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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12日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1 20170807001

★成都市高新区剑南大道天府

二街966号凤凰城二期居民长

期受到夜间大型车辆路过产生

的噪音污染。

成都 噪声

经调查，剑南大道夜间货车噪音扰民的问题属实 。主要表现在夜间时段货车通
过下穿隧道上坡加速阶段和通过隧道内的伸缩缝时所产生的噪声 。（一）实施
噪音现场测试。2017年7月，成都市高新区委托专业噪声监测机构 ，对剑南大
道夜间交通噪声进行实地检测 。监测结果显示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二）成都
市高新区开展隔音装置安装可行性论证 ，组织建筑设计专业机构实地考察 ，论
证隧道出入口安装声屏障的可行性 。

是

（一）成都市高度重视，自2017年7月以来，各级领导多次实地调研，专题研究噪音问题和治理措施
。
（二）高新公安分局石羊派出所加强与相关楼盘物管沟通 ，了解诉求，配合做好宣传和劝解引导。
截至8月10日，开展多种方式面对面沟通 40余轮次，覆盖13000余人次。
（三）依法强化交通治理。一是加强路面管控，全方位加强夜间时段路面管控 。严查严处剑南大道
沿线工程运输车、大功率摩托车、大型货车违法鸣笛、非法改装、超速等违法行为。二是8月3日，
市交管局发布《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剑南大道交通秩序管理的通告 》，明确禁
止货运汽车主道通行、辅道货车限速等措施。三是增添交安设施，全线安装货车管控交通标志 90面
（其中禁货标志10面、禁货提示标志12面、限速标志28面、禁摩禁鸣组合标志10面、电子警察测速
监控提示标志9面、电子抓拍点位提示标志 21面），安装电子警察抓拍设备 21套（其中闯红灯抓拍设
备3套、限货抓拍设备8套、测速设备10套）。截至8月10日1天即采集各类涉嫌违法数据 587笔，货运
汽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数据 555笔，占该路段违法总数的94.55%。
（四）注重问题解决，深化工作成效机制。高新区管委会建立定期沟通机制 ，每半个月向业主代表
通报一次工作进展情况。属地派出所与交警分局与 5位业主代表建立了专门微信群 ，及时听取群众意
见建议。
（五）会同市建委等有关部门，2017年9月底前论证剑南大道下穿隧道出人口采取降噪设施的技术可
行性并完成整改方案的制定 ，2018年7月底前完成整改。
（六）目前，已启动追责问责工作，并正在进行调查。
责任人：成都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伟。

无

2 20170807004

3 20170807006

4 20170807011

5 20170807023

6 20170807028

7 20170807003

★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街道大

面车城西五路垃圾中转站臭气
、污水污染等问题（龙泉驿区

和锦江区交界），希望垃圾站

可以搬走。

成都 垃圾

2017年8月8日下午，成都市城管委环卫处会同锦江区城管和园林绿化局就投诉
人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 。经查，该投诉人反映的垃圾转运站臭气问题属实
。经调查，一是锦江区环卫清运中心（垃圾转运站）位于三圣街道万福社区一
组，占地40亩。符合《成都市环城生态区总体规划 （2012年～2020年）》编制
的“锦江区环城生态区荷塘月色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该地块被规划定点为
环卫用地，但尚未办理规划审批手续。二是该项目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为有条件建设区，但属未批先建。目前，锦江区国土“增加挂钩”项目已
于2017年7月终验，待城镇建新区变更完成，即可完善用地手续，并补办相关
报建手续。三是该站按照《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 》（国家标准GB50337-
2003）、《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部颁标准CJJ27-2012）等国家规范与标
准于2012年8月启动建设，2013年3月竣工投入使用。四是该项目于2012年10月
申请了锦江区垃圾压缩站搬迁新建工程建设项目环评执行标准 ，但由于项目的
土地和规划手续未完善，该项目环评审批未完成。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 》（国办发〔2014〕56号）、《四川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清理整顿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工作方案的通知 》（川
办发〔2015〕90号）、成都市环保局关于印发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顿工作
环保指导意见的通知（成环发〔2016〕25号）规定，2016年11月28日，项目完
成了《锦江区垃圾压缩站项目环境影响备案报告 》，成都市锦江区环境保护局
出具《建设项目备案通知》（锦环建备〔2016〕41号）。2016年11月，通过《
锦江区垃圾压缩站项目环境影响备案报告 》。该站是锦江区唯一一座生活垃圾
转运站，负责全区生活垃圾压缩及转运 ，日处理量800余吨，该投诉人反映的
垃圾转运站产生臭味事项属实 。目前，锦江区环卫清运中心（垃圾转运站）暂
无搬迁计划。

