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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709080000

1 来信
成都

市
温江区

温江台商工业区，台壹路。国际纸业对面。鑫城投资与佳之味交汇处墙内的雨水井内 ，不知道属于那家厂子。气味刺

鼻，污染河水，希望速查。有图片，但是系统无法上传。接受不到手机验证码。 水，大气

收到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后，市环保局立即责成温江区环保局进行现场调查处理 。现将调查处理情况

回复如下：

经调查，投诉人反映的两家企业位于成都市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科华北路 ，佳之味

生活废水未排入雨水管网内 ，鑫城投资管网内有少量水渗漏 ，由于该路段雨水、污水管网复杂，温

江区环保局已向温江区市政公用局去函 ，将上述企业外接管网情况进行排查 。下一步，温江区环保

局工作人员将协同温江区市政公用局工作人员一同对该路段管网进行排查 ，根据管网调查结果将依

法进行处理。

执法人员将处理情况告知投诉人 ，投诉人对处理情况表示理解 。

否 是

2
21709080012

6 来信
成都

市
温江区

温江台商工业区，台壹路。国际纸业对面。鑫城投资与佳之味交汇处墙内的雨水井内 ，不知道属于那家厂子。气味刺

鼻，污染河水，希望速查。有图片，但是系统无法上传。接受不到手机验证码。
水，大气

收到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后，市环保局立即责成温江区环保局进行现场调查处理 。现将调查处理情况

回复如下：

经调查，投诉人反映的两家企业位于成都市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科华北路 ，佳之味

生活废水未排入雨水管网内 ，鑫城投资管网内有少量水渗漏 ，由于该路段雨水、污水管网复杂，温

江区环保局已向温江区市政公用局去函 ，将上述企业外接管网情况进行排查 。下一步，温江区环保

局工作人员将协同温江区市政公用局工作人员一同对该路段管网进行排查 ，根据管网调查结果将依

法进行处理。

执法人员将处理情况告知投诉人 ，投诉人对处理情况表示理解 。

否 是

3
21709080016

1 来信
成都

市
温江区

我反映的是移动基站的问题 。在我居住的小区（地址：温江区万春镇春江南路1688号紫檀山小区）中心道路上，一个月

前突然建了一个移动基站，小区物业说没有接到任何移动公司的报备 ，保安询问安装工人得到的答复是政府建的天眼 。

用这种欺骗手段建起的基站离居民楼水平距离最近的不到二十米 ，我们担心这个基站的辐射问题 ，因为自从这个基站建

立后家人的头痛、耳鸣现象只要在家一直不能停止 ，但离开家后就会好转，而且嗓音在晚上令我们根本不能入睡 ，严重

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与万春镇政府联系希望得到帮助 ，我们提出该基站的合法性问题 ：因为该基站没有在物业或万

春镇政府处报备，也无任何公示，希望移动公司提供建立该基站的合法性手续 ，如：公用移动通信基站选址认定书 、环

评测试报告、电磁辐射环境合格证、规划局的审批手续等。万春镇政府同志与移动公司对接后让我们与移动公司直接联

系，说移动公司认为我们无权要求他们提供这些资料 。现在万春镇政府已经推脱此事 ，移动公司根本不理我们，我们只

能写信求助，请求调查该移动基站的合法性 ，同时请求该基站迁移位置，使基站与居民楼的水平距离至少有一百米以外

的安全距离，还我们一个健康的生活空间 。谢谢！ 

其他

收到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后，市环保局立即与四大运营商联系 ，核实投诉基站的情况。经调查，投诉

人反映的基站为移动成都分公司在紫檀山小区所建两座通信基站 ，该基站于2015年9月建成并投入

运行，补作环评后，于2016年8月取得成都市环保局《关于成都地区2015年（第五、六批次）移动

基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成环核【2016】复字190号），因此其环评审批手续合规

。同时移动温江分公司已与投诉人沟通 ，准备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对基站周围的辐射环境进行监

测，投诉人表示认可。

否 是

4
21709080038

5 来信
成都

市
金牛区

成都市金牛区育新路196号小区附近不足100米的地方有一个110千伏室外变电站，请问这么近距离的靠近居民楼是否安

全，是否存在电磁辐射超标问题 ，请有关部门测试一下，小区内居民众多，小孩也很多，请关心一下民生安全。 其他

收到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后，市环保局立即安排市辐射站进行调查处理 。2017年9月19日14点30分左

右，市辐射站监测人员到达金牛区育新路 196号小区，与投诉人取得联系，对小区附近成都供电公

司红旗110KV变电站周围电磁环境现状进行了监测 。

按投诉人要求，在变电站大门外2米处、变电站东南侧围墙外3.7米处和投诉人家客厅窗台内侧进行

了布点监测。

本次监测，变电站大门外2米处点位的工频电场强度为 0.0170k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0.7932μT；

变电站东南侧围墙外3.7米处点位的工频电场强度 0.0177 k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1.4406μT; 您

客厅窗台内侧点位的工频电场强度为 0.0170k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0.0948μT。根据《电磁环境

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的规定：高压变电站周围电磁环境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工频电场强度

为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100μT。因此三个点位监测结果均低于国家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中的规定。同时110KV变电站安全防护距离为 30米，而投诉的变电站距离投诉人所在

小区距离近100米，完全符合相关规定。

否 是

5
21709090015

3 来信
成都

市
温江区

尊敬的环保局领导： 你好，我是来自成都市温江区的一位居民 ，看着我们生活的城市雾霾这么严重 ，我也有责任向您反

映下我们小区隔壁厂的污染问题 ，我在网上搜了下成都市路环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是属于国营企业 ，难道国营企业不更应

