处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四川环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橡树林家宴馆”油烟排放和噪声进行现场
检测。检测报告（HJ18120601）显示，该餐饮经营场所油烟检测结果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GB18483-2001）大型饮食业单位排放限值要求、噪声检测结果满足《社会生活环境噪音排放标准》（GB22337-

2008）的2类标准限值要求。群众反映“餐饮商户油烟、噪音扰民”问题不属实。
2. 关于“污水直排进雨水管网或石牛堰河道”的问题。

锦江区城管园林局会同橡树林南院物管方现场排查核实 ，橡树林西路166号“橡树林茶府”所产生的污水均已按

照相关要求排入橡树林南院小区污水管网。同时在对橡树林南院小区周边6口雨水井逐一排查中，均未发现有污
水流入的情况，石牛堰河道靠近橡树林南院的下河排水口也未发现有污水排入河道的情况 。群众反映“污水直排

进雨水管网或石牛堰河道”的问题不属实。

3. 关于“打麻将声噪音扰民”的问题。
经排查，望江橡树林南院商户从事棋牌经营活动的共2家，分别是橡树林路160号2层1号的“橡果之家茶楼”和橡

树林西路166号的“橡树林茶府”三楼棋牌活动室。

（1）关于“橡果之家茶楼麻将噪音扰民”问题。
该茶楼为望江橡树林南院邻街独立商铺，内设有10个麻将包间，楼上、楼下均无住户，2016年开始营业前对窗户

和墙体都进行了隔音处理。经锦江区公安分局走访询问周边居民钟睿、陈加昇等人，均未反映该经营场所有麻将

噪声扰民的问题，同时经该茶坊经营者吴学勇自述 ，未接到过周边居民关于噪音扰民的投诉。该经营场所不存在
噪音扰民问题。

（2）关于“橡树林茶府三楼棋牌活动室麻将噪音扰民”问题。

该茶府三楼共设有8个麻将包间，经锦江区公安分局走访询问周边居民任海波、范少中等人，均反映该商户存在
麻将噪声扰民的问题。随后锦江区公安分局口头传唤该商户负责人陈斌到龙舟路派出所进行询问 ，其本人承认橡

树林茶府三楼棋牌活动室麻将噪声扰民的事实。群众反映“打麻将声噪音扰民”的问题属实。

属实

关于“打麻将声噪音扰民”的问题。
责任领导：锦江区政府副区长朱波；责任单位：锦江区公安分局；责任人：

锦江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马春。

1. 行政处罚情况
2018年12月6日，锦江区公安分局龙舟路派出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对“四川瑞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望江分公司

”经理陈斌（橡树林茶府三楼棋牌活动室负责人）给予“行政警告”（成锦
公（龙）行政决字〔2018〕3286号）的行政处罚。

2. 责成被投诉对象整改情况

2018年12月6日，锦江区公安分局龙舟路派出所约谈“四川瑞升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望江分公司”经理陈斌（橡树林茶府三楼棋牌活动室负责人），要求其

在今后经营活动中按国家相关规定凌晨2:00-8:00不得从事经营活动，并在经

营场所张贴温馨提示，避免噪声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 ；同时场所管理人员

要对茶楼加强巡查，发现噪声扰民现象及时制止。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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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崇州市三江
镇容纳了大量被外

地政府关闭的“散

乱污”企业，以家
具产业为主，投产

后甲醛、油漆等气

味污染，严重影响
环境。

崇州市 大气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2018年12月6日，工作专班从三江镇已关闭企业中随机抽取10家，核查是否“两断三清”，从三江镇现存企业中

随机抽取40家，核查入驻时间和生产状态。经现场调查，情况如下：

1、关于“容纳了大量被外地政府关闭的“散乱污”企业”问题。
从随机抽查的50家企业入驻时间看，均是2017年“散乱污”集中整治以前存在的企业，未发现投诉人反映“大量

被外地政府关闭的‘散乱污’企业”。投诉人反映情况不属实。

2、关于“以家具产业为主，投产后甲醛、油漆等气味污染”问题。
经现场调查，随机抽取的10家已关闭企业都已完成“两断三清”，随机抽取的40家现存企业中有14家取得环保手