是

1．锦江区已将垃圾转运站污水处理站扩能改造 、喷淋除臭系统维修整改和地面维修更换纳入 2017年
为民办实事目标任务，对转运站污水处理设施扩容改造 ，在原有除臭系统基础上，新增除臭管线400
米，新增安装除臭墙60米，购置一辆除臭专用车。2．加强全区垃圾转运车检查，及时更换密封条，
避免发生滴漏现象，对区垃圾转运站场地、周边道路进行清扫保洁和消洒除臭作业 ；利用GPS监控系
统和人员地点设卡检查，对垃圾转运车进行跟踪检查和管理 。3．通过搭建平台，邀请市民实地参观
垃圾转运站的运营和管理，并加大宣传报道力度。
下一步工作措施：1．设施设备提档升级。采用负压除臭、增加喷淋除臭覆盖面、增加车辆冲洗除臭
设施、重新铺设防渗混凝土地面等措施 ，提升垃圾转运站降噪、除臭能力。及时更换垃圾压缩设施
和车辆。2．进场道路优化迁改，优化垃圾车进场线路。3．绿化美化提档升级。4．加密保洁转运线
路，保持路面干净，增加场地、周边道路的保洁频次。5．加强转运站管理，提升改造冲洗设施、信
息化监管平台。
（三）问题整改进度安排
2017年8月，制定完善设施设备提升改造 、道路优化、设备采购、绿化提档升级等工作方案及技术路
径。启动相关采购、立项、招投标、安装、调试、试运行等程序。2017年10月，基本完成绿化景观
改造工。2018年1月，完成设施设备更换、车辆及箱体的购置工作。2018年3月，完成道路迁改工作
。2018年4月，请专业机构对运转时产生的噪声 、废气、污水进行检测，并定期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
（四）目前已启动追责问责工作，正在对相关问题进行调查。
责任人：锦江区副区长朱波。

无

8 20170807013

9 20170807018

10 20170807020

11 20170807026



12 20170807007

成都市锦江区万福村一组的垃

圾中转站臭气熏天，希望政府

对此垃圾中转站进行搬迁 。

成都 垃圾

8月8日，锦江区委书记带领区级相关部门现场办公 ，研究制定整改措施。经调
查，一是锦江区环卫清运中心（垃圾转运站）位于三圣街道万福社区一组 ，占
地40亩。符合《成都市环城生态区总体规划 （2012年～2020年）》编制的“锦
江区环城生态区荷塘月色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该地块被规划定点为环卫用
地，但尚未办理规划审批手续。二是该项目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为有
条件建设区，但属未批先建。目前，锦江区国土“增加挂钩”项目已于2017年
7月终验，待城镇建新区变更完成，即可完善用地手续，并补办相关报建手续
。三是该站按照《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 》（国家标准GB50337-2003）、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部颁标准CJJ27-2012）等国家规范与标准于2012
年8月启动建设，2013年3月竣工投入使用。四是该项目于2012年10月申请了锦
江区垃圾压缩站搬迁新建工程建设项目环评执行标准 ，但由于项目的土地和规
划手续未完善，该项目环评审批未完成。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国办发〔2014〕56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四川省清理整顿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工作方案的通知 》（川办发〔
2015〕90号）、成都市环保局关于印发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顿工作环保指
导意见的通知（成环发〔2016〕25号）规定，2016年11月28日，项目完成了《
锦江区垃圾压缩站项目环境影响备案报告 》，成都市锦江区环境保护局出具 《
建设项目备案通知》（锦环建备〔2016〕41号）。2016年11月，通过《锦江区
垃圾压缩站项目环境影响备案报告 》。该站是锦江区唯一一座生活垃圾转运
站，负责全区生活垃圾压缩及转运 ，日处理量800余吨，该投诉人反映的垃圾
转运站产生臭味事项属实。目前，锦江区环卫清运中心（垃圾转运站）暂无搬
迁计划。

