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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污染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

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2017年9月14日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1 信20170908007
    成都市武侯区郭家桥北
街“泖钉烤兔”噪声扰民。

成都市 噪声

“泖钉烤兔”商家位于郭家桥北街17号附2号，招牌名为“泖丁烤兔”，
该店铺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可经营项目为“热食类
食品制售”，营业时间为“14:00- 24:00”，经营场所面积约20平方
米，没有堂食场所，经营方式为“即买即走和网络平台外卖”，商家经
营时使用油烟抽排设备频次很少，每天22：00以后不使用油烟抽排设
备，但在使用油烟抽排设备时会产生一定的噪声 。

是

（一）9月9日14:30，武侯区环境监测站现场对商家的油烟抽排设备进行了噪声监测 。根据《监
测报告》[武侯环监字（2017）第JT461]数据显示，噪声监测结果达标，无需整改。
（二）9月9日15:00，“泖丁烤兔”经营者刘智勇自愿承诺在每日22:00后不使用油烟抽排设
备，并书写了《承诺书》。
（三）回访情况。9月9日下午，武侯区望江路街道办事处安排棕东社区回访了郭家桥北街 17号
附2号周边12名群众，受访群众对处理情况表示满意。
责任人：林金辉  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无

2 信20170908008
    成都市石人东路4号怡景
园附近移动基站，天线正对
小区，担心辐射。

成都市 其他

一、石人公园内移动基站由四川省辐射环境评价治理有限责任公司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基站选址及安全防护距离符合国家相关要求 ，经四川省
环境保护厅审查合格，批准建设。
二、经成都市辐射环境管理监测站监测，石人公园内移动基站排放电磁
辐射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要求。

否

一、约谈中国移动四川有限公司青羊分公司负责人 ，要求其加强石人公园内移动基站的巡查监
管，确保通讯设施正常运行。
二、青羊区府南街道办事处通过走访的方式向 “怡景园”小区住户通报了电磁辐射监测结果，
宣传移动基站运行相关知识，争取小区住户对通讯设施建设的理解和支持 。
9月10日15时，府南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走访小区居民 ，收集群众对本案的处理意见，受访人对
本案办理情况表示满意。                              
区级部门责任人：邓  毅 青羊区环境保护局局长   
区级责任人：杜朝伦 青羊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市级部门单位责任人：林建良 市环保局副局长 

无

3 信20170908009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胜
利电影院内“小龙坎火锅”
长期油烟直排、噪声扰民。

成都市 油烟、噪声

经核实，目前，胜利电影院内只有一家火锅店，营业执照名称为锦江区
小龙火欠坎火锅，营业面积约300㎡。该店系由原川西大坝子火锅于2017
年6月变更为小龙火欠坎火锅，小龙火欠坎火锅于2017年6月起开始装
修，至今尚未开业。
9月9日11:00，锦江区牛市口街道办事处会同锦江区城管执法局 、区市场
和质量监管局、区环保局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情况如下：
（一）经锦江区城管执法局现场调查，小龙火欠坎火锅店目前尚处于装
修阶段，尚未营业，未产生油烟。
（二）经锦江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现场调查 ，该火锅店能出示《营业执
照》，目前未装修完毕，没有相关厨具设施，尚未营业。
（三）经锦江区环保局现场检查，该火锅店风机等产噪设备安装在楼
顶，目前尚处于装修状态。
（四）该火锅店尚未营业，没有产生油烟和噪声，但通过走访周边居
民，原川西大坝子火锅店在营业期间存在油烟 、噪声扰民情况。

是

一、处理情况
1、锦江区城管执法局派驻牛市口街道执法中队现场向火锅店负责人宣传了环保相关法律法规 ，
要求其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2、锦江区环保局现场要求火锅店负责人设置隔声降噪措施 ，杜绝设备噪声扰民；同时，要求经
营者加强管理，确保营业后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
3、锦江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现场向火锅店负责人宣传了 《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和《食品
安全法》相关规定。
二、下一步工作措施
1、锦江区环保局将在火锅店营业后进行噪声现场监测 。牛市口街道办事处将加强巡查和监管 ，
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处理。
2、锦江区城管执法局派驻牛市口街道执法中队将对该火锅店加强日常监管 ，如发现涉及油烟超
标排放等问题，坚决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3、锦江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将加大对该火锅店的日常巡查和监管力度 ，及时查处违法行为。
三、走访情况
9月9日，锦江区牛市口街道办事处得胜街社区随机走访了周边群众 ，受访者对处理情况表示满
意。
分管人：锦江区政府副区长朱波。责任部门：锦江区牛市口街道办事处。责任人：锦江区牛市
口街道办事处武装部部长叶世兴，锦江区牛市口街道办事处城管科科长李弢 。

无



4 信20170908011
    成都市武侯祠蜀汉街2号
附11号“厕所串串”油烟、
废水直排。

成都市 油烟、水

投诉人反映的蜀汉街2号为一居民小区，建于1992年，面积约5000平方
米，共计两个单元，其中一单元为四川省统计局宿舍，另一单元为居民
住宅。“厕所串串”为小区临街商铺，已于8月中旬停止营业、空置转让
。
现场调查情况:9月9日上午，武侯区浆洗街街道办事处环保科工作人员到
现场调查，发现“厕所串串”已关门停业并已张贴铺面转让信息，未开
展经营活动。经走访周边居民，了解到该店在营业期间曾存在油烟直排
及潲水违规排放的行为，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

是

武侯区浆洗街街道办事处将每周两次对该店进行巡查监督 ，及时跟进店铺转让动向，确保店铺
转向经营，规范商家行为。
回访情况:9月9日下午，浆洗街街道办事处、蜀汉街社区对蜀汉街2号居民进行回访，居民对处
理情况表示满意。
责任人：金怡  武侯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无

5 信20170908012

    ★成都市青羊区光明巷9
号附6号至9号底楼商家（餐
饮），油烟直排，污水渗漏
。例如：小鱼儿快餐、筷子
米线点、王麻辣卤菜店、冒
江湖冒菜店。

成都市 油烟、水

一、经查，小鱼儿快餐、筷子米线店、王麻辣卤菜店、冒江湖菜店等4家
餐饮店均未取得《营业执照》和“三小备案证”。                             
二、“冒江湖冒菜”无油烟净化器。“小鱼儿餐馆”、“筷子米线”设
有油烟净化器，烟道口位于一楼厨房外，设置不规范。“王麻辣菌香猪
脚饭”店内没有厨房。                                        
三、该段街面、省扶贫和移民局住宅楼内，未发现污水渗漏现象。

是

一、青羊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向4家商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
责令其立即停业整改，并于10月8日前办理相关证照。9月9日12:00，4家商铺已停业整改。
二、青羊区城管局向“冒江湖冒菜”开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其于2017年10月8日前
对油烟排放问题进行改正，并对其立案调查。                                           
三、青羊区太升路街道办事处函告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 ，要求其于9月30日前疏通院内化粪
池。
四、9月10日10:00，青羊区太升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走访了周边住户 ，收集群众意见，受访
人对本案办理情况表示满意。
五、下一步，青羊区太升路街道办事处认真履行其监管职责 ，监督辖区商家规范经营，同时协
调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在9月30日前完成化粪池疏通。                                         
部门责任人：卢  波 市城管委副主任 
陈小斌 市商务委副巡视员 
肖  缨  市环保督察办副主任   
街道责任人：耿晓青  青羊区太升路街道办事处主任 
区级责任人：杜朝伦  青羊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无

6 信20170908014
    成都东郊记忆经常在周
末和节假日搞露天演出，噪
声扰民。

成都市 噪声

9月9日下午18时，成华区文旅体局、跳蹬河街道办事处、区公安分局进
行现场调查，东郊记忆未开展露天演出活动。经走访了解，前段时间确
有利用周末及节假日举办露天公益演出 、体育交流活动的情况，在安装
调试设备及演出等过程中产生噪音，对周围居民造成影响。

是

1、成华区文旅体局要求东郊记忆管理方落实主体责任 ，凡举办营业性演出须经过文化等部门审
批方可进行，同时加强现场管理，避免扰民。2、切实强化内部管理，合理安排室外演出活动时
间，严格控制演出活动音量。3、加强与周边居民的沟通，提前告之活动安排，争取居民理解。
东郊记忆管理方承诺在活动彩排、举办期间，严格控制现场音量，不超过国家规定分贝值，并
已在周边区域安装“噪音监测器”，供周围小区居民随时进行监督。同时，东郊记忆管理方已
发文明确户外演出结束时间为21:30前，在园区内开展大型室外活动前将提前告知周边小区居民
活动时间安排。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已整改。
责任人：曹志 成华区副区级领导。

无



7 信20170908015

    成都市双流区双凤村三
组凤鸣路中通快递与浴室牌
子中间的巷子里一鞋材厂，
半夜生产噪声扰民。

成都市 噪声

投诉人反映的成都市双流区双凤村实为成都市武侯区双凤社区 ，投诉人
反映的鞋材厂为武侯区腾峰鞋材经营部 （以下简称腾峰鞋材），位于成
都市武侯区簇桥街道双凤村三组，经营者：徐声明），占地面积约1600
平方米，主要生产鞋底。5月11日，武侯区簇桥街道办事处已对腾峰鞋材
下达了《成都市武侯区簇桥街道关于限期关闭 “三无”工业企业的通知
》并于8月10日进行了断电断水处理，同时将生产设备进行了现场封存。
该鞋材厂将原有厂房作为成品货物中转仓库使用 。
9月9日，武侯区簇桥街道办事处到腾峰鞋材现场检查时 ，原生产设备处
于封存状态，未发现现场加工的现象。经向企业负责人现场询问，其前
期接到的订单均在外地进行生产加工后运到该处进行配送 ，在清点货物
时发现配货有瑕疵，经宿舍接通照明用电用于夜间照明，对有瑕疵的货
物进行人工修复，修复过程中因敲击产生了一定的噪声 。

是

武侯区簇桥街道办事处按照武侯区“三无企业”“散乱污”工业企业清理整治工作要求，已于8
月10日对该鞋材厂进行了断水断电处理。
9月9日，武侯区簇桥街道办事处将未搬离剩余的生产设备 、生产原材料及成品再次进行了打包
封存，并对厂房内所有电线进行了拆除。该鞋材厂负责人承诺将加快生产设备 、生产原材料及
成品的自行搬离速度。
武侯区簇桥街道办事处再次张贴了《关于奖励举报“散乱污”工业企业的通告》，鼓励辖区居
民举报“散乱污”工业企业，加大对辖区内“散乱污”工业企业的整治力度。
武侯区簇桥街道办事处按照武侯区“散乱污”工业企业清理整治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大巡查力
度，防止已关停“散乱污”工业企业死灰复燃，杜绝新增“散乱污”工业企业。
责任人：卓  锋 武侯区人大副主任 

无

8 信20170908016

    成都市彭州市红岩镇集
镇污水处理厂长期超标排
放，集镇生活污水没有进入
管网，废水直接进入人民
渠，而人民渠作为居民的饮
用水源，严重影响居民的饮
水安全。

成都市 水

一、基本情况 
1.集镇情况。红岩镇集镇位于彭州市北面，距彭州市城区18公里，与什邡市湔氐镇、
师古镇接壤。集镇建成区面积约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490户约1200人。
2.集镇水系情况。彭州市鸭子河和什邡市大寨河在红岩镇集镇汇流后 ，在什邡境内汇
入人民渠。
3.集镇污水处理厂情况。红岩镇污水处理厂位于红岩镇虎形村 2组，设计处理规模
300m3/d，采用“MBR”膜处理工艺，于2011年3月9日取得了《彭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
成都市全域乡镇水务投资公司建设彭州市红岩镇污水处理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
复》（彭环建〔2011〕39号）,2012年6月建成投运。
二、现场调查情况
9月9日联合调查组现场检查时，红岩镇污水处理厂泵房、一体化“MBR”膜工艺设备
等设施正常运行，总排口有出水，正在排水。彭州市环境监测站对其进行了采样监测
。彭州市环境监测站9月9日出具的《监测报告》（彭环监字〔2017〕环保督察第048
号）结果显示：红岩镇污水处理厂总排口监测结果总氮超标 。
红岩镇集镇已建成主管网1620米，配套收集支管网3200米，收集了集镇及周边安置点
大部分生活污水，目前集镇尚有110散居户约350人生活污水未收集。生活污水经化粪
池处理后，排入农灌沟，进入鸭子河。鸭子河在红岩镇虎形村出境后，进入德阳市什
邡市，在什邡境内汇入人民渠。彭州市环境监测站对鸭子河出境断面进行了采样监
测，于9月9日出具的《监测报告》（彭环监字〔2017〕环保督察第049号）结果显
示：监测数据均达标。

是

一、已开展的工作
9月10日，彭州市综合执法局按照法定程序对红岩镇污水处理厂超标排放污染物的行为进行立案
查处。
二、下一步工作措施
1.9月10日起，彭州市环保局严格落实污染源日常监管双随机抽查制度 ，严格执法，一旦发现污
水处理厂超标排放废水的环境违法行为 ，将依法查处。
2.彭州市水务局督促北控彭州排水有限公司 2018年6月30日前完成红岩镇集镇散居户生活污水管
网建设工作。
3.9月10日起，彭州市红岩镇按照属地化职责和网格化相关要求 ，强化人民渠、鸭子河、红岩镇
污水处理厂巡查力度，将巡查频次由每月1次增至每月4次，填写巡查记录，发现水质异常及时
处置并上报彭州市环保局依法查处。
责任人：刘城，彭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无



9 信20170908018
    成都市金牛区圃园南一
路麻将一条街，直接开在居
民楼下，让人无法入睡。

成都市 噪声 

9月9日，金牛区抚琴街办会同区房管局、规划金牛分局、抚琴市场和质
量监管所、光荣派出所到现场进行了勘查。调查发现，圃园南一路共有
茶坊11家，均开在丽景湾小区居民楼下，全部涉及经营麻将，在经营过
程中存在打麻将及客人吵闹等人为噪音 。

是

（一）现场处理情况
9月9日15∶00，金牛区抚琴街办会同区房管局、规划金牛分局、抚琴市场和质量监管所、光荣派出所在约谈了
圃园南一路茶坊负责人，分别向他们进行了工商、规划、环保等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劝导其规范经营，光荣派
出所民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8条有关规定，对麻将馆产生噪音，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
行为提出了口头警告，圃园南一路麻将馆负责人均承诺劝导顾客文明娱乐 ，不得大声喧哗，防止噪声扰民。当
日15:50，金牛区房管局现场约见了丽景湾小区的物业服务公司负责人 ，要求其认真履行合约，做好小区范围内
的相关服务工作，保持小区的安定团结。当晚21:00，金牛区抚琴街办联合光荣派出所对圃园南一路麻将馆进行
了检查，噪音扰民现象已经消除，茶坊负责人均写下承诺书，承诺将规范经营，避免噪声扰民。
 （二）下一步工作措施
1、光荣派出所将进一步加强对辖区内圃园路片区茶坊麻将噪声的管理 ，加强日常巡管，督促商家严格控制经营
时间，规范经营，及时劝导客人文明娱乐，降低噪声。若出现噪音扰民问题的负责人，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依法查处。（责任单位：光荣派出所；责任人：肖
冀川）
2、金牛区房管局将加强对物业服务公司的督查 ，要求其认真履行好服务合约，做好小区内外的环境和秩序维护
工作，提供优质服务。同时要求物业服务公司积极配合协助相关部门做好物业区域内其他环境保护工作的投诉
及问题的查处，确保物业管理区域干净、整洁、和谐的整体环境。（责任单位：金牛区房管局；责任人：胡
科）
3、金牛区抚琴市场监管所将进一步加大法律法规宣传力度 ，增强群众的守法意识，杜绝问题反弹，实现管理的
常态化。（责任单位：金牛区抚琴市场监管所；责任人：刘大泉）
4、金牛区抚琴执法中队将加强日常巡查监管 ，督促茶坊商家规范经营，避免噪音扰民。（责任单位：金牛区抚
琴街道办事处；责任人：袁勇）
责任人：周国军，金牛区政府副区长
（三）回访情况
9月10日，金牛区抚琴街办圃园路社区工作人员对圃园南二路周边居民 10人进行了回访，受访居民均表示满意。

无

10 信20170908019
    成都市成华区兴苑附近
有很多通信基站，对小区业
主有辐射影响。

成都市 其他

经查，民兴苑小区西侧的通信基站距离最近的建筑物为民兴苑小区 6栋、
5栋，分别为30米和45米，距乐彩城三期施工围墙约40米。据了解，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以下简称移动成都分公司)通信
基站2016年取得成都市环保局环评批复并使用 ，但未环保竣工验收；中
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以下简称电信成都分公司)通信基站与
移动成都分公司共享使用同一铁塔，未履行环评相关审批手续。

是

1、成华区经科局协调移动成都分公司和电信成都分公司提供通信基站建设有关情况 ，按照通讯
行业管理要求及标准加强内部管理，确保基站规范运行。2、成华区环保局协调成都市辐射环境
管理监测站对该通信基站进行辐射监测 。3、成华区环保局责令移动成都分公司于 9月13日前向
市环保局提出环保竣工验收申请，对电信成都分公司通信基站未办理环评手续进行立案调查 ，
并责令该分公司9月13日前在网上进行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9月9日15时，成都市辐射环境管理
监测站工作人员分别在离通信基站较近的民兴苑小区 5栋2单元7楼702住户、6栋1单元8楼801住
户和人民塘北一路（蓝光乐彩城三期旁）3个敏感点位进行了现场监测，监测结果均达标。移动
成都分公司已向成都市环保局提出环保竣工验收申请 。电信成都分公司已在网上进行环境影响
登记表备案。成华区环保局于9月11日对电信成都分公司涉嫌未批先建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 。投
诉人反映的问题得到整改。
责任人：郑天南 成华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