该作好表帅带头作用吗？希望有关部门能管理下，不要置之不理，毕竟环境是我们大家的，不要为了一时之利而破坏环

境。

噪声

收到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后，市环保局立即责成温江区环保局进行现场调查处理 。现将调查处理情况

回复如下：

经调查，投诉人反映的是位于温江区南江路 1190号的成都市路环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噪音扰民问题 ，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正在对其厂区内地面进行施工 ，机械作业噪音较大影响周边居民正常

生活。执法人员现场要求该施工方负责人合理调整作业时间 ，并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施工噪音 ，避免

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该施工方负责人表示立即按要求进行整改落实 。下一步温江区环保局将加

大对该公司及周边的巡查力度 ，特别是夜间巡查力度，一经发现违法排污行为，将依照环保相关法

律法规进行查处。

执法人员将处理情况告知投诉人 ，投诉人对处理情况表示理解 。

是

执法人员现场要求该施工方负责人合理调整作业时间 ，并采取有

效措施降低施工噪音，避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 ，该施工方负

责人表示立即按要求进行整改落实 。下一步温江区环保局将加大

对该公司及周边的巡查力度 ，特别是夜间巡查力度，一经发现违

法排污行为，将依照环保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

是

6
21709110020

4 来信
成都

市
武侯区

武侯区金绿三路绿地一期底商膜术师洗车店以贴车膜为幌子实际是洗车店 ，开在居民楼一层，大功率吸尘器和水压枪噪

音扰民 噪声

收到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后，市环保局立即责成武侯区环保局进行了调查处理 。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绿地一期底商 ，以贴膜为幌子开展洗车业务基本属实 。执法人员要求商家按

当时承诺的要求，只开展汽车贴膜业务，停止使用大功率吸尘器和水压强开展的洗车业务 。

以上情况已于2017年9月18日与投诉人联系告知，投诉人表示理解。

是
执法人员要求商家按当时承诺的要求 ，只开展汽车贴膜业务，停

止使用大功率吸尘器和水压强开展的洗车业务 。
是



7
21709120017

3 来信
成都

市
双流区

尊敬的领导：您好！我是双流区西航港街道黄荆路 3号和贵馨城小区的居民，我们小区近十年来一直被不知哪里来的臭味

侵扰，严重影响身心，多年来邻居们多方投诉，省、市、区三级政府也多次查找，但一直未能解决，这两天小区内又是

弥漫着强烈的饲料发酵的气味 ，居民呆在家里也不能躲开那刺鼻的气味 ，有邻居反应这股臭味应该是通威饲料厂发出来

的，这个厂在空港一路一段 688号，离我们这5公里，在前几年偶尔有过臭味，不象现在这么浓烈，以前从这个厂路过，

有很大的烟囱，就是这个味。烦请安排检查，除检查此厂外，还请逐一排查可能的臭味源头 ，还我们一个清新的生存环

境，谢谢！

大气

收到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后，市环保局立即责成双流区环保局调查处理 ，现将相关情况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投诉人反映的通威饲料厂实为通威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特种饲料分公司及好主人宠物饲料有限公

司，位于西航港经济开发区空港一路一段 688号，主要从事鱼饲料、宠物饲料的生产。特种饲料分

公司于2005年12月取得成都市环境保护局的环评批复 ，2009年12月29日通过成都市环境保护局的环

保验收。好主人宠物饲料有限公司 2014年取得双流县环境保护局的环评批复 ，2015年2月开始建

设，2016年12月基本建成，2017年2月开始调试生产，2017年8月完成环保竣工验收监测采样 ，现正

在编制资料申请环保竣工验收 。

特种饲料分公司及好主人宠物饲料有限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有粉尘 、原料（鱼粉、鸡骨粉等）挥发产

生的臭气等废气产生。2016年特种饲料分公司投资 550余万元实施了生产废气处理设施改造工程 ，

好主人宠物饲料有限公司建设过程中即按照环评批复要求配套了相关废气处理设施 。据特种饲料分

公司生产废气处理设施改造工程投用后监测报告及好主人宠物饲料有限公司验收监测报告显示 ，上

述两家公司废气排放低于国家相关标准 。

二、调查处理情况

针对投诉人反映的异味扰民的问题 ，双流区环保局对特种饲料分公司及好主人宠物饲料有限公司进

行了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时两家公司废气处理设施正常运行 ，未发现异常排污现象，下一步双流区

环保局将会同西航港开发区继续加大该公司的日常环境监管工作 ，若发现环境违法行为将按照新 《

环保法》、《大气法》的相关规定对该公司进行严肃查处 。

另一方面，双流区环保局将会同西街办对该小区附近区域进行再排查 ，寻找异味源头，若发现环境

违法行为依法严肃查处。

否 是

注：1．本表需填写所有已受理举报的相关信息 ，每期只需填报上一期至本期之间新增加的办结项 ，就是说已经公示的后续不在报送 。如已经在9月15日报送到督察办的已办结项目 ，在9月18日报送的时候不应该包含在内 ，本表9月18日填报
的只是9月15日到9月18日期间办结的项目。2．“受理编号”填“12369”环保热线受理号或市（州）长信箱受理号。3．“污染类型”选择填报“水、大气、土壤、生态、重金属、垃圾、噪声、油烟、扬尘、其他”，可多选。多选操作需启
用宏，如不能实现多选，请先清除数据验证后手动输入 ，每个污染类型之间以逗号隔开 ，如：“水，大气”，“重金属，生态，水”等，其他以此类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