是

1．锦江区已将垃圾转运站污水处理站扩能改造 、喷淋除臭系统维修整改和地面维修更换纳入 2017年
为民办实事目标任务，对转运站污水处理设施扩容改造 ，在原有除臭系统基础上，新增除臭管线400
米，新增安装除臭墙60米，购置一辆除臭专用车。2．加强全区垃圾转运车检查，及时更换密封条，
避免发生滴漏现象，对区垃圾转运站场地、周边道路进行清扫保洁和消洒除臭作业 ；利用GPS监控系
统和人员地点设卡检查，对垃圾转运车进行跟踪检查和管理 。3．通过搭建平台，邀请市民实地参观
垃圾转运站的运营和管理，并加大宣传报道力度。
下一步工作措施：1．设施设备提档升级。采用负压除臭、增加喷淋除臭覆盖面、增加车辆冲洗除臭
设施、重新铺设防渗混凝土地面等措施 ，提升垃圾转运站降噪、除臭能力。及时更换垃圾压缩设施
和车辆。2．进场道路优化迁改，优化垃圾车进场线路。3．绿化美化提档升级。4．加密保洁转运线
路，保持路面干净，增加场地、周边道路的保洁频次。5．加强转运站管理，提升改造冲洗设施、信
息化监管平台。
（三）问题整改进度安排
2017年8月，制定完善设施设备提升改造 、道路优化、设备采购、绿化提档升级等工作方案及技术路
径。启动相关采购、立项、招投标、安装、调试、试运行等程序。2017年10月，基本完成绿化景观
改造工。2018年1月，完成设施设备更换、车辆及箱体的购置工作。2018年3月，完成道路迁改工作
。2018年4月，请专业机构对运转时产生的噪声 、废气、污水进行检测，并定期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
（四）目前已启动追责问责工作，正在对相关问题进行调查。
责任人：锦江区副区长朱波。

无

13 20170807012

成都市高新区天和路9号原筑

小区居民楼一楼餐馆排烟的问

题，夜间售卖，油烟扰民；同

时，因小区紧邻三环路，三环
路改造升级后原绿化树木被砍

伐，存在噪声和扬尘污染。

成都
大气、

噪声

一、关于高新区天和路9号原筑小区居民楼一楼餐馆排烟的问题 ，夜间售卖，
油烟扰民问题。经调查，“润和地标”项目商铺开设餐饮服务项目不符合环评
文件要求。目前有餐饮服务项目17家，均未办理环评等环保审批手续 ，其中16
家餐饮服务项目未安装油烟净化设备 ，1家安装了油烟净化设备。
二、关于三环路改造升级后原绿化树木被砍伐 ，存在噪声和扬尘污染问题。一
是实际情况为项目绿化施工委托绿化专业单位实施 ，并按照相关园林绿化操作
规范及施工图纸对树木进行移植 ，并非砍伐。二是“润和地标”项目距离三环
路40米，由于三环路改造，绿化树木移栽，在车流量较大，车速较快（辅道限
速60公里/小时，主道限速100公里/小时）时噪音较大，车辆通行产生交通扬
尘问题确实存在。