无



11 信20170908020

    ★成都市青白江区清泉
镇永顺村四组（一把伞附
近）石膏厂，粉尘严重，污
染周边农田，生产时噪声扰
民。

成都市 扬尘、噪声

9月9日上午10:00，青白江区委、区政府和成都市环保局安排由清泉镇牵
头，会同成都市环境监察执法支队、青白江区环保局、青白江区科经信
局、青白江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组成的调查组 ，到青白江区粤诚新创建
材经营部就投诉反映的问题开展现场调查 。
（一）关于“粉尘严重”问题。经查，该经营部生产车间内建有1条生产
线，石膏粉投料口建有1个密闭房间。现场调查时，该经营部未进行生产
作业，不具备粉尘检测条件，但生产车间内地面存在粉尘。
（二）关于“生产时噪音扰民”问题。现场调查时，该经营部未进行生
产作业，不具备噪音检测条件。经走访调查厂房周边住户，反映该经营
部生产作业时有噪音存在。
（三）关于“污染周边农田”问题。经查，该经营部室外7个晾晒棚地面
均未作硬化处理，地面散落石膏废料未作规范收集、储存；晾晒棚外有1
处石膏制品残次品堆放点，未采取“三防”措施；厂房外泥土路面（农
田与厂房交界处）存在石膏废料。
此外，调查发现，该经营部营业执照核定经营范围为“零售：建材（不
含限制类）”，涉嫌超出营业执照核准经营范围生产加工石膏制品行为
。

是

（一）处理措施
1．责成青白江区粤诚新创建材经营部停止生产加工石膏制品 ，在9月14日前完成生产车间粉尘、晾晒棚外石膏
制品残次品、厂房外泥土路面（农田与厂房交界处）石膏废料清理，在9月16日前完成晾晒区域石膏制品清理，
在9月24日前完成晾晒区域地面石膏废料清理 。
2．责成青白江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对该经营部涉嫌超出营业执照核准经营范围生产加工石膏制品行为开展立案
调查。
3．责成青白江区环保局对该经营部未作规范收集 、储存石膏废料的涉嫌违法行为开展立案调查 。
（二）处理结果
1．9月9日，青白江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已对该经营部涉嫌超出营业执照核准经营范围生产加工石膏制品行为下
达《责令改正通知书》〔青市场和质量监管责改字（2017）080057号〕，启动立案调查程序。
2．9月9日，青白江区环保局已对该经营部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青环改字〔2017〕0909-A-
1号），启动立案调查程序。
3．9月9日14:00，该经营部已开始组织人员清理生产车间粉尘 、晾晒区域石膏制品、晾晒区域地面石膏废料、
晾晒棚外石膏制品残次品、厂房外泥土路面（农田与厂房交界处）石膏废料。
4．9月9日18:00，青白江区清泉镇人民政府会同区科经信局对该经营部生产用电进行断电 。
（三）下一步措施
1．责成青白江区粤诚新创建材经营部进一步强化环保意识 ，切实履行环保主体责任，于9月14日前完成生产车
间粉尘、晾晒棚外石膏制品残次品、厂房外泥土路面（农田与厂房交界处）石膏废料清理，于9月16日前完成晾
晒区域石膏制品清理，于9月24日前完成晾晒区域地面石膏废料清除 。
2．责成青白江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根据立案调查结果 ，依法对该经营部作进一步处理。
3．责成青白江区环保局根据立案调查结果 ，依法对该经营部作进一步处理。
4．责成青白江区清泉镇人民政府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 ，安排人员对该经营部实施每日早晚 2次巡查，督促该经
营部按照时间节点完成整改，并从9月9日起停止生产加工石膏制品。
责任人：刘文道 青白江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肖缨 成都市环保督察办副主任

无

12 信20170908021
    成都市金牛区五块石大
道噪声扬尘影响居民生活。

成都市 噪声、扬尘

9月9日，金牛区五块石街办会同区城管执法大队前往现场调查 。经查：
（一）扬尘情况
经现场查看，五块石路沿线2个待建工地均未开工，工地内无裸土现象，
无车辆进出，但五块石路路面存在少量灰带，随车辆行驶经过时有少量
灰尘扬起。
（二）噪音情况
经现场查看和走访商家住户了解，2个待建工地未开工，无施工噪音；两
侧商铺未进行促销活动，无商业促销噪音。但由于五块石路是辖区主要
出入城通道之一，有大量交通车辆行驶，存在车辆行驶时产生噪音，并
偶有车辆鸣笛现象。

是

（一）现场处理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情况，金牛区五块石街办立即协调市交警二分局二大队进一步加强五块石路交通
秩序管理控制车辆噪声，同时安排环卫公司加大对五块石辖区内道路洒水冲洗力度 ，清除路面
灰带。
（二）下一步工作措施
1、进一步加大道路清扫保洁和洒水降尘作业 。
2、重点加强2个待建工地监管力度，防控扬尘污染。
（责任人：胡剑平、金牛区五块石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 、武装部长）
责任人：王安宁，金牛区政府副区长。
（三）回访情况
9月9日，金牛区五块石街办工作人员对五块石路沿线商家和居民共 10人进行了回访，受访群
众，均表示满意。

无

13 信20170908023
    成都市青羊区万达商场
及周边商家的鼓风机、空调
外机、换气扇噪声扰民。

成都市 噪声

一、现场调查核实，该商场所有商铺均使用商场中央空调 ，空调外机位
于四楼平台的夹层内，换气扇位于商业广场地下室，未发现鼓风机。 
二、青羊区环境监测站分别于9月9日11时30分、22时30分进行了边界噪
声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该商场昼间、夜间噪声排放均未超标。                    
三、商场中央空调外机在运行时确会产生一定机械噪声 ，对周边有一定
影响。

是

一、青羊区环保局会同相关部门联合约谈了青羊万达广场的物管公司 、商管公司负责人，要求
其加强管理。                       
二、青羊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向成都青羊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了 《监督意见书》，
要求其依法依规经营。
三、9月10日10时，青羊区苏坡街道办事处就整改情况走访了周边居民 ，受访人对办理情况表示
满意。
下一步，青羊区苏坡街道办事处将加强监管，督促青羊万达广场履行管理责任。
部门责任人：邓  毅 青羊区环保局局长 
区级责任人：杜朝伦 青羊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无



14 信20170908024
    成都市金牛区长和路新
桥明园广场舞噪声扰民。

成都市 噪声

9月8日晚9时以及9月9日上午8时，金牛区沙河源街办会同公安金牛分局
沙河源派出所对投诉点位进行了现场检查 ，现场均未发现居民群众开展
广场舞活动。但新桥明园广场之前确实存在广场舞噪声扰民现象 ，金牛
区沙河源街办、金牛区沙河源街办新桥社区、金牛公安分局沙河源派出
所工作人员、社区民警已于2017年8月劝导新桥明园广场舞跳舞群众前往
远离居民住宅的场所开展广场舞活动 。

是

（一）现场处理情况
9月9日上午，金牛区沙河源街办会同公安金牛分局 、金牛区沙河源街办新桥社区在举报点位现
场设立了禁止开展广场舞等噪声扰民活动的标识牌 ，劝导居民群众文明锻炼。
（二）下一步工作措施
金牛区沙河源街办新桥社区将配合公安金牛分局沙河源派出所进一步加大巡查力度 ，积极劝导
开展广场舞等活动的居民群众文明锻炼 。（责任单位：公安金牛分局沙河源派出所；责任人：
刘  韬）
责任人：周国军，金牛区政府副区长，
（三）回访情况
9月9日，金牛区沙河源街办新桥社区对投诉点位附近的 15户居民进行了走访，受访居民均对处
理结果表示满意。

无

15 信20170908025

    成都市双流区蛟龙港双
九路和双楠大道交叉口处朴
真苑农家乐未办理手续乱排
污。

成都市 其他

一、基本情况
朴真苑农家乐位于九江街道双九路一段 2号，占地面积约9.9亩，于2003
年12月30日注册经营。
二、现场调查情况
经现场调查核实，投诉人反映问题属实。
9月9日，双流区城管局、区水务局、九江街办现场调查，朴真苑农家乐
确未办理环保相关手续。该农家乐在双温路道路市政改造施工时 ，已将
餐厨污水经三级沉淀过滤池处理后，排入双温路右支路的市政污水管网
。

是

一、处理情况
9月9日，双流区城管局、区水务局、九江街办联合执法，向该农家乐下达了整改通知书并给予
了处罚，要求其在5个工作日内对其内部雨污管网进行分流并申请办理排水许可 。同时，责令该
农家乐于9月27日前办理环保手续。
下一步，双流区将由区政府副区长肖健牵头，双流区城管局、区水务局、九江街办等单位具体
负责，督促朴真苑农家乐在9月27日前办理环保相关手续，落实雨污分流、过滤池清理等环保措
施，确保规范经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若违规经营，将依法严肃处理。
二、回访情况
该投诉未留联系人和联系电话，无法准确回访。9月10日，双流区城管局工作人员现场向朴真苑
农家乐周边群众、商户告知案件处理情况，受访群众表示满意，并建议加强长期监管督促，确
保整改落实到位。
责任人：双流区区政府副区长肖健 

无

16 信20170908026

    成都市青羊区正府街77
号SG珊顿道小区旁玉龙街2号
新世纪广场低层裙楼（成都
民生福音耳鼻喉专科医院）
及高层顶楼两处中央空调及
通风系统噪声扰民严重。

成都市 噪声

一、经现场核实，新世纪广场裙楼楼顶设置有10台中央空调外机，分别
为1台圆型水冷塔和9台风冷机；主楼35楼楼顶设置有2台中央空调外机，
均为圆型水冷塔。以上空调外机统一由戴德梁行物业管理 。
9月9日昼间10:00~13:30，夜间22:30~00:00，青羊区环境监测站分别对
新世纪广场裙楼、主楼的中央空调外机噪声进行监测。监测结果显示：
上述2处中央空调外机噪声均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其昼间、夜间噪声排放达标。                   
二、经走访周边居民核实，新世纪广场裙楼、主楼楼顶的中央空调外
机，运行产生的噪声对周边居民生活有一定影响 。

是

一、9月9日15时，青羊区环保局会同草市街街道办事处约谈了戴德梁行物业 ，要求其采取如下
改进措施：1、从9月15日起，将主楼办公区中央空调关闭时间提前到 18时；2、加强对中央空调
外机的管理，做好日常维护、保养；3、要求于2017年11月10日前，在中央空调外机临近居住区
一侧安装消音、隔音设施，进一步减少噪声对附近居民的影响。
二、9月10日10时，青羊区草市街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就办理情况走访了周边居民 ，受访人对整
改情况表示满意。
部门责任人：邓  毅  青羊区环保局局长
区级责任人：杜朝伦  青羊区政府副区长

无



17 信20170908027

    成都市成华区二仙桥南
一路3号省五交化仓库右侧，
怡品缘茶坊对面的一外无名
餐馆，油污严重，污水直接
从暗洞排放。

成都市 水、油烟

9月9日10时，成华区桃蹊路街道办事处、区城管局、区市场监管局、区
统筹局到现场调查核实，临近五交化仓库大门右侧无名餐馆为 “鲜择菜
饭店”，店面油污严重；厨房洗刷的污水排放到墙外地面下商家修建的
简易沉淀池，通过一根直径20cm的PVC管排入二仙桥南一路市政污水管网
。

是

处理措施。1、要求“鲜择菜饭店”清洗店面油污；2、要求“鲜择菜饭店” 在厨房内安置隔油
隔渣池，保障排污管畅通；3、盖封墙外简易沉淀池。
处理结果。9月10日，“鲜择菜饭店”店面油污已清洗，厨房内隔油隔渣池已安装，墙外简易沉
淀池已盖封。
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得到整改。
责任人：刘蓉 成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无

18 信20170908028

    高新区大源临江苑小区
附近的正大饲料厂生产时噪
声很大，还有一股非常大的
臭气。

成都市 大气、噪声

一、基本情况:信访人反映的双流正大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年，位于高新区临江村16
号。2009年区划调整，该公司随所在地临江村由成都市双流县 （现为双流区）划转到
高新区。该公司主要从事畜禽、水产饲料生产和销售，年设计生产能力20万吨，现实
际年产量为4万吨，员工100余人。信访人所反映的大源临江苑小区为高新区大源板块
一住宅小区，其东侧、南侧为住宅小区，北侧和西侧为建设用地，双流正大有限公司
位于该小区西侧，两者直线距离约0.5公里。二、现场调查情况:（一）项目环保审批
有关情况:1994年该公司建厂，建设生产车间一座，设颗粒料（沉性水产饲料）生产
线三条，未编制和报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于2003年9月1日施行）；2006年实施技改项目（新建生产车间，新增浮性水产饲料生
产线两条）但建设前未依法编制和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也未验收，高新区环城局
已依法责令该项目停止生产，该生产线目前处于停产状态。（二）环境污染情况:该
公司正在使用的老车间生产沉性水产饲料 ，生产工艺为进料→粉碎→配料→混合→制
粒→冷却→打包→成品，主要原料为豆粕、菜籽粕、面粉、麸皮、米糠等，同时要添
加鱼粉、豆油等辅料，生产时进料、混料、粉碎等多个环节都要产生粉尘，虽采用脉
冲布袋和旋风除尘器进行了收集处理 ，但仍会产生一定的饲料气味。同时，公司生产
设备较多，生产时会产生并向外排放噪声。（三）信访人反映的环境污染问题:1、废
气排放情况:双流正大有限公司现生产沉性水产饲料 ，因原料中有鱼粉、豆粕，生产
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饲料气味（国家未制定相应的排放标准），现公司通过布袋或旋
风除尘器进行处理，但气味难以完全消除，对周边小区居民有一定的影响。9月9日高
新区环城局对该公司废气（粉尘）进行了监测，报告显示，该公司生产时废气（粉
尘）达到了相关排放标准。2、噪声情况:噪声来自公司生产车间的粉碎机、除尘器等
设备，因部分设备老化，噪声较大，该公司与大源临江苑小区较近，对小区居民有一
定的影响。9月9日高新区环城局对该公司昼间噪声进行了监测 ，报告显示，该公司厂
界噪声分别为: 62dB(A)、60 dB(A)、66 dB(A)、62 dB(A)，未达到昼间60 dB(A)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该区域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2类标准）。经调查，来电来信举报件（信20170908028号）反映“高新区大源
临江苑小区附近的正大饲料厂生产时噪声很大 ，还有一股非常大的臭气”的信访问题
情况属实。

是

1、9月11日，高新区环城局向该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成高环城改字
[2017]090901号），责令该公司：（1）立即对公司产噪设施设备进行检查，临时关停产噪严重
的设备或生产线；（2）于2017年10月10日前完成噪声治理工作，确保厂界环境噪声达到排放标
准。
2、要求该公司加强管理，减少生产各环节中的粉料扬散。
3、要求属地桂溪街道办事处严格按照网格化监管体系 ，加强对该企业日常检查和不定期抽查 ，
并督促该公司加快落实整改措施。对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及时上报高新区环城局调查处理。
责任人: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政法委书记杨东。           
9月11日，高新区桂溪街道办事处对该公司附近居民就双流正大有限公司生产时产生的噪声和臭
气问题进行了回访，被访居民未感到明显的噪声和气味，对高新区环城局提出的处理措施表示
认可。

无

19 信20170908033

    成都市青羊区人北路、
清溪东路的花串串、小郡肝
串串、何老三冷锅、缘之园
茶府、柯仁音乐酒吧，油烟
或者噪声扰民。

成都市 油烟、噪声

一、“营业证照”问题。经现场核查，何老三冷锅串串的《成都市灵活
就业（营业）卫生辅导意见书》已过有效期；另5家店铺经营证照齐全。
二、“油烟扰民”问题。经现场核查，小郡肝串串香清溪店安装有油烟
净化设备，经第三方监测机构监测，符合排放标准。花串串、何老三冷
锅串串、小郡肝串串香石人店安装有油烟净化设备 ，但烟道设置不规
范，目前，此3家店铺正在与周边居民小区协商烟道设置相关事宜 。缘之
园茶府设有员工厨房，不对外营业，安装有油烟净化器，但厨房未封
闭，有少量油烟排出。柯仁音乐酒吧无油烟扰民现象。
三、“噪音扰民”问题。经现场核查，何老三冷锅串串已停业，花串串
、小郡肝串串石人店未营业。通过走访了解，小郡肝串串清溪店、柯仁
音乐酒吧、缘之园茶府晚上喧哗声较大。9月9日22:30，青羊区环保局委
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在石人北路、清溪东路街面进行噪声监测，监测结果
显示噪声超过了《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规定的50分贝限值
。