续但无工商手续，均处于停产整改状态，有26家具备工商、环保手续（家具类企业21家，约占81%），其中20家

处于正常生产状态， 6家处于停产状态（其中3家因市场不景气，企业暂时性停产； 3家因环保安全问题处于停
产整改中）。

现场检查的20家正常生产企业中有4家存在环境违法行为，主要为喷漆车间密闭不严、粉尘收集设施不完善、新

增生产设备未重新报批环保手续等。在调查企业过程中随机走访了31名群众，有4人反映偶尔闻到油漆气味。投
诉人反映情况属实。

属实

（一）关于“成都市崇州市三江镇容纳了大量被外地政府关闭的‘散乱污’

企业，以家具产业为主”问题。
责任领导：崇州市人民政府市长欧昭；责任单位：崇州市经济科技和信息化

局、崇州市三江镇人民政府；责任人：崇州市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局长黄晓

琴、崇州市三江镇人民政府镇长吴霞。
1、行政处罚情况。无。

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崇州市经信局加强对三江镇“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的督促和指导，严禁工
业和信息化领域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一刀切”，促进企业依法、依规合法生

产，鼓励引导企业走转型升级、绿色发展之路。加强三江镇539家停产整改规

范的企业清理整治。一是由崇州市经信局和崇州市场质量监管局牵头，于
2019年3月31日前对已完成环保备案和核查的企业完善工商营业执照手续。二

是由崇州市环保局牵头，于2019年3月31日前对已完成环保备案还未完成环保

核查的企业完善环保核查手续。三是由崇州市三江镇政府牵头联合崇州市相
关职能部门、供电公司，对无法完成环保备案核查和工商营业执照手续的企

业进行“两断三清”，依法依规实施关闭。

崇州市三江镇政府指导、协助具备整改条件的企业尽快完善相关手续，达到
合法生产要求。对整改无望列入依法关闭类企业按时间节点要求实施“两断

三清”，依法关闭。加强对已关闭的“散乱污”企业日常巡查和监管力度，

严防死灰复燃，杜绝新增。妥善处置关闭企业遗留问题和维护社会稳定等工
作。

（二）关于“投产后甲醛、油漆等气味污染，严重影响环境”问题。

责任领导：崇州市人民政府市长欧昭；责任单位：崇州市环境保护局、崇州
市三江镇人民政府；责任人：崇州市环境保护局局长谢建明、崇州市三江镇

人民政府镇长吴霞。

1、行政处罚。
崇州市环保局对检查中发现的4家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并依法

下达了《责令停止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

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崇州市环保局责成4家企业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于2019年1月30日前完

成整改，并将其作为特殊污染源纳入“双随机”监管。

崇州市三江镇政府加强对辖区内企业的巡查和监管 ，督促企业正常运行污染
处理设施。

移送追责问责
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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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锦江区 中
铁五局修建地铁将

通往锦江大道的4

条路封闭，造成堵
车、汽车尾气、扬

尘、噪音的等问题

。

锦江区 大气、噪音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1.关于群众反映“中铁五局修建地铁将通往锦江大道的 4条路封闭”问题。经现场实地调查，经三路（国华街）

、经四路（国瑞街）、经六路（国祥街）、经七路（国安街）等四条道路均未对外开放，未权属移交。该4条道
路均封闭，群众反映道路封闭问题属实。

2. 关于群众反映“中铁五局修建地铁将通往锦江大道的4条路封闭，造成堵车”的问题。2018年12月6日，交警

三分局会同成都市国资委、成都市建委、成都市城管局、锦江区有关单位对群众反映的点位进行了实地调查 。经
调查，群众反映的4条道路在成都市金融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规划建设区内 ，该规划建设区北侧为锦江大道、东

侧为锦华路三段、西侧为国华街、南侧无道路。目前，整个规划建设区四周全封闭施工，封闭区域内的4条道路

还未通车运行。因此群众反映“中铁五局修建地铁将通往锦江大道的4条路封闭，造成堵车”的问题不属实。
3.关于群众反映“汽车尾气污染”的问题。经核查，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2018年12月6日17时，成都市交警

三分局对由锦江大道国华街路口至锦华路三段路口通行的 6台汽车进行了检查，6台车辆均审验合格，尾气排放符

合国家标准。
4、关于群众反映“噪音扰民”的问题。经核查，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2018年12月6日交警三分局会同锦江区

环保局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分两个时段（白天、夜间）、两个点位（锦江大道与西起第三条规划道路交叉口、