是

高新区：
（一）违规餐饮服务项目的查处情况 。2017年8月8日、9日，高新区城管环保局会同桂溪街道办事处
对“润和地标”违规餐饮服务项目依法开展查处 ：一是召开油烟整治专题会，宣传《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对餐饮服务项目商家提出停止经营的要求和调整经营业态的建议 ；二是对17
家餐饮服务项目开展调查取证 ，并督促其停止经营。截止目前，17家餐饮服务项目已全部停业 。三
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 ，于2017年8月14日前对17
家餐饮服务项目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经营，拒不改正的，将于2017年11
月14日前予以关闭。责任人：成都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政法委书记杨东。
（二）三环路升级改造后的噪声、扬尘问题办理情况。市建委责成属地环卫公司加大南三环路三段
、天和路、天和西二街等该项目周边道路的冲洗力度和频次 ，抑制车辆行驶扬尘；同时要求执法队
伍进一步加大辖区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的管理 ，严查车辆带泥行驶、沿途撒漏、违规倾倒等违法违规
行为。要求建设业主成都路桥公司在即将实施的该路段绿道施工期间 ，严格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并
做好项目周边的群众解释工作 。建设业主成都路桥公司做出承诺 ，将严格按照建设计划，依法依规
施工，待三环路绿道贯通后对三环路绿化带进行树木补栽 。至2018年8月项目全部完工后，三环路绿
化带的树木数量将在原有基础得到提升 。

无

14 20170807015



15 20170807014

成都市简阳市河东片区约有 8
到10处存在通过生活污水管道

将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沱江的问

题。

成都 水

经排查，简阳市河东新区污水直排点共有 11个。截至目前，江水湾三期外2处
和东溪镇派安商混站1处污水直排点已完成整治。2017年8月8日，简阳市水务
局调查人员沿沱江河沿岸进行了摸排 ，现场发现8处污水直排点。其中，东湖
胜景、御景湾、天慧国际、碧水云居小区外4处排水口，因商铺混接雨污水
管，生活污水进入雨水管道直排沱江 ；河东新区客运站外狮子桥 1处排水口，
因上游支流为排洪渠，未建设市政排水管道，生活污水经排洪渠直接排入沱
江；东溪篮球场外、沱一桥2处排水口，因未建设接入截污干管的管道 ，污水
排入沱江；文教卫生花园和东城华府之间 1处排水口，因东城华府小区排水管
网还未完善，生活污水经雨水管网排入沱江 。

是

简阳市制定了《简阳市城区及乡镇污水直排整治实施方案 》，对管道疏通、更换错接管道和完善收
集管网，分片分点制定了整改措施。
一是立行立改。针对雨污水管混接的4处排水口，已确定整改方案，2017年8月9日对错接管网进行再
次排查，9月底前将完成排查并启动工程施工 ，10月底完成错接管网更换；文教卫生花园和东城华府
之间的1处排水口，2017年8月9日起现场督促东城华府小区开发商实施排水管网建设 ，9月底前将排
污管道接入市政排污管网；沱一桥下方、东溪篮球场外的2个排水口，2017年8月11日启动实施市政
管网接入工程，确保9月底前竣工投用。在整改期间，以上排污口均设置截污井，并采取吸污车临时
抽排方式，将雨水管中溢流出的污水转运至城南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避免污水排入沱江。
二是限期整改。针对狮子桥东溪河河道沿线无截污管道的实际 ，将该截污管道建设工程纳入城区排
水管网改造三年行动计划，限期整改，于2018年内完成截污管道铺设，截留并收集排放污水经城南
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放 。整改期间，加强对沿岸群众的环保宣传 ，规范沿河居民生活废水排放
和河道周边垃圾清理，保持河道整洁。
三是全面改造。我市经过充分调研和论证 ，制定了城区排水管网改造三年行动计划 ，对城区排水管
网进行全面改造，并列入我市“十大行动计划”重点项目。该项目将于12月底完成项目的勘察设计
等前期工作，2018年一季度正式启动建设，2019年12月完成建设，项目全面竣工后将极大改善我市
城区排水系统，实现沱江污水“零排放”。责任人：简阳市副市长雷启锋。