是

一、前期处理情况。                                           
（一）9月7日11时，向何老三冷锅串串开具《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警告处罚；同时出
具了《监督意见书》，责令其立即停止经营，依法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后方可营业。
（二）9月6日11时，约谈了小郡肝串串石人店，责成其于10月31日前，规范设置烟道。9月
7日，小郡肝串串石人店已自行停业整改，目前正与周边居民小区协商烟道设置相关事宜 。
（三）9月7日11时，约谈了花串串、何老三冷锅串串，责成花串串立即封闭厨房后窗，避免油
烟散排扰民；责成2家餐饮店立即清洗油烟净化器，规范设置烟道，加强设备维护，确保正常使
用。9月7日17时，花串串已封闭厨房后窗。                                                
二、本次处理情况
（一）9月9日11时，青羊区城管执法局约谈了缘之园茶府 ，责成其立即封闭厨房后窗。9月10日
13时，缘之园茶府已封闭厨房后窗。
（二）因石人北路、清溪东路夜间噪声源种类复杂，涵盖了交通、生活、商业等诸多不可控的
环境噪声，依据《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HJ 706-2014），无法对个体噪声达标情况进行评
价。9月9日11时，青羊区城管执法局和府南街道办事处责成小郡肝串串清溪店 、柯仁音乐酒吧
、缘之园茶府规范经营，设置温馨提示牌，劝导客人文明用餐、娱乐，及时制止客人喧哗行
为，避免对周围居民造成环境噪声污染。
（三）9月10日14时，青羊区府南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走访了周边群众 ，受访人对案件办理情况
表示满意。
街道责任人：罗峥嵘 青羊区府南街道党工委书记 
区级责任人：杜朝伦  青羊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无



20 信20170908034
    成都市金牛区永陵后巷
66号锦城世家小区对面的永
陵公园噪声扰民严重。

成都市 噪声

该举报系8924省级督察反馈问题重复举报事项。
（一）省督察期间调查情况
2月，金牛区接到省环保督察举报件（编号：[2017]CD-506号、
[2017]CD-571号）反映“成都市永陵公园广场舞、打陀螺噪音扰民问题
”。经查，每日早晨6:00左右有5-6名老人在永陵公园打陀螺，晚上有舞
蹈队在此进行广场舞锻炼。
（二）中央督察期间调查情况
经查，永陵博物馆正大门处每日早晨7:00左右偶尔会有2-3名老人打陀
螺，白天不定期有市民自发组织的合唱团和舞蹈团在公园内唱歌 ，每晚
19:00-21:30有健身群众在谥宝广场跳广场舞，广场舞固定队伍有5支，
每支队伍20-50人左右。

是

（一）前期处理情况
永陵博物馆建立了在该处从事健身活动的舞蹈团 、合唱团的管理台账，禁止大型音箱进入园区，并多次携带分贝仪到周边

投诉噪声扰民的市民家中进行现场监测 。2017年5月，永陵博物馆与部分市民签订了《减少噪音倡议书》，同时于7月在永
陵公园噪声治理重点区域安装了分贝仪对该处社会生活噪声进行实时监控 （试点）。
8月9日下午19:00，金牛区西安路街办会同永陵博物馆管理处 、西安路派出所、永陵社区约谈了永陵公园广场舞、交谊舞
团队负责人，督促各舞蹈队更换音响设备，使用音量较小的小型音响设备，严格按照广场音量显示屏数据进行音量控制 ，
于每晚21:30前结束广场舞锻炼，并劝导舞蹈队控制广场舞参加人数，尽量分批次参加活动，避免对周边居民的生活造成
困扰，同时对在此打陀螺的市民进行了约谈和劝离 。
8月10日至今，金牛区西安路街办、永陵博物馆安排工作人员在每天早上 6：00和晚上21:30分别对永陵公园打陀螺和跳广

场舞的市民进行劝导，劝说打陀螺的老人尽量更换健身方式和广场舞健身人员在每晚 21:30准时散场，避免噪声影响周边
居民的正常生活。
（二）现场处理情况 
永陵博物馆继续加强对合唱团、舞蹈团、广场舞、打陀螺等的常态管控，继续增设音量分贝显示屏，及时劝导健身群众不
得噪音扰民；西安路派出所加强对永陵公园社会生活噪音的监管力度 ，及时制止噪声扰民行为；永陵社区做好永陵公园周
边居民群众的沟通解释工作，及时将职能部门和有关单位的工作开展情况反馈给居民群众 。
目前，永陵博物馆工作人员使用手持音量分贝仪对永陵公园和广场的噪声情况进行监测 ，及时劝导进行打陀螺、唱歌、广

场舞等健身活动的群众减小音量。
（三）下一步工作
1. 永陵博物馆将履行好主体管控职责 ，及时增设音量分贝仪对合唱团、舞蹈团、广场舞聚集区域进行监督，加强对广场
舞团队的管理，建立管理台账，劝退超过噪声排放标准的合唱团、广场舞、打陀螺团队。（责任单位：永陵博物馆；责任
人：褚世峰）。
2. 公安机关将加强永陵公园噪声扰民问题的后续检查劝导 ，防止反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对噪声扰民的行为进行依法处理。（责任单位：西安路派出所；责任人：徐国生）。
（三）回访情况

金牛区西安路街办工作人员于9月9日对永陵公园附近5名居民进行了回访，受访群众对处理情况表示认可。
责任人：周国军，金牛区政府副区长；巢维，市公安局副局长。

无

21 信20170908035
    成都市武候区长益路50
号丽都首府底楼餐馆店油烟
扰民严重。

成都市 油烟

 一、基本情况
丽都首府小区位于红牌楼街道长益街 50号，由成都朋汇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发，2016年8月交付使用，共3栋，其中1、2栋各16层，1至3层为
商业用房；3栋18层，1层为商业用房，投诉人反映的丽都首府底楼餐饮
店共7家。
二、现场调查情况
9月9日上午，武候区红牌楼街道办事处到现场进行调查 。
经查，丽都首府小区均安装有公共烟道，且住宅区烟道和商业用房烟道
独立设置，通过顶楼排放。7家餐饮店中，“小包总”只蒸制包子，无煎
炒等工序，基本不产生油烟；其余6家餐饮店有煎、炒等产生油烟的工
序，餐饮店周围有加工食品散发的味道。现场检查，6家餐馆均安装了油
烟净化设备，已接入丽都首府商业用房烟道。

是

一、处理情况
（一）9月9日中午，武候区红牌楼街道办事处组织小区部分业主和 6家餐饮店负责人在小区物管
办召开丽都首府餐馆店油烟扰民协调会 ，6家餐饮店负责人作出书面承诺，承诺烹饪作业时，规
范使用油烟净化设备，保持店内空气流通，定期清洗油烟净化设备，避免油烟扰民。
（二）9月9日下午，武候区红牌楼街道办事处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四川洁承环境管理有限公司
对6家餐饮店进行现场勘察，出具了《关于成都市武侯区丽都首府饮食品油烟监测的情况说明
》，6家餐饮店均满足GB18483-2001《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标准，具备油烟监测条件
。
二、下一步措施
武候区红牌楼街道办事处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四川洁承环境管理有限公司于 9月17日前完成对6
家餐饮店的油烟监测，根据监测结果依法处理。同时，红牌楼街道办事处将加大对该区域的巡
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置，为周边群众创造一个良好的居家生活环境 。
三、回访情况
9月9日下午，武候区红牌楼街道办事处对长益路 50号周边的居民进行了回访，受访居民对处理
情况表示满意。
责任人：刘立新  武侯区政协副主席 

无



22 信20170908036
    成都市武候区晋沙街10
号附4号的一天公益加工旧衣
物，严重污染周边空气。

成都市 大气

“成都市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510100572251374T）于2011年4月25日在成都市民政局注册登记成立，
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由成都市民政局直接登记管理。法定代表人是刘
猛（联系电话：13881883512），注册地址是成都市金牛区马家花园路 17
号，业务范围是“社会助学、社区社会工作、妇女儿童社会工作、学校
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灾害社会工作、心理咨询、婚姻情感与家庭
关系辅导、健康生活方式倡导、公益理念与志愿精神倡导、社会工作实
务研究与督导。”
投诉人反映的“晋阳街道晋沙街10号附4号”实为“晋阳街道晋沙街10号
附6号”，该服务中心于2014年8月设立，有固定从业人员4人，主要业务
是“闲置物资再利用”项目执行。设立当年获得市民政局80万元资助，
用于点位的设施设备购置。此后，在2015年和2016年分别获得成都市培
育发展社会组织专项资金50万元和20万元，用于扶持项目开展。2017年
获得成都市慈善总会20万元社会组织发展专项基金，用于扶持项目开展
。
成都市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武侯区晋沙街 10号附6号的“闲置物
资再利用”项目执行场地，主要用于接收、洗涤、存放捐赠旧衣物和项
目执行人员办公。其业务开展流程为：对收集的废旧衣物进行水洗、消
毒、烘干、分类、打包，整个作业流程中使用的“玉特”洗衣液和“滴
露”消毒液均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现场调查时，未发现洗衣行为，一楼
存储衣物处存在衣物因放置过久散发出潮湿发霉的异味 。

是

针对成都市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回收衣物放置过久 、散发异味的问题，成都市民政局责
令该单位立即将闲置有异味的衣物移交给回收机构进行处理 ；加强日常管理，对收集的旧衣物
及时清运；要求该单位做出书面承诺，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避免产生空气污染问题。9月10
日16时，经现场核实，有异味的衣物已完成清运。
回访情况：晋阳街道办事处于9月9日对晋沙街10号部分居民进行了回访，受访者均表示满意。
责任人：郑万明  武侯区政协副主席 刘江 成都市民政局副局长 

无

23 信20170908037

    成都市武候区高攀路18
号院楼下有许多餐馆和烧烤
店，污水排到小区，导致小
区下水管经常堵塞，污染居
民家里环境。

成都市 水

高攀路18号院商铺产生的废水经过小区污水管网统一汇集到小区化粪池
进行沉淀后，再进入市政污水管网，曾因沉淀物淤积造成小区管网堵塞
。
7月10日，群众曾反映高攀路18号附1号门口的污水井盖外溢污水。经武
候区火车南站街道办事处现场查看，该污水井内沉积物淤积堵塞，造成
污水外溢。7月11日，高攀路18号小区自治管理小组请专业疏掏工人对污
水外溢的污水井进行了疏掏，疏掏工作已完成。
9月6日，位于1栋车棚门前的污水管网发生堵塞，经武候区火车南站街道
办事处现场查看，该污水井内沉积物堵塞，造成污水外溢。9月7日，高
攀路18号小区自治管理小组请专业疏掏工人对污水外溢的污水井进行了
疏掏，疏掏工作已完成。
9月9日10时经现场调查，未发现有污水管堵塞情况。

是

武候区火车南站街道办事处督促居民自治管理小组加强对院内污水管网的检查 ，遇管道堵塞的
情况，立即组织疏掏，确保小区污水管网通畅。
该居民自治小组将于2017年10月底之前对小区所有管网进行一次全面疏掏 。（完成时限：2017
年10月31日）
回访情况：9月9日，武候区火车南站街道办事处对高攀路 18号小区5户居民进行了回访，告知居
民对现场调查处理情况，受访居民表示满意。
责任人：蒋  明  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无



24 信20170908038

    ★成都市龙泉驿区一汽
大众发动机厂正大门对面的
成都大家洗涤厂用化工原料
洗酒店订单，污水直排下水
道。

成都市 水

9月9日，龙泉驿区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对群众投诉反映的问题到现场进
行调查。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成都市龙泉驿区一汽大众发动机厂正
大门对面的成都大家洗涤厂用化工原料洗酒店订单 ，污水直排下水道”
的问题中“用化工原料洗酒店订单”的问题属实，“污水直排下水道”
的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核实，投诉人反映的“成都大家洗涤厂”实名为四川众城鑫旺商
贸有限公司，位于成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南二路3号厂房1
楼1号，该公司与龙泉驿区柏合镇奇洁洗涤服务部均租用四川鑫兰特实业
有限公司厂房，两公司主要从事酒店床上用品洗涤服务 ，主要生产工艺
为清洗-烘干-熨平-人工包装，使用的主要原辅料包括油渍清除催化乳 、
洗衣液、漂白粉及自来水，主要污染物为清洗废水。两公司共同配套修
建了一个约30立方米的沉淀池，清洗废水收集后通过沉淀池进行处理 ，
最终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两公司自开工建设以来，均未依法向相关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未取得环保相关手续。
现场检查时，上述两家企业均处于停产状态，无废水外排，未发现群众
反映的“污水直排下水道”情况。

是 

1.采取强制措施。9月9日，龙泉驿区按照“三无”企业关闭的要求，对上述两家企业采取了断
电、断水措施，确保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目前，此项工作已整治完成。
2.立案查处。针对上述两家企业存在的“未批先建”环境违法行为，龙泉驿区已于9月10日依法
依规进行了立案查处。
3.开展环保会谈。龙泉驿区与两家企业管理人员召开关于环保相关问题的会谈 ，要求该企业依
法依规办理环保相关手续，严格落实环保措施，加强现场管理。待相关手续完善后，方可恢复
经营。
4.加强巡查监管。按照环境网格化监管要求，加强对该企业进行日常巡查，确保企业依法依规
经营。  
5.提升回访满意度。龙泉驿区进一步加强与周边群众的沟通 ，畅通信访渠道，配合龙泉驿区环
保局做好环保宣传和法律解释工作。
6.回访情况：9月10日，龙泉驿区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就群众投诉反映的问题 ，对周边四家单
位进行了现场回访，受访人均对处理措施表示满意。
7.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指定龙泉驿区副区长曾勇达为责任人 ，龙泉驿区环保局为责任单位。

无

25 信20170908039
    成都市青羊区双清南路
有两家大型餐馆占道经营，
噪声大，污水直流路面。

成都市 水、噪声

一、经查，双清南路共有餐饮店铺13家，投诉人所述“两家大型餐馆
”，分别为双清南路6号附2号“小郡肝铜罐串串”和双清南路6号附1号
“乐山谢麻子鸭脑壳”。
二、经现场调查，2家餐饮店均有超出外墙摆放桌椅经营现象 。
三、经现场调查，“小郡肝铜罐串串”、 “乐山谢麻子鸭脑壳”夜间喧
哗声较大。2017年9月9日10：30，青羊区环保局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对
上诉2家噪声进行监测，监测结果显示：“小郡肝铜罐串串”经营噪音符
合《声环境质量标准》规定的限值，“乐山谢麻子鸭脑壳”经营噪声超
过《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规定的50分贝限值。
四、现场检查未发现污水直流路面现象。

是

一、“占道经营”问题。9月9日15时，责令2家餐馆立即将占道经营的桌椅搬离，并对商家的违
规行为立案查处。2家餐馆已于2017年9月9日19时全部搬离。
二、“噪音扰民”问题。责成“乐山谢麻子烧烤”负责人切实履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设置温
馨提示牌，劝导客人文明用餐，及时制止客人喧哗行为，避免对周围居民造成环境噪声影响。
三、回访情况。9月10日17时，青羊区府南街道办事处就投诉问题整改情况随机走访了周边居
民，受访人表示满意。
四、下一步措施。青羊区府南街道办事处将继续加强对该点的巡查监管 ，督促商家规范经营，
杜绝出摊占道、噪音扰民等现象，将经营活动对周边住户的影响降到最低 。
街道责任人 ：罗峥嵘 青羊区府南街道党工委书记  
区级责任人：杜朝伦  青羊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无

26 信20170908042

    成都市青羊工业园文光
路200号附11号有一家废品收
购站，废品堆积如山，严重
影响市容和污染空气。

成都市 垃圾

一、9月9日9时，青羊区文家街道办事处会同青羊区商务局 、青羊区环保
局进行现场调查。原文光路200号附11号所处位置，现为规划道路，地面
干净整洁，无废品回收点。
二、同时查明：2017年2月22日，青羊区治理办下达整治该废品回收点的
督办事项后，相关单位约谈该回收点经营者，并向其宣传了相关政策和
法律法规。2017年3月4日，该废品收购点经营者主动搬离。

是 

一、责成青羊区文家街道办事处加强该点位周边环境卫生管理 ，增加道路清扫频次，确保市容
整洁有序。
二、9月9日19时，青羊区文家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走访了周边群众 ，受访人对办理情况表示满
意。
街道责任人：陈雷，青羊区文家街道办事处主任
区级责任人：杜朝伦，青羊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无



27 信20170908043
    成都市青羊区21世纪花
园一、二期1单元102号房违
规开火锅店油烟扰民严重。

成都市 油烟

经核实认定，“好吃不贵的巷子火锅”店经营方在装修过程中，将房屋
临街面外墙面进行改建形成房门，违反《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
（建设部令〔110〕号 ） 第六条规定“改变住宅外立面在非承重外墙上
开门窗”。
该火锅店提供了有效的营业执照，但未依照《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
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备案；未安装规范的油烟净化设施，
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

是

（一）关于在非承重外墙上违法开门窗问题 。
1.市规划执法局于8月1日，对业主发出《建设项目执法调查通知书》。
2．8月16日，向该业主发出《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
3.9月9日下午，再次督促业主按要求改正并恢复原状 。
（二）关于油烟扰民问题。
1.青羊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当场向火锅店开具 《监督意见书》,责令其立即整改，于9月30日前
完善证照。同时下达了《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青羊市监（食）当处罚字〔2017〕099号），
决定给予该店铺“警告”行政处罚。
2.青羊区城管执法局责令火锅店立即停业整改 ，于2017年9月30日前安装规范的油烟净化设施，
经青羊区环保局监测达标后再营业，并对其违法行为立案查处。
待属地政府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后，市规划执法局计划2017年10月9日开始组织对该业主破坏的墙
体予以恢复。
回访情况：9月9日17时，执法工作组对现场4名群众进行回访，4名群众持支持态度。
责任人：张佳 市规划局副局长 
责任人：杜朝伦 青羊区政府 副区长          

无

28 信20170908044
    成都市成华区跳蹬河南
路沙河丽景对面修车厂环境
脏乱差，噪声扰民严重。

成都市 噪声

9月9日14时，成华区交通和市政局、万年街道办事处到现场调查，点位
位于成都市成华区跳蹬河南路5号，院内共两家单位，分别为鑫东盛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和鑫越鑫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均为私营企业。鑫东盛公司
平时有多辆大型机械设备车辆进驻，外租大型机械设备车辆进出及大型
设备拆卸金属管件碰撞产生噪声；该大型设备车辆多用于工程施工，回
场后夹带有泥沙和油污，造成场地内环境脏乱差。鑫越鑫汽修正常经
营，厂区作业车间内存在工具、物料摆放不整洁现象，车辆维修过程中
存在机械偶发性噪声。投诉人反映问题属实。