锦江大道与西起第四条规划道路交叉口）对锦江大道分别进行了环境噪声监测。监测结果显示：
12月6日14：10至14：30，锦江大道与西起第三条规划道路交叉口产生的噪音为53分贝（标准限值为60分贝）。

12月6日14：40至15：00，锦江大道与西起第四条规划道路交叉口产生的噪音为53分贝（标准限值为60分贝）。

12月6日22：10至22：30，锦江大道与西起第三条规划道路交叉口产生的噪音为50分贝（标准限值为50分贝）。
12月6日22：40至23：00，锦江大道与西起第四条规划道路交叉口产生的噪音为50分贝（标准限值为50分贝）。

经监测，锦江大道与西起第三条规划道路交叉口、锦江大道与西起第四条规划道路交叉口昼间、夜间环境噪声结

果均符合锦江区环保部门提供的《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限制要求。
5.关于群众反映“扬尘”污染问题。经对中铁五局9号线施工现场勘查，现场雾炮以及喷淋设备正常开启，现场

未发现扬尘污染现象，群众反映的情况不属实。

属实

（一）关于群众反映“中铁五局修建地铁将通往锦江大道的4条路封闭”问题
。

责任领导：成都市国资国企党工委委员、成都市国资委党委委员、成都市国

资委副主任冯庆；责任单位：成都市建委、成都市公安局、轨道集团、金控
集团；责任人：成都市建委轨道处处长房青川、成都市公安局环侦支队一大

队教导员李挺；轨道集团副总经理任涛；金控集团副总经理文清峰。

成都市国资委、成都市建委将指导轨道集团和金控集团加快施工进度，科学
施工，文明施工，尽快放开通往锦江大道的相关道路。

（二）关于群众反映因4条道路封闭造成“堵车、汽车尾气、扬尘、噪音”问

题。
责任领导：成都市公安局环侦支队一大队教导员李挺；责任单位：成都市城

管委、锦江区政府。责任人：成都市城管委市政设施管理处副处长兰青；锦

江区环保局局长徐洋。
①锦江区建交局将根据工地文明施工相关标准和要求 ，加强属地管理，督促

工地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按照扬尘治理相关

法律、法规加强施工现场防尘降尘工作。
②锦江区城管园林局执法大队督促施工单位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严格按照

建筑工地施工标准及相关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施工过程中的噪声和扬

尘污染。
③锦江区城管园林局柳江城管综合执法队将继续加大管控力度 ，在加强工地

日常巡查的同时，指派专人进驻工地进行督促检查 。对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和整改。
④锦江区柳江街道办事处安排环卫公司加大清扫保洁力度 ，提高洒水防尘频

率。重点对辖区内施工工地周边道路进行保洁，切实有效遏制扬尘污染问题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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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成华区 双

桥子立交桥下（成

华区一侧）每天商
业演出队、露天卡

拉OK（要收费的）

噪音严重扰民。

成华区 噪音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经查，现场有8名群众在此演奏乐器并使用扩音设备进行唱歌活动 ，围观群众二十余人，现场乐器演奏声和唱歌
声较大，存在噪音扰民现象。现场未发现唱歌人员有向群众收费行为。经向活动组织者吕雪云、印军了解，活动

时间为每日14时至21时，无收费行为。投诉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属实

责任领导：成华区政府副区长余胜；责任单位：成华区公安分局；责任人：

成华区公安分局副分局长邱乐春。

1.行政处罚情况。2018年12月6日，成华区公安分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五十八条：“违反关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制造噪声干扰

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之规定,分别向召集人吕雪云、印军开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其行政
警告的处罚。

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2018年12月6日，成华区公安分局、成华区双桥

子街道办事处、成华区城管局现场对唱歌群众进行了法制宣传教育 。成华区
公安分局将唱歌活动的召集人吕雪云、印军带回双桥子派出所制作了询问笔

录并给予行政处罚。两名召集者均表示已认识到其在双桥子立交桥下演奏乐

器并使用扩音设备唱歌扰民的行为违法，今后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
再出现噪音扰民行为。2018年12月7日16时，成华区公安分局再次到该投诉点

位进行核查，现场已无群众在此进行唱歌活动，无噪音扰民现象。投诉人所

反映的问题已整改。
下一步，成华区公安分局将会同成华区双桥子街道办事处、成华区城管局进

一步加大对该地点及周边区域的巡查力度，一旦发现问题立即劝导、制止，

防止发生噪音扰民问题。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