无

16 20170807016

成都市高新区富华北路 357号

保利百合花园小区楼下餐饮商
铺无排烟通道，占道经营情

况；烧烤、串串香店等夜间油

烟扰民。

成都
油烟、

其它

经查，基本情况如下：，经调查，“保利百合花园”项目商铺开设餐饮服务项
目不符合环评文件要求，目前共有商铺114家，开设有餐饮服务项目15家，均
未办理环评、排污等环保审批手续；15家餐饮服务项目均安装了油烟净化设
备，但“保利百合花园”未设立专用烟道，油烟直接排向街面；“保利百合花
园”多数商家存在越门、占道经营的情况。

是

2017年8月8日，高新区城管环保局会同石羊街道办事处依法开展查处 ：一是开展现场座谈会，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对餐饮服务项目商家提出立即停止经营的要求和调整经营业
态的建议；二是对15家餐饮服务项目开展调查取证 ，并督促其停止经营。截止目前，15家餐饮服务
项目已全部停业。三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 ，于
2017年8月14日前对15家餐饮服务项目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经营，于3个
月内改正违法行为；拒不改正的，将于2017年11月14日前予以关闭。责任人：成都高新区党工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政法委书记杨东。

17 20170807021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138号

蜀都中心一期所有餐馆，油烟

扰民，卫生脏乱差。

成都
占道   

油烟

经调查，该投诉属于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138号“蜀都中心一期”餐饮服务
项目。该项目地面一层共入驻商家 86家，其中餐饮服务项目46家，均未办理环
评、排污等环保手续。46家餐饮服务项目均安装了油烟净化设备 ，且正常使用
。4、5号楼的烟道是开发商违规设置在消防增压井 ，导致烟道排放负荷量不足
。物业管理公司未严格履行责任区域的管理责任 ，未及时督促商家做好环境卫
生保洁。

是

一是向46家餐饮服务项目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立即整改，做好油烟净化设备的日常
清洗及维护，做到达标排放；二是由物业管理公司牵头组织商家 、业主协商制定专用烟道整改方
案，将烟道排污口设在房屋楼顶 ，防止油烟扰民；三是向物业管理公司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要求其立即整改，积极履行责任区域管理义务 ，做好区域内的秩序及环境卫生管理 ；四是责成
属地环卫公司，加强建筑红线区域外的环境卫生保洁 、清扫力度。

无

18 20170807022

成都市锦江区河滨路 1号河滨
印象小区内有居民楼改为幼儿

园，存在噪音、油烟污染以及

安全隐患。

成都
噪声、

油烟

经调查，该投诉反映的“成都市锦江区河滨路1号河滨印象小区内的幼儿园 ”
为“成都市幼儿时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该公司于2015年8月2日租赁河滨路
1号43栋11号住宅开设儿童咨询机构，开展对学龄前儿童的外语短期间歇培训
业务，日均培训人数约20人，并未开办幼儿园。现场未发现噪声、油烟扰民情
况；该拟经营场所未按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存在安全隐患；该
公司拟将河滨路1号10栋6号住宅进行改造，用于幼儿培训机构，该行为涉嫌改
变住宅原有使用性质。

是

一是区房管局向成都市幼儿时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送达 《房屋使用安全告知书》，同时要求
物业服务企业认真履行管理职责 。
二是区公安分局现场告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若要开展幼儿培训，需要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消防备案
、审批，并通过验收后方可进行幼儿培训 ，否则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
三是市规划执法监督局执法人员在接到区规划分局报告后向该公司负责人下达若改变房屋使用性质
将会受到依法查处书面告知书 。
四是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现场向该公司负责人宣讲相关法律法规 。
五是区城管园林局将《关于规范经营行为的通知书 》送达成都市幼儿时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要求
该公司规范行为，避免出现油烟扰民、噪声扰民等违法行为。
六是区教育局下达了《关于规范经营行为的通知书 》，要求企业严格遵照经营范围开展业务 ，在新
租赁地拓展业务范围必须报有关部门审批 。