是

对两家公司进行了法律法规及环保宣传 。一是要求鑫东盛公司合理调整作业时间 ，避免夜间作
业，且进出场时禁止鸣笛；减少企业在院内拆卸管件作业；督促鑫东盛公司对所属场地环境卫
生进行清理。二是要求鑫越鑫汽修对设施进行全面自查 ，定期维护保养维修机械设备，加强员
工环境保护知识培训，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对作业环境进行全面清理，确保厂容厂貌整洁2017
年9月9日，鑫东盛公司进行了全面清扫整理，院内脏乱差现象明显改观，公司承诺加强车辆进
出管理，大型机械设备车辆进出场时间调整为每日 9:00-19:00；减少院内拆卸管件作业，并已
对场地环境卫生进行清理。鑫越鑫汽修承诺规范文明经营，定期维护保养维修机械，经营时间
为8:30至19:00。投诉人反映问题已整改。
责任人：郑天南 成华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

无

29 信20170908045

    成都市成华区建设支巷
周边无证餐饮很多，油烟、
噪声扰民，垃圾成堆，污水
横流。

成都市 油烟、噪声

9月9日10时30分，成华区建设路街道办事处、成华区城管局、成华区市
场和质量监管局到现场进行了调查核实 。4家餐饮店（来一碗老冒菜、面
道坊、筷子米线、重庆鸡公煲）未取得相关证照。18家餐饮店已安装油
烟净化设施并正常使用，小郡肝串串香、碗碗香食坊2家餐饮店未安装油
烟净化设施，导致油烟散排。临街餐饮店营业时间为9时至次日2时，顾
客在夜间消费时伴有高声喧哗，影响周边小区居民生活。街面有白色垃
圾和袋装垃圾，路面有餐饮店冲洗门前街面时残留的积水 。

是

处理措施。9月9日，成华区建设路街道办事处、成华区城管局、成华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向商
家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引导商家文明规范经营。一是针对无证经营问题，成华区市场和质
量监管局依据《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的规定，对4家餐饮店下达《当
场处罚决定书》，给予警告行政处罚，要求商家及时到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申请备案 。二是针
对油烟扰民问题，成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
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小郡肝串串香、碗碗香食坊2家餐饮店开具了《成都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商家限期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三是针对噪声扰民问题，成华
区建设路街道办事处要求餐饮店合理调整营业时间 ，张贴温馨提示，引导顾客文明用餐，避免
噪声扰民。四是针对垃圾成堆问题，成华区建设路街道办事处要求环卫公司立即对垃圾进行清
理，并加大保洁频次。五是针对污水横流问题，成华区建设路街道办事处安排环卫公司立即路
面积水进行清扫，要求商家严格落实“门前三包”管理规定。 
处理结果。9月10日，经现场核实，未取得相关证照的4家餐饮店（来一碗老冒菜、面道坊、筷
子米线、重庆鸡公煲）正按要求向成华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提出 “三小备案”申请。小郡肝串
串香、碗碗香食坊2家餐饮店已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正常使用 。餐饮店已合理调整营业时间，文
明劝导温馨提示已张贴，顾客喧哗得到控制。街面白色垃圾和袋装垃圾已清理，路面积水已清
扫。                                                                                                                                                                                                                                                                                                                                                                                                                                                                                                                                                                                                                                                                                                                                                                                                                                                                                                                                                                                                                                                                                                                                                                                                                                                                                                                                                                                                                                                                                                                                                                                                                                                                                                                                                                                                                                                                                                                                                                                                                                                                                                                                                                                                                                                                                                                                                                                                                                                                                                                                                                                                                                                                                                                                                                             
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已整改。
责任人：戴希田  成华区副区级领导 

无



30 信20170908046

    成都市成华区建设巷第
五大道周边无证餐饮很多，
油烟、噪声扰民，垃圾成
堆，污水横流。

成都市 油烟、噪声

9月9日11时，成华区建设路街道办事处、成华区城管局、成华区市场和
质量监管局到现场进行了调查核实。10家餐饮店证照齐全。9家已安装油
烟净化设施并能正常使用，1家（蜀大侠火锅店）虽已安装油烟净化设
施，但由于清洗不及时，存在油烟外溢情况。餐饮店顾客在等待就餐过
程中高声喧哗产生噪音。第五大道周边果屑箱旁堆放有袋装垃圾 。路面
有餐饮店铺冲洗地面流出的污水。

是

处理措施。9月9日13时，成华区建设路街道办事处、成华区城管局、成华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
向沿线商家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引导商家文明规范经营。一是针对餐饮油烟问题，成华区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蜀
大侠火锅店开具了《成都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责令商家立即清洗
油烟净化设施。二是针对噪音扰民问题，成华区建设路街道办事处要求商家张贴提醒消费者的
温馨提示，引导顾客文明等待。三是针对垃圾问题，成华区建设路街道办事处督促环卫公司加
大垃圾清运频次，提高环卫保洁水平。四是针对污水问题，要求商家严格落实“门前三包”管
理，同时督促永华物业加强巡查，引导商家文明规范经营。
处理结果。9月9日，经现场核实，蜀大侠火锅店油烟净化设施已清洗并正常使用 。10家餐饮店
文明劝导温馨提示已张贴。环卫公司已对第五大道周边果屑箱垃圾进行了清理 ，增加了垃圾清
运频次和巡回保洁。地面污水已清扫，“门前三包”管理已加强。
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已整改。
责任人：戴希田  成华区副区级领导

无

31 信20170908047

    成都市锦江区青龙正街
楼下的“绝城芋儿鸡”噪声
扰民严重，洗碗水直接排入
道路两旁的下水道。

成都市 水、噪声

经核实，青龙正街共有6家餐饮店，分别为彬彬快餐店（100号附3号）、
木易寿司（100号附12号）、正宗隆江猪脚饭（100号附14号）、绵阳米
粉（100号附15号）、牛王庙的面（100号附18号）、馄饨王•黄焖鸡
（102号附10号）。
9月9日10:11，水井坊街道办事处、锦江区城管执法局、锦江区环保局、
锦江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情况如下：
（一）6家餐饮店中均无投诉人反映的“绝城芋儿鸡”，仅有一家类似于
“绝城芋儿鸡”的馄饨王•黄焖鸡。该店现场无法出示《营业执照》，涉
嫌无证经营。
（二）馄饨王•黄焖鸡安装了排污管道并接入院内污水井 ，井内有油污堵
塞现象。现场并未发现洗碗水直接排入道路两旁雨水管网的现象 。
（三）锦江区环境监测站对馄饨王•黄焖鸡厨房风机噪声进行了监测。根
据监测报告（锦环监投诉字（2017）第0914号）结论显示，昼间监测结
果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2类标准限值要
求。

是

一、处理情况
一是锦江区城管执法局派驻水井坊街道执法中队要求馄饨王 •黄焖鸡负责人对院内污水井进行疏
掏，并建立隔油隔渣池对餐厨污水进行预处理 。同时封闭面向小区内的窗户减小噪声对周边居
民的影响。该店负责人书面承诺于9月12日前完成整改。
二是锦江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现场向该店经营者宣讲了 《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和《食品
安全法》有关规定，并对该店经营者开具了《询问通知书》，要求其于9月11日前接受调查处理
。
二、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是锦江区城管执法局和水井坊街道办事处将加强青龙正街沿线水篦子和雨水井的巡查力度 ，
确保无污水流入雨水管道。
二是水井坊街道办事处将密切联系相关职能部门 ，加强对青龙正街周边餐饮店的监督管理 ，如
发现噪声扰民现象将依法予以处理。
三是水井坊街道办事处对临街商铺经营户进行了环保宣传 ，督促其合法合规经营。
四是水井坊市场和质量监管所将根据调查结果 ，对查实的违法经营行为依法予以处理 。
三、走访情况
9月10日，锦江区水井坊街道办事处水井坊社区对周边居民进行了随机走访 ，被访者对处理情况
表示满意。
分管领导：锦江区政府副区长朱波。责任部门：锦江区水井坊街道办事处。责任人：锦江区水
井坊街道办事处环保科副科长付伟，锦江区水井坊街道办事处环保科工作人员罗兵 。

无

32 信20170908048
    成都市锦江区仁和春天
百货光华店楼顶的风机噪声
扰民严重。

成都市 噪声

一、仁和春天光华店西侧A座楼顶有3个风机，东侧百货楼顶有8个风机、
1个中央空调机房。9月9日15:00，青羊区环保局委托第三方监测公司在
仁和春天楼顶（距世代春天40米）进行了噪声监测，监测噪音结果为60
分贝，未超出噪音排放限值标准。                              
二、经走访周边居民了解，仁和春天主楼楼顶的中央空调、风机运行产
生的噪声对周边居民生活有一定影响 。                               

是

一、9月10日16:00，青羊区环保局会同光华街道办事处约谈了仁和春天物业负责人 ，要求其完
善管理措施，定期对风机进行维护检修，减少噪声对附近居民的影响。仁和春天物业负责人承
诺将于每晚10:00停止使用空调、排烟风机，并作出书面情况说明。
二、9月10日17:00，工作人员就办理情况走访了周边居民 ，受访人对办理情况表示满意。
部门责任人：邓  毅 青羊区环保局局长   
区级责任人：杜朝伦 青羊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无



33 信20170908049

    成都市成华区青龙街道
荆竹路金科一城对面的青龙
广场的广场舞噪声扰民严重
。

成都市 噪声

9月9日19时30分，成华区公安分局、成华区青龙街道办事处到现场调查
核实。现场大约有40人在此跳舞，多为50-70岁的老年人，播放有伴舞音
乐。经现场和跳舞人员进行沟通，跳舞群众称，他们基本为金科一城小
区的住户，每天晚上19时30分至20时30分在此跳广场舞。伴舞音乐音量
时有过大，造成噪音扰民，影响周边居民。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属实。

是

   一是向广场舞组织者和参与者进行了法律宣传教育 ，告知其文明参与广场舞活动，不得影响
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二是要求广场舞组织者、参与者在跳舞过程中要降低伴舞音量 ，合理调
整跳舞时间，避免噪音扰民。
    9月9日19时30分，该区域广场舞组织者已调低音乐音量 ；20时30分，经调查人员核实，广
场舞人员已自行离开。广场舞组织者承诺在今后广场舞活动中将时间控制在 19时30分至20时30
分期间，严格控制伴舞音乐音量，避免扰民。举报人反映的问题已整改。
责任人：余胜，成华区政府副区长

无

34 信20170908050

    1、成都市成华区青龙场
昭觉寺附近的飞机训练场，
训练过程中噪声扰民严重。2
、汽车站附近垃圾遍地，流
动摊贩的蜂窝煤油烟扰民。

成都市 噪声、油烟

问题一：不宜公开；问题二：汽车站附近垃圾遍地，流动摊贩的蜂窝煤
油烟扰民问题，为昭觉寺汽车站部分流动商贩经营中使用蜂窝煤炉子产
生油烟所致，随意丢弃的餐巾纸和一次性餐盒造成环境脏乱差 ，影响周
围环境卫生。

是

问题一：不宜公开。问题二：已劝离昭觉寺汽车站的流动商贩，周边垃圾已清理，环境已整
治；驻点值守队员由原来的2人增加到4人，清扫保洁频次已增加，环境卫生已改善。投诉人反
映的问题已整改。
责任人：崔玲 成都市民政局副局长；
        余胜 成华区政府副区长

无

35 信20170908051

    成都市青羊区泡桐树街
24号小区一楼“成都最宽窄
”餐馆油烟长期污染二楼居
民、夜晚凌晨营业噪声扰民
。

成都市 油烟、噪声

一、9月9日15时，现场调查时“成都最宽窄”未营业，经实地勘察发现
该店未装烟道。
二、经走访周边群众了解，“成都最宽窄”从今年6月起由于自身原因自
行关店没有营业，目前无法与商家取得联系。

是

一、青羊区少城街道办事处将持续做好对该处的巡查 ，积极联系商家，待核实情况后依法进行
处理。若商家继续经营餐饮则督促其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和烟道 ，加强油烟设施的清洗维护，保
持设备的正常使用。同时，规劝商家文明经营，避免噪音扰民。
二、9月10日10时，青羊区少城街道办事处就案件办理情况情况走访了周边居民 ，受访人对办理
情况表示满意。
街道责任人：吴  桐 青羊区少城街道办事处主任 
区级责任人：杜朝伦 青羊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无

36 信20170908052

    ★成都市武侯区金履二
路518号首信汇小区楼下卖建
材的铺面味道刺鼻，不只卖
建材还涉及加工，生产造成
灰尘满天、噪音刺耳。

成都市 噪声、扬尘

投诉人反映的成都市武侯区金履二路 518号“首信汇”小区占地面积40.55亩，2014年12月竣工，2015年2月交房，房屋性质为商住。该小区共有8栋商住楼，住户654户。该

投诉问题与前期举报件（20170828068号、信20170905185号）有部分相同之处。

前期调查情况：2017年8月29日武侯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会同簇桥街道办事处进行现场调查 ，现场无生产加工现象，未发现有刺鼻气味；2017年9月6日再次进行现场调查，

13家经营户均未发现加工行为，其中谭宗桂、何小君、汪旭清、夏杰4家经营户商铺内发现有手提电锯、切割机等工具。据了解，此前个别经营户偶尔会应顾客要求切割装

饰板，在此过程中会产生声音、灰尘。

本次调查情况：2017年9月9日，武侯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会同簇桥街道办事处进行现场调查 。经查，该小区3栋、4栋、5栋、7栋、8栋一楼为商铺，疑似可能产生刺鼻味道

的建材经营户共13家，均与首信欧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约租赁经营 。其中，板材经营户10家，防水材料经营户2家，地板经营户1家。

（一）关于味道刺鼻问题。

该小区建材经营户情况为：1.汪秋兰，经营地址：成都市武侯区金履二路542号、544号、546号、智星二路146号，经营定向刨花板、阻燃胶合板、找平拷角加水石膏、普

通纸面石膏板（产品检验报告编号分别为：150002000626、2016101870、SY-W201701827、162346）；2.谭姚，经营地址：金履二路502号、504号、506号、508号、

510号，经营普通纸面石膏板、细木工板、阻燃胶合板（产品检验报告编号：162346、207W0344、Gn201506295）；3. 刘强，经营地址：金履二路512号，经营德高K11防水

浆料（柔韧性Ⅱ型）、（通用型）（产品检验报告编号分别为：GD2017-12-00175、建委2017-02-0458）；4. 刘召容，经营地址：金履二路518号7栋117号，经营尊象地板

、鸿升地板（尊象提供中国绿色环保产品证书，编号：CIGDC-GP01787；鸿升地板提供检验报告及产品合格证，其编号为JC（15）131115）；5. 岳中德，经营地址：金履

二路124号、125号，经营细木工板、装饰单板贴面胶合板、生态板（产品检验报告编号分别为：Q07-001533、B-0333C-1-2014-00156、DV050250-2016）；6、黄照清，经

营地址：金履二路522号、524号、526号，经营生态板（产品检验报告编号16BCW-0438、）；7、朱北海，经营地址：金履二路528号、530号、532号、534号、536号、538

号、540号，经营普通纸面石膏板、强化木地板（产品检验报告编号分别为：162346、GJC-W201701077）;8. 陈良，经营地址：智星二路150号、152号、154号、158号，经

营生态细木工板、普通纸面石膏板（产品检验报告编号分别为：VV050695-2017、XJ2017C03C00165）；9.亢光普，经营地址： 智星二路162，经营大理石胶粘粉、自流平

水泥地坪砂浆（产品检验报告编号分别为：BWC20150861-1、PNL/A4/2017-0033）；10. 谭宗桂,经营地址：智星二路164号、166号、金履二路518号3栋附127号，经营装饰

板材、阻燃胶合板（产品检验报告编号分别为：XF-201500767、2016101870）；11. 何小君，经营地址：智星二路170号、172号、174号、176号、178号、180号，经营普

通纸面石膏板、石材粘接剂、白乳胶、PPR管材、阻燃胶合板（产品检验报告编号分别为：XG2017C03C00165、2016-A-C-0089、SHAMLP1628609202、2016（G）07561、

2016101870）；12. 汪旭清，经营地址：智星二路188号、190号、192号、194号、196号、198号，经营防火涂料、复合防水卷材、普通纸面石膏板、水石膏、腻子粉（产

品检验报告编号分别为：201540012、2016W01415、162344、SH-W201700166、SY-W201700546）；13. 夏杰，经营地址：智星二路184号、186号、200号、202号、204号，

经营彩色防水涂料、找平腻子、瓷砖胶（产品检验报告编号分别为：FS022-160056、CBM（15）220203、建委2017-02-0368）。其中，谭姚、 刘召容、亢光普3家经营户已

提交申请，正在办理《营业执照》，其余10家经营户持证经营。上述13家经营户均能提供产品合格检验报告，现场未发现有刺鼻气味。

（二）关于灰尘满天、噪音刺耳问题。

9月9日现场检查时，均未发现加工工具或存在加工行为。经走访了解，经营户均表示已按照武侯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和簇桥街道办事处要求 ，未在现场进行任何加工行为

。

是

1.小区业委会、物管公司利用小区微信群、QQ群等媒介，积极做好宣传及引导工作，告知投诉
办理进度情况，进一步取得小区住户理解与支持。
2.8月30日，武侯区环保局环境监测站已联系具有资质的第三方监测机构对首信汇小区外圈一楼
建材商铺周边金履二路518号一栋附141号、金履二路512号、540号、智星二路164号四个空气监
测点位进行了监测，监测项目为甲醛、T V O C、苯系物、非甲烷总烃。2017年9月14日第三方
监测机构出具监测结果后，及时将监测结果在小区公示，武侯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根据监测结
果进行下一步处理。（完成时限：2017年9月30日）
3.根据《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八条规定，武侯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将督促、引导3家正在
申请办理《营业执照》的经营户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合法经营。（完成时限：2017年9月15日）
4.簇桥街道办事处继续加大事中事后监管 ，对该小区投诉信访反映的问题及时依法处置 。
回访情况：9月9日下午，武侯区簇桥街道办事处对“首信汇”小区进行回访，告知了本案处理
结果和下一步工作措施，周边群众表示满意。
责任人：卓锋  武侯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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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成华区青龙乡东
林村南站公交站后一块拆迁
后的空地，自5月起堆放生活
垃圾、臭气熏天、污水遍
地，希望及时清理。

成都市 垃圾
9月9日13时30分，成华区青龙街道办事处、区城管局现场调查核实。该
空置地为拆迁工地，场地内堆放有未拆迁居民倾倒的生活垃圾 ，因清运
不及时，有异味散出，并有少量积水。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属实。

是

9月9日，成华区青龙街道办事处、成华区城管局安排青龙环卫公司立即清运该空置地内生活垃
圾；安排专人值守，劝导未拆迁居民将垃圾倾倒至该片区指定的生活垃圾点位 ，杜绝乱倒垃圾
现象。2017年9月10日，经工作人员现场核实，该空置地已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空地内生活垃
圾已经清运并消杀完毕，积水已清扫，值守人员已到位。
包案责任人：余胜 成华区政府副区长

无

38 信20170908054
    成都市青羊区琼楼路49
号“酒界”酒吧夜间营业噪
声扰民。

成都市 噪声

现场检查时，该酒吧未营业，酒吧经营者施茂林表示酒吧正在装修升
级，已于2017年9月1日停业，预计于9月22日重新开业。施茂林因故外
出，目前暂无法提供酒吧相关证照。经走访了解，此前酒吧晚间营业时
段偶有顾客大声喧哗情形。

是

一、青羊区公安分局民警现场对酒吧经营者进行了相关法律法规宣传 ，出具了《噪音扰民行为
法律责任告知书》，责令对存在的问题立即改正，并处以“警告”处罚。
二、青羊区城管局出具了《调查通知书》调查举报事项，并要求酒吧规范经营，劝导顾客勿大
声喧哗，避免噪音扰民。酒吧经营者承诺将积极配合。
三、9月9日17时，青羊区东坡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就办理情况走访了周边群众 ，受访人表示满
意。
四、一是责成青羊区东坡街道办事处强化属地管理 ，加强日常巡查，及时上报、处理违法经营
行为；二是督促商家落实整改措施，确保问题整改到位；三是待酒吧重新开业后，青羊区环保
局、青羊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于9月30日之前对该酒吧噪声污染情况和相关证照进行查处 。
街道责任人：胡农军  青羊区东坡街道党工委书记   
区级责任人：杜朝伦  青羊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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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青羊区方池街有
变电器及高压电线，距离总
工会干部学校二楼哈哈教育
的教室窗户仅2米，威胁小朋
友健康。

成都市 其他

一、该点位变压器及高压线路与省总工会干部学校培训大楼的最近距离
大于1 m，符合电力行业设置规范要求。
二、10 KV等级的输变电设施电磁环境影响较小 ，对该类建设项目实施豁
免管理，无需办理环评相关审批手续。
三、经成都市辐射环境管理监测站监测，排放电磁辐射低于国家《电磁
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否

一、约谈供电公司负责人，要求其加强辖区供电设施的巡查监管 ，确保供电设施运行安全。
二、向四川省总工会干部培训学校和“哈哈教育”培训学校负责人通报了电磁辐射监测结果 ，
要求学校做好电磁辐射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 ，争取师生对供电设施建设的理解和支持 。
部门责任人：邓  毅 青羊区环境保护局局长  
区级责任人：杜朝伦 青羊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市级部门责任人：林建良 市环保局副局长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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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永陵后巷66号
锦城世家小区旁的永陵公园
长期早上铲牛牛（陀螺）、
白天全天高音喇叭飙高音、
晚上到10点依然高分贝重金
属低音坝坝舞。

成都市

噪声

该举报系8924省级督察反馈问题重复举报事项。
（一）省督察期间调查情况
2017年2月，金牛区接到省环保督察举报件（编号：[2017]CD-506号、
[2017]CD-571号）反映“成都市永陵公园广场舞、打陀螺噪音扰民问题
”。经查，每日早晨6:00左右有5-6名老人在永陵公园打陀螺，晚上有舞
蹈队在此进行广场舞锻炼。
（二）中央督察期间调查情况
经查，永陵博物馆正大门处每日早晨7:00左右偶尔会有2-3名老人打陀
螺，白天不定期有市民自发组织的合唱团和舞蹈团在公园内唱歌 ，每晚
19:00-21:30有健身群众在谥宝广场跳广场舞，广场舞固定队伍有5支，
每支队伍20-50人左右。

是

（一）前期处理情况
永陵博物馆建立了在该处从事健身活动的舞蹈团 、合唱团的管理台账，禁止大型音箱进入园
区，并多次携带分贝仪到周边投诉噪声扰民的市民家中进行现场监测 。2017年5月，永陵博物馆
与部分市民签订了《减少噪音倡议书》，同时于2017年7月在永陵公园噪声治理重点区域安装了
分贝仪对该处社会生活噪声进行实时监控 （试点）。
8月9日下午19:00，金牛区西安路街办会同永陵博物馆管理处 、西安路派出所、永陵社区约谈了
永陵公园广场舞、交谊舞团队负责人，督促各舞蹈队更换音响设备，使用音量较小的小型音响
设备，严格按照广场音量显示屏数据进行音量控制 ，于每晚21:30前结束广场舞锻炼，并劝导舞
蹈队控制广场舞参加人数，尽量分批次参加活动，避免对周边居民的生活造成困扰，同时对在
此打陀螺的市民进行了约谈和劝离。
8月10日至今，金牛区西安路街办、永陵博物馆安排工作人员在每天早上 6：00和晚上21:30分别
对永陵公园打陀螺和跳广场舞的市民进行劝导 ，劝说打陀螺的老人尽量更换健身方式和广场舞
健身人员在每晚21:30准时散场，避免噪声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
（二）现场处理情况 
永陵博物馆继续加强对合唱团、舞蹈团、广场舞、打陀螺等的常态管控，继续增设音量分贝显
示屏，及时劝导健身群众不得噪音扰民；西安路派出所加强对永陵公园社会生活噪音的监管力
度，及时制止噪声扰民行为；永陵社区做好永陵公园周边居民群众的沟通解释工作 ，及时将职
能部门和有关单位的工作开展情况反馈给居民群众 。
目前，永陵博物馆工作人员使用手持音量分贝仪对永陵公园和广场的噪声情况进行监测 ，及时
劝导进行打陀螺、唱歌、广场舞等健身活动的群众减小音量。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1. 永陵博物馆将履行好主体管控职责，及时增设音量分贝仪对合唱团、舞蹈团、广场舞聚集区
域进行监督，加强对广场舞团队的管理，建立管理台账，劝退超过噪声排放标准的合唱团、广
场舞、打陀螺团队。（完成时限：2017年12月30日；责任单位：永陵博物馆；责任人：褚世
峰）。
2. 公安机关将加强永陵公园噪声扰民问题的后续检查劝导 ，防止反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对噪声扰民的行为进行依法处理。
（责任单位：金牛区西安路派出所；责任人：徐国生）。
（四）回访情况
金牛区西安路街办工作人员于2017年9月9日对永陵公园附近5名居民进行了回访，受访群众对处
理情况表示认可。
责任人：周国军，金牛区政府副区长；巢维，市公安局副局长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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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锦江区王家坝街
15号小区外街上的中餐馆油
烟扰民，其中洪七公吃串串
经营时间长、味道刺鼻、灯
光刺眼。

成都市 油烟、其他

经核实，“王家坝街15号小区”外共有7家餐饮店，分别为：老麻抄手
（王家坝街1号附12号）、传统小吃面馆（王家坝街1号附13、14号）、
家常菜（王家坝街1号附15号）、王家烧菜（王家坝街1号附16号）、陈
姐烧烤（王家坝街4号）、老院坝川菜馆（王家坝街6号）、洪七公串串
（王家坝街19号附2号）。
9月9日13:30和22:00，锦江区合江亭街道办事处、锦江区城管执法局进
行现场调查核实，情况如下:
一是7家餐饮店中仅有洪七公串串正在营业 ，其余6家餐饮店均已自行歇
业。洪七公串串有《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04MA6DDYGQ8Q。经询问，洪七公串串存在营业时间至凌晨两三点
的情况。
二是洪七公串串已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且烟道上顶 。现场未闻到刺鼻气味
。
三是洪七公串串店招过亮，存在灯光刺眼的现象。

是

一、处理情况
一是锦江区城管执法局派驻合江亭街道执法中队针对洪七公串串店招过亮的问题向其下达 《整
改告知书》，要求其于9月10日前完成整改，未完成整改前不得打开店招灯光。同时要求其定期
清洗维护油烟净化设施，避免油烟扰民。
二是锦江区合江亭街道办事处要求洪七公串串依法依规经营 。该店负责人承诺将文明经营，引
导顾客文明用餐，不大声喧哗，同时将调整经营时间，不在00:00后营业。
二、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是锦江区城管执法局派驻合江亭街道执法中队将密切关注其余 6家已歇业的餐饮店，一旦开门
营业，立即开展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依法处理。同时加强日常巡查，及时受理群众相关问题
投诉。
二是锦江区合江亭街道办事处将密切联系相关职能部门 ，加强协调联动，举一反三，加强辖区
餐饮企业油烟情况的排查和整治工作 ，督促各餐饮企业正常规范使用油烟净化设施 ，避免影响
居民生活。
三、走访情况
9月10日，锦江区合江亭街道办事处东升街社区对周边群众随机进行了走访 ，受访者对处理情况
表示认可。
分管领导：锦江区政府副区长朱波。责任部门：锦江区合江亭街道办事处。责任人：锦江区合
江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胡晓东，锦江区合江亭街道办事处环保科科长祁亮 。

无

43 信20170908059

    成都市武侯区沙堰街餐
饮油烟污染严重，特别是238
号炸油条的，不知道是否有
合法手续。

成都市 油烟

投诉人所投诉的武侯区沙堰街全长 752米，共有沙堰街1号、40号、236号
、238号4个大门牌号，沙堰街1号是博派晋源彩庭小区，沙堰街40号是亿
通新天地商业体，沙堰街236号是海天阁小区，沙堰街238号是翠堤春晓
小区。
（一）沙堰街餐饮油烟污染的问题
沙堰街共有餐饮服务经营单位和食品制售经营单位 20家，其中3家经营单
位目前已停业，其余17家经营单位情况如下：
1.9家经营单位不涉及炒料，无油烟排放：
2.8家经营单位涉及油烟排放，除“隆江猪脚饭”（沙堰街238号附
24号）未安装油烟净化设备外，其余7家已安装油烟净化设备。9月9日武
侯区晋阳街道办事处通过武侯区城管局委托四川省长城安全事务有限公
司成都监测中心对安装有油烟净化设备的 7家经营单位进行油烟排放监测
现场勘验。经现场查看，上述7家经营单位均不具备油烟排放监测条件 ，
当场未能实施油烟排放监测。
（二）238号炸油条的问题
沙堰街238号为翠堤春晓小区，共有一楼商铺经营单位48家。经排查，无
经营油条制售的单位。根据走访周围群众了解到，该油条制售为临时流
动摊贩。

是

（一）沙堰街餐饮油烟污染的问题
1.对于3家目前已停业经营单位，武侯区晋阳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中队将加强街面的日常巡查 ，积极寻找3家餐
饮店经营者，若其开门继续营业，就立即通知武侯区城管局对其进行油烟排放检测 ，根据油烟检测结果对油烟
排放超标的商家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2.9家无油烟排放经营单位已于2017年9月9日做出书面承诺，承诺本经营单位无油烟排放，在经营期间不进行炒
料等产生油烟的项目。
3.对于7家安装有油烟净化设备但不具备油烟排放监测条件的经营单位 ，长城公司已现场告知其整改要求，晋阳
街道办事处出具了《整改通知书》，责令其3日内按要求进行整改，整改后再进行监测，武侯区城管局根据油烟
检测结果对油烟排放超标的商家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同时上述7家经营单位做出书面承诺，承诺在营业期间正常
使用油烟净化设备，并做好日常管理，避免出现油烟扰民情况。（完成时限：2017年9月20日）
4. 针对“隆江猪脚饭”未安装油烟净化设备的情况，武侯区城管局出具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其要
求其立即停止排污行为，在2017年9月12日前自行安装油烟净化设备，逾期未安装的，将按照规定进行处罚。安
装完毕后，将对其油烟排放进行检测，武侯区城管局根据检测结果对排放超标的商家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完
成时限：2017年9月20日）
该商家于2017年9月9日出具了承诺书，对本单位在油烟净化设备安装前不进行炒料等产生油烟的项目 。
（二）238号炸油条的问题
针对沙堰街238号翠堤春晓小区门前偶有流动摊贩炸油条的现象 ，晋阳街道办事处将加强该处的日常巡查 ，如发
现有流动摊位占道经营，将依法进行制止。
9月10日，武侯区晋阳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征求了沙堰街附近小区 20名群众的意见，群众对现场调查处理情况及
下一步工作措施表示满意。
责任人：郑万明  武侯区政协副主席  

无



44 信20170908060

    成都市成华区二环路东
一段浅水八零俊菜市旁的餐
饮店：老麻抄手、小珺肝串
串、新疆羊肉串、豆汤饭等
店铺白天晚上通宵营业食客
喧哗噪声扰民。

成都市 噪声

9月9日9时，成华区桃蹊路街道办事处、成华区市场监管局、成华区公安
分局到现场调查核实，浅水八零俊菜市场两侧共有餐饮店 7家，其中“跷
脚牛肉”和“豆汤饭”歇业时间为21时，“老麻本味抄手”歇业时间为
22时，“馄炖大王”歇业时间为22时30分，“牛羊开胃粉”歇业时间为
24时，“白克尔资格羊肉串”和“小郡肝罐罐串串”歇业时间为2时。经
了解，餐饮店经营时有顾客大声喧哗，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是

处理措施。一是向7家餐饮店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发放规范经营的告知书；二是要求7家餐
饮店张贴文明用餐的温馨提示，对食客进行劝导，避免高声喧哗噪音扰民；三是安排桃蹊路街
道派专人值守至凌晨两点，督促商家规范经营，劝导食客文明就餐。
处理结果。9月10日，7家餐饮店已签收告知书，已张贴文明用餐的温馨提示，已安排专人值
守，避免噪声影响周边居民。
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得到整改。
责任人：刘蓉 成华区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无

45 信20170908062

    1、成都市锦江区成仁路
公交站车辆停放噪声扰民，2
、出租车加气时室内都能闻
到气味。3、锦上苑小区二单
元门口污水横流（是青莲上
街16号锦轩冒菜店产生的污
水）。

成都市 噪声、其他

问题1：
9月9日上午9:30，市交委公交管理处会同成都锦江区建设和交通局 、市
公交集团工作人员到成仁公交场站进行现场查勘 ，对“信20170908062号
”任务交办单反映的公交场站车辆停放噪声扰民问题进行核实 ，市公交
集团通过前期落实降噪措施，噪声扰民问题得到一定缓解，但场站内调
停及进出站公交车辆的发动机声响、制动装置工作声响以及1台公交救援
拖车皮带松动啸叫声确实存在。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问题2、3：
经核实，群众反映的公交站实为“成都公交压缩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成
仁加气站”，该站位于锦江区三官堂街4号，2001年4月竣工投入使用，
总建筑面积1490平方米，站内主要区域有天然气低压处理区、高压储罐
区、压缩机房、充装区和站房；群众反映的“锦上苑小区”实为锦上花
小区，位于成都市锦江区大川巷8号，由花样年实业发展（成都）有限公
司修建，于2004年竣工交付使用，小区共有十个单元，共302户，1-6单
元1楼为商铺，其余为住宅，现由深圳市彩生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
公司提供物业服务。
9月9日15:00、9月10日11:30，锦江区合江亭街道办事处、锦江区龙舟路
街道办事处、锦江区城管园林局、锦江区建交局、锦江区环保局和锦江
区科信局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情况如下：
（一）加气站调查情况
1．成仁加气站办理有《营业执照》《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燃气经
营许可证》《气瓶充装许可证》。
2．成仁加气站内工艺设备包括:压缩机3台、售气机4台、高压储气罐4台
和其他辅助设备。该加气站内所有设备完好，运行正常，无泄漏。
3．压缩机、高压储气罐等设备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油 、废气通过管道
回收到回收罐，废气过滤后经缓冲罐送至压缩机重新进入生产工序 ；加
气过程中不产生废气，加气完毕后有少量余气自然排放。
（二）锦上花小区调查情况
1．锦轩冒菜门牌号为青莲上街36号而非16号，目前已停业。
2．锦上花小区二单元门口未发现污水横流情况 ，但排查单元门口污水井
发现有严重淤塞现象。经过对小区内部污水管网详细排查后 ，发现二单
元出户井至化粪池的污水管网及化粪池均出现严重堵塞 ，污水排水不畅
。