无

19 20170807029

成都市成华区阳光100小区中

庭绿化地带建有垃圾房，臭气

熏天，影响居民生活。

成都 垃圾
经调查，该小区垃圾房符合规划要求 ，属于湖南阳光壹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管
理。因天气炎热，垃圾清运频次不足，导致小区垃圾房周边有明显异味 。

是
垃圾房垃圾已清运完毕，周围异味已基本消散，问题已解决到位。同时，对保和街道办事处城管科
科长给予诫勉谈话；对保和街道党工委委员、人武部部长给予通报批评。

是



20 20170807030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一街 899号

峰度天下小区，存在商业餐饮

油烟污染的情况。

成都 油烟

经调查，该商业街开设餐饮服务项目符合环评批复的要求 。目前该商业街共有
商铺232个（餐饮服务项目31家，均安装有油烟净化设备，油烟监测结果均达
标排放），其中21家餐饮服务项目未办理环评 、排污等环保审批手续，6家已
报批环评手续已验收，4家已报批环评手续未验收 。

是

查处情况，已对19家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的餐饮服务项目下达了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对其中的14家“未批先建”餐饮服务项目依法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共罚款5.34万元。 无

21 20170807031

成都市郫都区郫筒镇农民街

（城乡结合部）新秀丽景小区

下面，生活污水排放河流导致

河流污染。

成都 水

2017年8月8日和8月9日，郫都区水务局会同郫筒街道办 、区规建局对投诉人反
映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经调查核实，举报的为郫筒街道兴秀丽景 。该小区所
处的华书巷未配套雨污管网 ，致周边兴秀丽景小区、“华龙公司”家属院小区
和散居农户生活污水直接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华书巷路边沟 ，造成下游沟渠污
染。

是

一、郫筒街道于2017年8月8日，组织对华书巷路边沟进行了全面清淘 。
二、区水务局、区规建局、郫筒街道于2017年8月9日，对华书巷进行现场踏勘，会商提出了污水管
道建设选线方案。
三、明确由区西汇公司作为建设业主 ，编制管网建设施工方案，启动实施华书巷污水管道建设 ，确
保在2017年9月30日前完成，彻底解决生活污水污染沟渠问题 。
四、在华书巷污水管道建设完成前 ，由西汇公司负责采取吸污车临时抽排方式 ，将该片区生活污水
转运至附近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
责任人：郫都区副区长全钢

无

22 20170807032
成都市武侯区金花镇午夜飞机

噪声严重扰民。
成都 噪声

经调查，武侯区金花桥街道临近双流机场 ，位于双流机场一跑道北段航空器航
路下方，噪音源主要为航空器从双流机场一跑道由南向北起飞通过该区域时产
生。

是

为减缓飞机起降噪声，成都市有关部门从规划建设环评等方面提出了降噪措施 ，属地区县政府配合
省机场集团实施整改措施 ，同时加快推进新机场建设 ，预计新机场建成后可以降低双流机场起降
量，切实减少噪音污染。

无

23 20170807033
成都市彭州市太清乡濮阳河附

近，存在工厂排放污水情况。
成都 水

    投诉人反映的彭州市太清乡濮阳河实为致和镇蒲阳河 ，该河流经致和镇太
平社区和棋盘村，沿河原有企业25家，现有企业18家，其中16家企业已停产，
2家企业在生产。
    7家塑料颗粒厂2017年初已取缔；9家“散乱污”企业已断电停产整治；7
家企业处于停产状态，未发现污水外排；在生产的2家企业中，彭州市永宏铸
造有限公司有环境违法行为 ，成都华明光源材料有限公司有生产污水排放 ，经
监测达标排放。

是
    对彭州市永宏铸造有限公司环境违法行为拟累计罚款 137640元。要求成都华明光源材料有限公
司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进一步强化网格化巡查，落实责任，防止企业偷排漏排。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