是

问题1：
1.市公交集团继续按照2017年8月29日施行的三条长效措施强化落实：一是加强驾驶员的教育督
导，规范驾驶员行车操作，要求各线路驾驶员做好进站轻踩刹车 、起步缓加油门、禁止鸣喇叭
、不得高声喧哗，有效减少因操作不规范产生的噪音扰民现象 ；二是要求进站公交车辆在“早
6:00至7:00、晚22:00以后”时段，将公交车辆报站声音调低，尽量避免影响市民休息；三是对
各线路车辆进行全面检修，检查车辆是否存在皮带松动发响、刹车啸叫等问题，发现问题立即
修复确保车况完好（82、172、186、31、106、218、332、336、1078路进站停放车辆第一次全
面检修工作于9月11日前完成）。负责部门：市公交集团；责任人：市公交集团总经理助理陈钟
。
2.在落实前期长效措施基础上，为进一步降低成仁公交场站车辆运行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 ，
新增以下措施：一是从9月10日起，严格落实场站内“5公里/小时”限速规定，形成长效管理机
制，确保站内车辆不出现轰大油门现象；二是9月11日前，完成站内驻点的1台公交救援拖车检
修工作，消除皮带松动啸叫噪声；三是9月10日起，要求进站调停车辆及时熄火，热车及制动系
统充气达到标准后及时出车，避免车辆发动机长时间运转噪声扰民 。负责部门：市公交集团；
责任人：市公交集团总经理助理陈钟。
该案件整改负责人为市交委副主任田贵文 ，锦江区政府副区长朱波，市公交集团公司总经理助
理陈钟。
问题2、3：
一、加气站处理情况
一是锦江区环保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四川省天衡诚信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对“成都公交压
缩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成仁加气站”的废气进行了监测。
二是锦江区科信局要求该加气站加强企业日常安全检查和设备维护 ，督促员工严格落实加气操
作规范，加强加气站安全管理和员工技能培训 。
二、锦上花小区处理情况
锦江区合江亭街道办事处要求锦上花物业公司立即疏掏院落内污水管网 ，于2017年9月17日前完
成整改，确保污水管网排水通畅。该物业公司自行承诺于2017年9月11日前完成对小区内污水管
道的疏通。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是锦江区环保局收到监测报告后，如出现超标排放，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等相关法律对成仁路加气站依法查处 。
二是锦江区科信局将联合区级相关部门加大对成仁路加气站安全检查力度 ，重点检查人员培训
和持证上岗制度落实情况，并协助其它区级部门加强对企业的操作技能 、设备设施和作业现场
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情况检查力度。
三是锦江区建交局将积极联系市交委出管处及执法总队加强对出租车的管理 ，并配合各部门开
展后续工作。
四是锦江区龙舟路街道办事处将对成仁加气站进行监督 ，确保其履行环保职责，发现违法违规
行为立即处置和上报。
五是锦江区合江亭街道办事处将督促物业加强对锦上花小区内部地下排水管网运行状态的监
管，确保地下排水管网正常运行。
四、走访情况
9月9日，龙舟路街道办事处河滨社区工作人员随机走访了成仁加气站周边群众 ，群众对处理情
况表示满意。
9月9日，锦江区合江亭街道办事处合江亭社区工作人员随机走访了锦上花小区群众 ，群众对处
理情况表示满意。
分管领导：锦江区政府副区长朱波。责任部门：锦江区龙舟路街道办事处和合江亭街道办事处
。责任人：锦江区龙舟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黄明 ，区城管执法局派驻龙舟路街道执法中队中队
长张云，锦江区合江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胡晓东 ，合江亭街道办事处环保科科长祁亮。

无



46 信20170908063
    成都市二环路西二段199
号极地音乐酒吧每天深夜噪
声扰民。

成都市 噪声

一、9月9日10时，青羊区府南街道办事处会同青羊区环保局 、青羊区文
体旅局、青羊区城管局、青羊区公安分局赴现场调查，查实极地音乐酒
吧办有营业执照。同时，经走访群众核实，该酒吧营业时间为晚上7时至
凌晨2时，客人晚上喧哗噪声较大。
二、9月9日，青羊区环境监测站对极地音乐酒吧噪声进行监测 ，监测报
告显示：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室内噪声倍频带声压级监测结果不符合 《社
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相应限值要求。

是 

一、9月10日11时，府南街道办事处会同青羊区环保局、青羊区城管局、青羊区公安分局约谈极
地音乐酒吧负责人，责成其降低音响音量，合理限制营业时间，营业时关闭门窗，减少对外界
的噪声影响；同时，及时劝导客人不要大声喧哗，避免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
二、9月10日，青羊区公安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对
极地音乐酒吧负责人贾英处以行政警告的行政处罚
三、9月9日11时，青羊区府南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走访了周边居民群众 ，受访人对处置情况表
示满意。
四、青羊区府南街道办事处会同青羊区环保局 、青羊区城管局、青羊区公安分局，于2017年9月
11日前，督促极地音乐酒吧落实上述整改措施 。青羊区政府责成府南街道办事处，切实履行属
地监管主体责任，加密巡查频次，跟踪回访群众意见，妥善协调解决噪声污染问题。
街道责任人：罗峥嵘  青羊区府南街道党工委书记   
区级责任人：杜朝伦  青羊区政府副区长   

无

47 信20170908064

    成都市青羊区苏坡街道
清波社区垃圾运转车总是在
半夜三点清运清水河畔小区
的垃圾，垃圾转运车噪声太
大、运行时间在15分钟以
上，发动机完全未消音。要
求更换更好的垃圾运转车或
加强检测维护、为现有垃圾
运转车安装消音设备，保证
低噪声运行。

成都市 噪声

一、清水河畔小区的垃圾房大门临蜀鑫路 ，物业安排有专人进行管理；
青羊区城管局汽车队一台5吨级垃圾转运车每天早上对该垃圾房的垃圾进
行转运。
二、目前该点位垃圾转运时间为每日凌晨 3时左右，作业时间约15分钟。
在转运作业过程中，发动机声音和机械摩擦声音对周边居民有一定影响
。
三、负责转运该小区垃圾的垃圾转运车已安装消音器 。       

是

一、青羊区城管局汽车队调整垃圾转运作业时间 ，将时间由每日凌晨3时调整为每天6时之后，
从2017年9月10日开始执行。
二、青羊区城管局汽车队加强车辆设备维护 ，定期进行车辆保养，降低垃圾转运作业时产生的
声音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9月9日，工作人员走访了周边群众，收集群众对本案的处理意见，受访人对本案办理情况表示
满意。
部门责任人：颜崇建 青羊区城管局局长    
区级责任人：杜朝伦 青羊区政府副区长    

无

48 信20170908065

    成都市金牛区驷马桥街
道互助社区解放西路、红花
社区红花南路及红花北路商
铺油烟乱排、长期营业到深
夜噪声扰民。

成都市 油烟、噪声

9月9日，金牛区驷马桥街办、荷花池街办会同区城管园林局、公安金牛
分局、区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在街道前期统计的基础上对红花南路 、
北路及解放西路餐饮店铺情况进行再次摸排调查 。
（一）关于驷马桥街办辖区内餐馆商家的调查 。在前期统计的基础上,驷
马桥街道对红花南路、北路及解放西路餐饮店铺情况进行再次摸排调查
。确认驷马桥辖区解放西路、红花南路、北路共有餐饮店铺51家，其中
已安装油烟净化设备12家，但达到监测条件的只有2家。多家未安装油烟
净化设备，存在油烟扰民的情况，10家未开门营业。夜间经营时存在食
客吵闹，噪声扰民的现象。
（二）关于荷花池街办辖区内餐馆商家的调查 。荷花池街道管辖区域解
放西路2号-22号，共15户，其中1户自行搬离。剩余14户中， 7户安装了
油烟净化器，7户未安装油烟净化器。商家在夜间经营时段存在食客大声
喧哗现象。经区环境监测站监测，7户已安装油烟净化器的餐饮商家，2
户具备监测条件，在正常营业情况下排放的油烟未超标 ，其余5户不具备
监测条件。

是

（一）现场处理情况。
1.关于驷马桥街办辖区内餐馆商家的处理 。9月9日,驷马桥街道城管执法中队向未安装油烟净化设备的商家进行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宣
传，出具了《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对油烟净化设备进行安装或整改；驷马桥派出所针对店铺噪声扰民的问题 ，要求商家规范经营，

及时劝导食客文明用餐，降低噪声；各商家均写下了承诺书，承诺将按要求完成。金牛区环境监测站对解放西路、红花南路、北路符合

监测条件的餐馆进行油烟监测。
2.关于荷花池街办辖区内餐馆商家的处理 。9月9日，荷花池街办对14户餐馆负责人在街道办事召开约谈会 。一是要求未安装油烟净化器

的7家商户于9月30日前按规定安装油烟净化器并正确使用 ；二是要求已安装净化器但不具备监测条件的 5户于9月20日前整改到位；三

是要求所有商户在经营中提醒食客文明用餐 ，避免营业时段食客喧哗声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 。
（二）下一步工作措施。

1.驷马桥街办辖区内餐馆商家的问题。

（1）督促未安装油烟净化设备及油烟净化设备安装不规范的商家完成整改 ，整改完毕后及时函告金牛区环境监测站进行油烟监测 ，并
根据监测结果依法进行处理。（整改期限：2017年9月16前；责任单位及人员：区环境监测站胡勇；驷马桥街道执法中队吴永辉）
（2）针对10家当天未营业的餐饮商家，街道将及时函告区环境监测站在其开业期间进行油烟监测 ，并根据监测结果依法进行处理。
（整改期限：2017年10月20日前；责任单位及人员：区环境监测站胡勇；驷马桥街道环保科闫文云；驷马桥街道执法中队吴永辉。）
（3）在9月16日后加强 “回头看”整治工作，对商家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并及时收集群众建议和意见 ，进一步巩固整改效果（责任部
门：驷马桥街道执法中队吴永辉。）
（4）进一步加强辖区饮食业噪声管理，督促餐饮商家规范经营，及时劝导食客文明用餐，降低噪声。及时妥善处置居民诉求。（责任

部门：驷马桥派出所万刚）

（5）红花社区、高笋塘社区做好网格管理工作，加强对辖区餐饮店铺加强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街道。（责任单位及责任人：
红花社区 姚秀玲；高笋塘社区 吴志萍。）
2.荷花池街办辖区内餐馆商家的问题。

（1）街道综合执法队加强巡查力度，督促该区域餐饮商家按期正确安装并规范使用油烟净化装置 ，严禁设置面向居民小区的直排窗
户；（整改期限：2017年9月30日前；责任单位：荷花池街道办事处聂斌 ）

（2）街道、派出所将加大对该区域餐饮商家的管理力度 ，及时依法处置噪音扰民问题。（责任单位：荷花池街道办事处聂斌）。

责任人：任继斌，金牛区政府副区长。
(三)回访情况

9月10日，驷马桥街办高笋塘社区、红花社区工作人员对红花南、北路及解放西路周边居民27人进行回访，满意率100%。荷花池街道办
事处工作人员将该区域餐饮商家油烟 、噪音扰民问题的处理结果对周边5名群众进行了回访，受访群众均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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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金牛区驷马桥街
道恒德路社区张家巷楼下商
铺油烟乱排、长期营业到深
夜噪声扰民。

成都市 油烟、噪声

9月9日，金牛区驷马桥街办工作人员在前期统计的基础上对恒德路 、张
家巷餐饮店铺情况进行再次摸排调查 。确认恒德路、张家巷共有餐饮店
铺50家，其中有24家面馆类店铺，无油烟排放；其余26家中当天营业的
有15家店铺，均安装有油烟净化设备，另外11家当天未营业。营业中的
店铺夜间经营时存在食客吵闹，噪声扰民的现象。

是

（一） 现场处理情况。

9月10日，根据金牛区环境监测站出具的情况说明 ，对9月9日当天营业的15家非面馆类店铺的处理情况如下：
1．“钢管厂小郡肝串串”油烟监测结果达标。

2．“重庆川河冷锅鱼”、“跷脚牛肉”、“李庄白肉”、“特色干锅家常菜”、“胖哥家常菜”共5家店铺安装有油烟净化器，但其排
烟系统未密闭，按照《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中5.1项规定，视作超标；“三江烤鱼”、“重庆好吃嘴冷锅鱼”、“
相逢实惠川菜”共3家店铺油烟净化器无法正常运行，按照《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中5.1项规定，视作超标。区城

管执法局向以上油烟排放超标的餐饮商家下达了 《调查通知书》，将按一般程序立案查处。
3．“宜宾燃面”、“万州烤鱼”、“自贡盐帮菜”、“自贡中餐馆”共4家店铺安装有油烟净化器，但其烟道安装不符合《饮食业油烟

排放标准》（GB18483-2001）中5.2项规定，建议进行整改；“玖香居家常菜馆”共1家店铺未安装烟罩，建议进行整改；“土碗蒸牛

肉”共1家店铺无安全采样平台，无法开孔监测。9月10日，区城管执法局向以上餐饮商家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责令其在9
月29日前完成整改。

4．9月9日，曹家巷派出所针对商铺噪声扰民的问题向商家提出要求 ，要求商家规范经营，及时劝导食客文明用餐，降低噪声。各商家

均签订承诺书，承诺按要求完成油烟净化设备的安装整改 ，避免油烟扰民，并在经营过程中劝导食客文明就餐。
（二）下一步工作措施。

1．对8家立案查处的餐饮商家，区城管执法局将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办理 。（责任单位：区城管执法局驷马桥执法中队；责任人：杨子
江）
2．驷马桥街办将督促“宜宾燃面”、“万州烤鱼”、“自贡盐帮菜”、“自贡中餐馆”、“土碗蒸牛肉”、“玖香居家常菜馆”共6家

店铺进行整改，待其整改完毕后及时函告区环境监测站进行油烟监测 ，并根据监测结果依法进行处理。（整改时限：10月20日前；责任
单位、责任人、联系电话：区环境监测站，胡勇；驷马桥街道执法中队，杨子江）
3．针对11家当天未营业的餐饮商家，驷马桥街办将及时函告区环境监测站在其开业期间进行油烟监测 ，并根据监测结果依法进行处理

。（整改时限：10月20日前；责任单位、责任人、联系电话：区环境监测站，胡勇；驷马桥街办环保科，闫文云）
4．驷马桥街道执法中队将加强日常巡查，要求商家规范使用油烟净化设施，及时清洗设备，避免油烟扰民。（责任单位：驷马桥街道
执法中队；责任人：杨子江）

5．曹家巷派出所将进一步加强辖区饮食业噪声管理 ，督促餐饮商家规范经营，及时劝导食客文明用餐，降低噪声，并及时妥善处置居

民诉求。（责任单位：曹家巷派出所；责任人：严志东）
6．恒德路社区和工人村社区对辖区内餐饮店铺将加强日常巡查 ，发现问题及时上报。（责任单位、责任人、联系电话：恒德路社区，
吴荣洲；工人村社区，曾丽英）
责任人：任继斌，金牛区政府副区长。
（三）回访情况。

9月10日上午，恒德路社区及工人村社区工作人员对张家巷周边居民进行调查回访 ，受访的18名群众均对处理情况表示满意。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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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二仙桥东三路理
工大学背后无证餐饮长期营
业，油烟、废水、垃圾、噪
声扰民。

成都市
油烟、垃圾

、噪声

9月9日10时，成华区二仙桥街道办事处、区城管执法局、区市场和质量
监管局、区统筹局到现场调查核实。二仙桥东三路理工大学背后共计 1家
餐饮店（虹口烤兔），现由杨某出租给李某经营。经查，该店属无证经
营；因该店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油烟散排，造成油烟扰民；现场未发
现有废水乱排现象；顾客就餐时乱丢纸屑，大声喧哗，产生垃圾和噪声
扰民。

是

处理措施。一是成华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教育引导商家待相关问题整改后备案 。二是成华区城
管执法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对未安装油
烟净化设施的虹口烤兔餐饮店开具《成都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责
令虹口烤兔餐饮店于9月11日12时前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封闭油烟直排孔。三是成华区统筹局
对商家进行教育引导，禁止乱倒乱排废水。四是督促教育商家及时清扫垃圾。五是张贴温馨提
示牌，引导商家文明经营，遵守社会公德，避免在经营过程中产生垃圾和噪音影响周边居民生
活。
处理结果。9月9日16时，经调查核实，虹口烤兔正按相关要求向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申请备
案；已安装完毕油烟净化设施，且能正常使用；垃圾已全部清运，并张贴温馨提示牌，引导顾
客文明就餐，防止噪音扰民，杜绝商家乱倒乱排废水。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已整改。
责任人：蔡达林 成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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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锦江区合江亭美
丽合江小区楼下酒吧、水吧
每晚营业到3、4点噪声扰民
。

成都市 噪声

群众反映的“美丽合江”小区位于锦江区天仙桥南路8号，一楼现有3家
酒、水吧，分别是附5号额外时间茶酒馆（EX-Time）、附6号一会一味餐
馆、附8号艺术澳洲·酒肉馆（Art·House·MEAT&WINE·BAR）。
9月9日19:00，锦江区合江亭街道办事处会同区公安分局合江亭派出所 、
区文体广新局、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情况如下：
一是额外时间茶酒馆和一会一味餐馆正常营业 ，艺术澳洲·酒肉馆自行
歇业。额外时间茶酒馆和一会一味餐馆均有合法证照 ，其中锦江区额外
时间茶酒馆（招牌名称：EX-Time额外时间）《营业执照》注册号
510104600480580，《餐饮服务许可证》许可证号川餐证字(〔2016〕年)
第610104000067号；锦江区一会一味餐馆（招牌名称：一会一味）《营
业执照》注册号510104600475558，《四川省食品小经营店（餐饮服务）
备案证》编号锦合餐20170029号。
二是经询问，额外时间茶酒馆和一会一味餐馆 2家均存在营业时间较晚、
顾客大声喧哗噪声扰民行为。

是

一、处理情况
锦江区合江亭街道办事处会同区公安分局 、区文体广新局、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进行如下处理：
一是锦江区公安分局合江亭派出所对一会一味餐馆负责人刘骏 、额外时间茶酒馆负责人吴霜进行宣传教育并制
作询问笔录，要求其严格管理店铺，避免噪声扰民。经民警开展工作，商家负责人承诺进行整改，杜绝噪声扰
民情况。
二是锦江区文体广新局经过现场调查 ，额外时间茶酒馆、一会一味餐馆商家未从事文化娱乐经营活动 ，锦江区
文体广新局对商家进行宣传教育，如商家从事文化娱乐经营活动，锦江区文体广新局将依法对其进行监管 。
二、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是锦江区公安分局合江亭派出所将进一步加大对成都市锦江区天仙桥南路 8号美丽合江小区周边监管力度，如
现噪声扰民等违法行为，将依法处理。
二是锦江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在日常监管中将继续对成都市锦江区美丽合江小区楼下加强巡查 ，并加强政策法
规宣传。积极配合街道办事处和区级相关部门 ，适时开展综合整治，落实部门法定职责，坚决依法查处违法经
营行为。
三是锦江区合江亭街道办事处将密切关注自行歇业的艺术澳洲 ·酒肉馆，一旦开门营业将对其进行调查，如发
现噪声扰民现象将及时上报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处理 。
三、走访情况
9月9日，锦江区合江亭街道办事处合江亭社区工作人员对周围居民进行了随机走访 ，受访者对处理情况表示认
可。
分管锦江区：区政府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晏文万。责任部门：合江亭街道办事处。责任人：合江亭街道办
事处副主任胡晓东，合江亭街道办事处环保科科长祁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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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都江堰机械有限
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存在大量
焊接气体，整天烟雾缭绕且
公司未投入排烟设施；公司
喷漆房沉淀后的油漆废物残
渣处理时直接挖坑埋填。

成都市 大气、垃圾

经都江堰市环保局排污申报系统核查 ，无“成都市都江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申报信
息，又经都江堰市市场质量监管局核查，在都江堰市登记注册的企业中未发现群众举
报的“成都市都江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企业名称和行业特点最接近的为 “四
川都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99年10月，位于都江堰经济开发区泰兴
大道11号。该公司主要生产汽车前后桥，公司生产线异地重建技术改造项目于 2009年
开始建设，2010年12月投入试生产。该项目环评和补充环评分别于2009年3月、2011
年4月通过成都市环保局审批，于2012年3月通过成都市环保局验收。
2017年9月9日，都江堰市环保局会同都江堰市市场质量监管局 、都江堰经开区管委会
进行了现场检查。经查：1.该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 ：喷漆废气、焊接
烟尘、一般固废、危险废物。其中喷漆废气经水膜吸附净化装置处理后经 15m高排气
筒排放；焊接烟气和切割烟气无组织排放。2.该公司焊接车间正在生产，焊接工序确
有焊烟产生，该公司已按批复的环评要求落实了“切割烟尘、焊接烟尘加强车间通风
换气”的污染防治措施，在焊接生产车间顶部20个换气扇。该环保措施符合批复的环
评要求。3.该公司建有一条喷漆生产线，正在运行，喷漆废气经水膜吸附净化装置处
理后经15m高排气筒排放，水膜吸附产生漆渣由该公司专人打捞滴干后转移至危废暂
存间存放，并委托四川省中明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川环危第511402022号）处置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含漆渣）。经调查询问，四川省中明环境治理有限公司于
2015年12月11日转运过废漆渣2.995吨，后因四川省中明环境治理有限公司处置能力
受限，从2016年至今该公司暂未转运废漆渣。经调阅该公司危废台账，2016年该公司
产生废漆渣1.943t，2017年1月至8月该公司产生废漆渣1.258t，共计3.201吨。现场
未发现该厂区内有废漆渣挖坑填埋痕迹 。

是

1.9月9日，为全面调查四川都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危险废物产生 、存储和处置等情况，都江堰
市环保局向该公司下达了《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都环登证字〔2017〕01号），要求该
公司在证据登记保存期间不得损毁、销毁或者转移证据，依法接受调查。
2.都江堰市环境保护局负责在2017年9月15日前完成对四川都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危险废物产生
、存储和处置等情况的全面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依法处理。                             
责任人：李川虎 职务：都江堰市政府副市长
责任部门：都江堰市环保局
9月9日，都江堰市环保局、都江堰经开区管委会对四川都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周边 5家企业开展
了回访，受访企业对处理结果均表示满意。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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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万兴街有很多餐
馆，油烟直排，造成空气污
染，特别是串串香的油烟污
染环境。

成都市 油烟、大气

成华区万年场街道办事处、区城管局、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到现场
进行调查处理。经查，该点位共有餐饮店铺15家、其中1家（乐山钵钵
鸡）店内无厨房，不在店内加工食物；剩余14家（知串串、东林饭店、
雪月餐馆、草根串串、正宗雅安一绝本色卤肉、何记本色卤肉、盘子串
串香、正宗手工水饺馆、秤盘牛杂串串香、资格烤羊肉串、乐山油炸串
串、幺妹串串香、担担面、乐山烧烤）（以下简称“14家餐馆”）已安
装油烟净化设施，由于近期清洗不及时，存在有油烟外溢现象，影响周
边环境。

是

处理措施：一是组织14家商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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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要求14家餐馆立即对店内油烟净化设施进行清洗并正常使用 ；三是要求14家餐馆制定
对油烟净化设施进行定期检查和清洗计划 ，确保正常使用。
处理结果：2017年9月10日，经工作人员现场核实，14家餐馆均已完成油烟净化设施的清洗并正
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定期检查和清洗计划已制定 。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已得到整改。
包案责任人：郑天南 成华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

无

54 信20170908072
    成都市成华区新鸿南路
22号嗜嘟嘟茶楼麻将噪声扰
民。

成都市 噪声

9月9日13时，成华区公安分局、双桥子街道办事处、区市场监管局到现
场调查核实，该茶坊经营者为王家幸，主要经营项目为喝茶、棋牌，面
积约300平方米，共有9个机麻包间，经营过程中伴有麻将声、喧哗声，
存在扰民情况。

是

成华区公安分局、双桥子街道办事处、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对该茶坊负责人进行法制宣传 ，要
求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依规经营；在茶坊张贴禁止喧哗的温馨提示；合理调整经营
时间，避免噪音扰民。
成华区公安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八条依法对该茶坊经营者噪声
扰民的行为给予行政警告的处罚。茶坊已张贴禁止喧哗的温馨提示，提醒茶坊娱乐群众不要高
声喧哗；经营时间已调整合理，避免影响周边居民。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已整改。
责任人：杨世映 成华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无

55 信20170908073

    成都市草金路南段原双
凤酒店楼下成双医院，医院
排污与食品经营单位混合，
医院污水直排。希望调查医
院的排污许可证。

成都市 水、其他

成双医院全名为成都武侯成双医院，第二名称为四川华西中西医药研究
院附属成双医院，位于武侯区簇桥街道七里村七组 2栋，是一所民办综合
性医院。该医院于2014年1月24日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开始营业 ，
法人代表：蔡金勇，登记号：09127176151010719A1002。
（一）关于“成双医院排污与食品经营单位混合，医院污水直排”的问
题。
经现场调查，成双医院租用了原双凤酒店的二、三楼，其中二楼原用于
职工住宿，三楼闲置，均未用于开展医疗业务；双凤酒店楼下一楼前期
开设有食品经营单位，因修建地铁施工影响，食品经营单位均已停止营
业。成双医院委托四川永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4年建设了污水处理
站，规模为80m3/d，采用“调节池+生物接触氧化+接触消毒”的污水处
理工艺，经处理后通过专用管道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污水未与其他单位
混排。经武侯区环保局现场查看，污水处理站安排有专人管理，有运行
维护记录。
（二）关于医院的排污许可证的问题。
经武侯区环保局调查，该院曾于2013年10月以成都武侯金花医院（曾用
名）的名义委托成都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编制了 《成都武侯金花医院环境
影响报告书》，因该院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使用房屋为工业用房，报
告书未获批复，故成双医院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成双医院的污水处理站
未经环保、行政审批等部门验收投入使用。

是

（一）针对该医院无排污许可证，违法排污的行为。
接群众投诉，8月6日，武侯区环保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向其送达《武侯区环境保护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成武环责改字〔2017〕
080601号），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排污行为。2017年8月17日，武侯区环保局现场复查，该院已
停业，执法人员确认其已停止排污；9月9日现场再次检查，该院仍处于停业状态，现场未营业
也未排污。
（二）针对该医院环保设施未经验收，主体工程投入使用的违法行为。
武侯区环保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已于2017年7月27日对
其立案调查（成武环立审字〔2017〕036号），并于2017年9月9日依法向其送达环境行政处罚告
知书(成武环罚告字[2017]036号)及环境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成武环听告字[2017]036号），
目前该案件处罚程序正在进行中。（完成时限：2017年9月20日）
武侯区环保局将联合武侯区卫计局、簇桥街道办事处，加强对该院的巡查监管力度，严禁该院
在未取得环保相关手续前，擅自开业经营，若其依法取得环保相关手续后开业经营 ，将对其污
染物排放情况作监督管理，确保废水等污染物达标排放。
（三）回访情况
9月9日，武侯区簇桥街道办事处就该问题处理情况回访了成都武侯成双医院附近部分居民 ，受
访居民对处理结果均表示满意。
责任人：卓锋 武侯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无



56 信20170908074

    成都市青羊区成飞大道
与光华西三路交叉路口木兰
酒店楼下，餐馆占道经营至
深夜，油烟、噪声严重扰民
。

成都市 油烟、噪声

一、证照问题。王氏传统面、黄焖鸡馄饨王、华龙桥九宫格3家餐饮店未
能提供食品经营许可证。
二、“占道经营”问题。经查，后院鱼公馆、华龙桥九宫格、遇见串串3
家餐饮店存在越门摆放餐桌，占道经营行为。
三、“油烟扰民”问题。王氏传统面、黄焖鸡馄饨王2家餐饮店经营面食
业务，排放物为水蒸气。
后院鱼公馆、华龙桥九宫格、遇见串串3家餐饮店厨房均安装有油烟净化
器并正常运行，同时烟道上顶。夜间占道经营时餐品有油烟及气味散发
。
四、“噪音扰民”问题。后院鱼公馆、华龙桥九宫格、遇见串串3家餐饮
店用餐高峰时段存在食客喧哗扰民现象 。

是

一、证照问题。对王氏传统面、黄焖鸡馄饨王、华龙桥九宫格3家餐饮店开具《监督意见书》，
责令其立即停业整改，待取得相关证照后依法营业。
二、占道经营和“油烟扰民”问题。约谈后院鱼公馆、华龙桥九宫格、遇见串串3家餐饮店经营
者，对其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占道经营行为，清理占道物品，清
洗占道街面，同时定期清理、维护油烟净化器。
三、“噪声扰民”问题。29月9日13：30，后院鱼公馆、华龙桥九宫格、遇见串串3家餐饮店经
营者签署承诺书，承诺约束食客行为，不高声喧哗。
四、9月9日13时，青羊区苏坡街道办事处约谈了俊发物业 ，责成其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监督入
驻商家规范经营。
五、下一步工作措施。一是青羊区苏坡街道办事处指导、督促所涉餐饮店于9月15日前办理食品
经营许可证。二是加强区域日常巡查，及时制止占道经营等违规行为。                                 
9月10日11时，青羊区苏坡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走访了周边居民群众 ，受访人对办理情况表示满
意。
街道责任人：蒋亚琪  青羊区苏坡街道办事处主任  
区级责任人：杜朝伦  青羊区政府副区长

无

57 信20170908076

    成都市青羊区方池街15
号总工会干部学校二楼教室
旁变压器及高压电线，电磁
辐射影响学生健康。

成都市 其他

一、该点位变压器及高压线路与省总工会干部学校培训大楼的最近距离
大于1 m，符合电力行业设置规范要求。
二、10 KV等级的输变电设施电磁环境影响较小 ，对该类建设项目实施豁
免管理，无需办理环评相关审批手续。
三、经成都市辐射环境管理监测站监测，排放电磁辐射低于国家《电磁
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否

一、约谈供电公司负责人，要求其加强辖区供电设施的巡查监管 ，确保供电设施运行安全。
二、向四川省总工会干部培训学校和“哈哈教育”培训学校负责人通报了电磁辐射监测结果 ，
要求学校做好电磁辐射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 ，争取师生对供电设施建设的理解和支持 。
部门责任人：邓  毅 青羊区环境保护局局长   
区级责任人：杜朝伦 青羊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市级协办单位责任人：林建良 市环保局副局长 

无

58 信20170908077 否 无

59 信20170908078 否 无

60 信20170908092

    成都市成华区建设北路
二段万科华茂广场对面的踏
水新村一组棚户区改造项目
拆迁工程连续三天违规夜间
作业，噪声扰民。

成都市 噪声

9月9日16时，成华区旧城公司、桃蹊路街道办事处、区房管局到踏水新
村一组棚户区拆迁改造项目现场核实 。该项目已完成部分拆迁工作，
2017年8月2日以来该工地未施工。经了解，该项目拆迁施工期间存在夜
间扰民情况。

是

处理措施。成华区政府督促区旧城公司、桃蹊路街道办事处、区房管局加强监管，约谈拆除单
位，责令其优化拆除工序，加大减噪降噪力度；加强巡查，避免夜间施工扰民；做好与周边居
民的沟通解释工作。
处理结果。9月9日16时，成华区旧城公司、桃蹊路街道办事处、区房管局到现场查看核实，踏
水新村一组棚户区改造项目已于2017年8月3日停止拆除，项目现场有管理人员，后期拆除工序
已调整合理，近期未产生拆除噪音。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已整改。
责任人：刘蓉 成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无



61 信20170908093
    成都市金牛区圃园南二
路一条街多家麻将馆，噪声
扰民。

成都市 噪声

圃园南二路位于金牛区沙湾路与九里堤南路之间 ，属典型背街小巷，道
路一侧为80年代商品房丽景湾小区，人口密集。
9月9日，金牛区抚琴街办会同光荣派出所到现场进行了勘查 。调查发
现，圃园南二路共有茶坊13家,均经营麻将，在经营过程中存在打麻将及
客人吵闹等人为噪音。

是

（一）现场处理情况。
9月9日15∶00金牛区抚琴街办会同光荣派出所在街办 3楼会议室约谈圃园南二路茶坊负责人 ，向
其进行了法律法规宣传和劝导，光荣派出所民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8
条有关规定，对麻将馆产生噪音，干扰他人正常生活提出了口头警告，圃园南二路麻将馆负责
人承诺劝导顾客文明娱乐，不得大声喧哗，消除噪音扰民问题。当晚21:00时，抚琴街道联合光
荣派出所对圃园南二路麻将馆进行了检查 ，噪音扰民现象已经消除，茶坊负责人签订了承诺
书，承诺消除噪音扰民问题。
（二）下一步工作措施
1、金牛区光荣派出所进一步加强辖区圃园路片区茶坊麻将噪声管理 ，加强日常巡管，督促商家
严格控制经营时间，规范经营，及时劝导客人文明娱乐，降低噪声。对出现噪音扰民问题的负
责人，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依法
查处（责任单位：光荣派出所；责任人：肖冀川）
2、金牛区抚琴执法中队加强日常巡查监管 ，督促茶坊商家规范经营，避免噪音扰民。（责任单
位：抚琴街道办事处；责任人：袁勇）
责任人：周国军，金牛区政府副区长。
（三）回访情况
9月10日，金牛区抚琴街道圃园路社区工作人员对圃园南二路周边居民 10人进行了回访，满意率
100%。

无

62 信20170908094

    成都市龙泉驿区成洛大
道旁的雄飞生活广场、西河
大道295号香槟城两个工地扬
尘污染严重扰民。

成都市 扬尘

9月9日，龙泉驿区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对群众投诉反映的问题到现场进
行调查核实。经调查，问题属实。
经调查：1.雄飞生活广场二期6号楼项目由成都隆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发、四川四强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监理 、自贡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承建，现处于主体施工阶段。2.香槟城项目”实际备案工程名称为东
城之星二期5、6号楼，由雨龙世纪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四川亿博工程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监理、华贯建设有限公司经开区分公司承建 ，现处于主
体施工阶段。
经现场调查：1.发现雄飞生活广场二期六号楼项目，处于主体施工过程
中，现场发现该工地部分建渣未及时清理 、覆盖，覆盖裸土密目网破损
未及时恢复等现象，存在制尘隐患，对周边群众造成了一定影响。2.发
现香槟城项目（东城之星二期5、6号楼），处于主体施工过程中，现场
发现该工地部分建筑垃圾未及时清理 、覆盖，基坑非作业面裸土未及时
恢复覆盖等现象，存在制尘隐患，对周边群众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是

1.龙泉驿区已于9月9日对雄飞生活广场二期6号楼施工单位，下达《行政执法暂停施工通知书》
（〔2017〕施停通字018号），对其扬尘污染隐患问题责令立即停工整改 。目前，已按要求整改
完成。
2.责成龙泉驿区建设局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行为立案调查 ，并于9月9日下达了《成都市龙泉驿
区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17〕龙建告罚字054号）。
3.将其行政处罚情况纳入企业信用综合评价管理 ，扣减市场信用分。
4.龙泉驿区已于9月9日对东城之星二期5、6号楼项目（香槟城）施工单位，下达《行政执法暂
停施工通知书》（〔2017〕施停通字021号），对其扬尘污染隐患问题责令立即停工整改 。目
前，已按要求整改完成。
5.责成龙泉驿区建设局对施工单位扬尘污染行为立案调查 ，并于9月9日下达了《成都市龙泉驿
区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17〕龙建告罚字056号）。
6.将其行政处罚情况纳入企业信用综合评价管理 ，扣减市场信用分。
7.9月10日，龙泉驿区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就群众投诉反映问题在雄飞生活广场二期 6号楼
项目、东城之星二期5、6号楼项目（香槟城）周边对多名群众进行了回访，受访群众对龙泉驿
区目前处理措施表示满意。
8.针对群众投诉反映的问题，龙泉驿区指定区政府副区长崔浩为责任人 ，区建设局为责任单位
。

无

63 信20170908095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都南
路422号陶然精舍底楼宠物医
院长期经营过程中噪声、臭
气扰民。

成都市 大气、噪声

9月9日，龙泉驿区相关职能部门针对群众投诉反映问题到现场进行了调
查。经核实，问题属实。
经调查，投诉人反映的宠物医院实为“臻安宠物医院”，营业地址为成
都市龙泉驿区龙都南路418、420号。422号为陶然精舍小区门牌号。该宠
物医院于2015年开办，具有营业执照和动物诊疗许可证（动诊证 成龙第
201705号）。
经现场调查核实：1.该宠物医院经营过程中的噪音，主要来自入院诊治
动物发出的叫声。宠物医院目前隔音设施简易，降噪效果不佳，存在噪
音扰民情况。2.该宠物医院卫生状况良好，污水处理设备完善，医疗废
弃物及病死动物处理台账健全，并严格执行消毒制度。由于行业特殊
性，宠物医院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环境消毒药水和动物外伤药物等异味 ，
但异味较轻微，对宠物医院邻近住户存在一定影响。

是

1.责令该宠物医院针对群众投诉反映的问题制定整改方案 ，并于9月16日前安装隔音设备，增加
排风设施，使用异味较轻的消毒药水，进一步加强环境卫生工作。同时，要求该宠物医院晚上
不得留宿宠物，减少宠物噪声对周边居民的影响。目前，此项工作正在推进中。
2.责成龙泉驿区公安分局负责，强对该片区的巡查监管力度。同时，督促该宠物医院按期整改
到位。
3.责成龙泉驿区市场监管局和龙泉街办做好该宠物医院整改措施的宣传工作 ，以取得周边群众
的理解。
4.9月10日，龙泉驿区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对投诉人反映的问题进行了回访调查 ，周边群众表
示对龙泉驿区目前处理情况表示满意 。
5.针对群众投诉反映的问题，龙泉驿区指定区政府副区长曾勇达为责任人 ，区农林局为责任单
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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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龙泉驿区驿都中
路331号龙跃建材装饰城，未
经环境影响评价，非法建
设，环境卫生秩序极差。

成都市 其他

9月9日，龙泉驿区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群众投诉反映的问题到现场进行
调查。经查，问题属实。
经调查，投诉人反映的龙泉驿区驿都中路 331号龙跃建材装饰城，占地面
积20000平方米，营业面积12000平方米，于2015年10月19日取得工商营
业执照，2016年5月建成投入使用，企业注册名称：成都龙跃建材有限公
司；经营范围：销售建材、电线电缆、五金交电、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品）、房屋租赁及企业管理服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
动）。
经核实，成都龙跃建材有限公司在未取得规划建设相关审批手续的情况
下，在龙泉驿区驿都中路331号擅自修建商铺，属违法建设，同时，该市
场未办理环保相关审批手续。目前，该公司将违建商铺出租给约100户商
家从事建材等商品的批发、零售活动。市场内环境卫生差，大门两旁绿
化带中的枯枝落叶未清扫。

是

1.龙泉驿区规划局负责，依法对该公司违法建设行为进行查处 。目前，已向该公司送达了《建
设项目执法调查通知书》，公司已配合接受调查。计划于2018年6月30日前完成规划行政执法程
序。
2.龙泉驿区环保局负责，对未批先建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9月10日，龙泉驿区环保局已对
该市场进行了立案调查。目前，此案件正依法办理中。
3.督促该公司立即对市场内环境卫生进行整治 ，对市场内乱停车行为进行规范，并加大市场的
日常环境卫生保洁工作力度。同时，向该公司送达了《关于企业立即停止违法活动的通知》，
要求其停止违法行为，并限期整改。目前，已此项工作已整改完毕。
4.龙泉驿区城管局负责对市场外绿化带中的枯枝落叶和杂物进行了清理 。
5.回访情况：9月10日，龙泉驿区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对龙跃建材装饰城周边居民进行回访 ，
受访居民均对龙泉驿区目前采取措施表示满意 。
6.针对群众投诉反映的问题，龙泉驿区指定区政府副区长崔浩为责任人 ，区规划局为责任单位
。

无

65 信20170908099

    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中
街街道，全是各类广告、设
计商铺，从事喷漆、打印等
业务，刺鼻性气体污染空
气；没有下水通道，生产、
生活用水直接排放临街路面
。

成都市 水、大气

一、营业执照问题。经查，该区域有55家广告、设计商铺，6家实际经营
地址与注册地址不符，现场未能提供营业执照，其余商家证照齐全。
二、“刺鼻气体”问题。9月9日15时，青羊区环保局对东城根中街64号
、88号、132号院落周边区域性空气质量进行监测 ，监测报告显示未超标
。经走访周边居民了解，投诉所述“刺鼻气体”，系该区域商铺偶尔使
用罐装漆所致。
三、“生产、生活用水直接排放”问题。经查，飞燕有机玻璃制造品厂
、大角星广告制作、等8家店铺内设了卫生间。其余商铺未配置厨房、卫
生间和下水道，也未发现私接下水道的行为。经查，55家广告、设计商
铺不涉及排放生产用水，投诉所涉 “生产、生活用水”，系个别商家偶
尔向街面倾倒洗手、泡茶等零星用水。

是

一、营业执照问题。9月9日11时，向6家经营证照不规范的商家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
令其于2017年10月8日前变更营业执照相关信息，逾期未完成整改的，将依法立案查处。
二、“刺鼻气体”问题。9月9日17时，青羊区西御河、少城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对该片区商家
逐一上门开展宣传教育，宣讲环保相关法律法规，劝导商家不使用罐装漆等挥发性材料 。
三、“生产、生活用水直接排放”问题。青羊区西御河、少城街道办事处责成该片区商家认真
落实成都市“门前三包”相关规定，禁止向将街面乱倾倒生活用水。                  
四、9月10日9:30，青羊区西御河、少城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走访了周边居民  ，受访人对本案
办理情况表示满意。
五、下一步将督促6家经营证照不规范的商家于10月8日前变更信息。同时，加强对该区域的巡
查，及时处置乱倒污水等违规行为。
街道负责人：黄宇 青羊区西御河街道办事处主任；吴桐 青羊区少城街道办事处主任                                    
区级负责人：杜朝伦 青羊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无

66 信20170908101
    成都市成华区双建路60
号“喳闹鱼头”油烟、噪声
扰民。

成都市 油烟、噪声
9月9日10时，成华区桃蹊路街道办事处、区城管局、区市场监管局到现
场调查核实，“喳闹鱼头”设置临时操作间进行炒料，存在油烟直排现
象，食客在用餐期间产生噪声，影响周围居民。

是

处理措施。一是对商家宣传相关法律法规；二是要求商家立即拆除临时操作间；三是要求商家
对食客进行劝导，避免噪声影响周边居民。
处理结果。9月10日，经工作人员现场核实，“喳闹鱼头”临时操作间已拆除，已张贴文明用餐
的温馨提示。
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得到整改。
责任人：刘蓉 成华区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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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武侯区保利花园
三四期附近的小河沟污染严
重；保利花园三期靠万兴路
对面的物流园区夜间车辆噪
声扰民。

成都市 水、噪声

保利花园三四期附近小河沟为黄堰河 。黄堰河为武侯区一条主要河道，河宽4～6米，
全长13844米，其中保利花园三四期段长度约630米，属黄堰河铁佛社区段，该段社区
级河长为簇锦街道办事处铁佛社区党总支书记权小蓉 。
万兴路地处武侯区西三环路一段以外 、绕城高速以内区域，沿线有大型物流仓库三
家，分别是“顺行物流”“铁佛仓储”、和“利达物流”，集中在万兴路保利花园三
期对面一无名小巷内。目前，三家物流仓库场地租赁协议均已到期 ，“铁佛仓储”和
“利达物流”已于2017年8月底完成搬迁，“顺行物流”（证照名为成都顺行物流有
限公司）已启动搬离工作，计划于2017年11月30日前搬离。
9月9日，武侯区统筹局、武侯区公安分局、簇锦街道办事处会同成都市公安局对黄堰
河和成都顺行物流有限公司进行调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小河沟污染严重的问题。
1.经巡查，黄堰河（保利花园三四期段）现场未发现有排污口和排污现象，水体清
澈，无异味。
2.在对黄堰河全线巡查时，除已纳入整治计划的簇桥排洪渠和高堰子新闸房上游雨水
沟两处点位有生活污水汇入河道外，其余部位未发现有其它排污现象。
3.通过向黄堰河铁佛社区段河长权小蓉了解 （调阅巡河记录和现场谈话），在近期每
日巡查中未发现该段黄堰河有排污现象 。
（二）物流园区夜间车辆噪音扰民问题。
经现场调查，成都顺行物流有限公司有车辆出入，货运车辆进出园区时在刹车减速、
起步加速阶段、鸣笛以及装卸货物时产生噪声，主要对万兴路沿线、武侯大道铁佛段
沿线和聚福路沿线居民影响较大。

是

9月9日，武侯区统筹局、武侯区公安分局、簇锦街道办事处会同成都市公安局确定整改落实方案 。

（一）关于黄堰河污染问题的处理。
1.武侯区统筹局会同武侯区环保局严格落实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武侯区主要河道跨界断面水质超标资金扣缴办法

〉的通知》（成武府办发〔2017〕7号）要求,对黄堰河实行跨界水质断面扣缴，强化河道管理的属地责任，加强对违法排污现象的打击
力度，促进黄堰河水质进一步改善。
2.武侯区河长制办公室严格按照“河长制”管理工作要求，督查属地街道办事处加强对黄堰河常态管理和日常巡查 ，及时对违法排污行

为进行制止和处置。
3.加快推进武侯区水污染防治攻坚行动 。已制定《武侯区水污染防治攻坚行动工作方案 》，将簇桥排洪渠和高堰子新闸房上游雨水沟两

处生活污水混流难点点位纳入整治方案 。目前已完成前期招标工作，正在抓紧开展治理方案设计、可行性研究等工作，确保今年内启动

治理（2017年12月31日）。
（二）关于物流园区夜间车辆噪音扰民问题的处理 。

1.2017年8月11日起，武侯区公安分局依据相关规定，安排武侯区交通秩序管理大队联合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一分局针对涉农区

域夜间货运车辆突出违法行为开展交通整治 ，采取定点值守和巡逻管控相结合的方式 ，全方位加强路面管控。自2017年8月11日至2017
年9月9日，已累计处罚货车违禁入城等交通违法行为 318件。

2.武侯区公安分局将继续安排武侯区交通秩序管理大队联合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一分局对涉农区域夜间货运车辆突出违法行为开
展交通整治，采取定点值守和巡逻管控相结合的方式 ，全方位加强路面管控。
3.2017年8月17日，簇锦街道办事处在保利三期对面无名道路 （顺行物流车道）设置了2个限高装置，限制大型货车通行。

4.2017年8月25日，成都顺行物流有限公司出具了承诺书 ，承诺于2017年11月30日前完成搬迁关闭，并进行了公示，簇锦街道办事处将
积极配合做好该物流的关闭工作。
下一步整改措施

（一）黄堰河污染治理。
加快推进“武侯区水污染防治攻坚行动”，对簇桥排洪渠和高堰子新闸房上游雨水沟采取一体化末端处理设备对污水进行处理达标后排
入河道。（完成时限：2018年5月31日）

（二）物流园区夜间车辆噪音扰民问题。

武侯区簇锦街道办事处积极配合成都顺行物流有限公司完成搬迁关闭 ，在关闭前加强巡查，一经发现噪音扰民现象及时制止。（完成时
限：2017年12月31日）回访情况：2017年9月9日，武侯区公安分局会同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一分局对保利花园三期小区居民进
行了回访，居民对处理情况表示满意；武侯区统筹局会同簇锦街道办事处对保利花园三 、四期居民进行了回访，居民对处理情况表示满
意。
责任人：潘  虹  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李文胜  成都市公安局副局长  

无

68 信20170908104

    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路
香樟林小区底商、洗车门店
的机器噪声扰民，修车店废
气油的气味影响居民生活。

成都市 噪声、大气

一、基本情况 
银泰香樟林小区位于武侯区红牌楼路 288号，于2015年1月1日交付使用，小区共有住
户556户。该小区属商住楼，临街一楼为商业，二楼及以上为住宅，共5家商家从事汽
车修理，分别是成都路亚轮胎销售有限公司，店招名米其林轮胎，营业执照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101073505423879；武侯区平安道汽车维修中心，店招名平安e站式汽
车服务中心，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107MA6DF75E7H；成都车主宝典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店招名蓉星行名车专修，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MA61WHT042；武侯区嘉和汽车美容服务部，店招名嘉和汽车维修，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107MA6D3GN305；上海车享家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店招名车
享家（同时从事洗车业务），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7350544761R。
二、现场调查情况
9月9日，红牌楼街道办事处、武侯区交通局到现场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洗车门店机器噪声扰民问题。
5家门店中，仅车享家从事洗车服务。车享家共2间门面，其中1间作为洗车工作区
域，另外1间作为维修工作区域，已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和《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经周边居民了解和该店负责人表示，自2017年7月起已停止机动车清洗业务，现
场未发现该清洗作业间地面有营运的痕迹 。
（二）关于修车店废汽油的气味扰民问题。
银泰香樟林小区底商中从事机动车修理 5家商铺，均办理了营业执照。除车享家外，
其余4家商家均未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不具备机动车维修资质。其中，平
安e站式汽车服务中心在维修过程中存在使用汽油清洗零部件的现象 ，汽油挥发异味
扰民。

是

一、处理情况
（一）关于银泰香樟林小区底商洗车门店噪音扰民问题的处理 。
5家修车店铺营业时间均为9：00-19：00。2017年9月9日，武侯区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对5家修
车店铺的设备进行了噪声监测，根据监测报告（武环监（2017）第JT462号、第JT463号、第
JT464号、第JT465号）显示，店内设备的边界噪声昼间监测结果均小于 60 db（A），符合昼间
噪声标准≤60db(A)的国家规定。
（二）关于修车店废汽油气味扰民问题的处理 。
1.2017年9月9日，武侯区交通局要求平安e站式汽车服务中心禁止使用废汽油清洗零部件 ，避免
火灾隐患。
2.2017年9月9日，武侯区交通局分别向米其林轮胎、平安e站式汽车服务中心、蓉星行名车专修
、嘉和汽车维修下达了《告知书》，要求立即停止机动车维修经营活动，待申请取得《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获得相应维修资质后，方可从事与其申请维修项目相符合的机动车维修经营活
动。
3.3.红牌楼街道办事处和武侯区交通局将加强日常巡查 ，若发现问题予以制止并依法处理。
二、回访情况
9月9日，红牌楼街道办事处对银泰香樟林小区部分居民进行了走访 ，受访居民对处理情况表示
满意。
责任人：刘立新  武侯区政协副主席  

无



69 信20170908105

    成都市都江堰市万达集
团在都江堰和青城山之间修
建的旅游文化城一期商住楼
项目安装大量的商用油烟管
道，将会产生严重的油烟、
废气、噪声污染，破坏景区
生态环境。

成都市 生态

被投诉成都万达城位于都江堰市滨江新区玉堂镇 ，一期商住楼盘一楼商铺共863套，
面积5.53万平方米，一楼商铺屋面平台实际安装4350米排风道作为一楼商铺共同排气
通风使用。管道设计依据《住宅设计规范》要求，在一楼商铺非上人屋面平台（综合
管线通道）住宅顶层屋面设置了净化装置，以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于2015年8月
24日经图审机构审查合格，符合相关建筑规范及国家规定，成都万达城一期商住楼盘
一楼商铺具有《建设工程消防备案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表》《集能燃气
竣工报告》等，建设工程消防、燃气工程均验收合格。
（信20170908105号）为重复投诉交办案件。2017年8月31日，都江堰市收到中央第五
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交办件（信20170831049），投诉人称成都万达城文化旅游城环
境问题，万达商住楼近二公里横躺、裸露、散排在二层平台上的商用油烟管道，将会
对住户生活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信20170831049）交办件已于2017年9月3日办结
上报。
（一）万达商住楼二层平台上横躺安装的排风道总长度约 4350米，排风道规格分别为
800*320mm约828米、630*320mm约1103米、500*320mm约1118米、400*320mm约908米、
320*250mm约393米等五种，作为一楼商铺共同通风排气使用，均进行了消音降噪处
理，未见散排情况。投诉人反映万达文化旅游城一期商住楼项目安装大量商用油烟管
道情况属实。
（二）目前，成都万达城一期商住楼盘一楼商铺已营业有 23户（正在装修有26户），
营业商户主要业态为家装公司、建材销售、中介公司、超市、网络运营商、电器、广
告公司、洗发店等，目前尚未开设产生油烟的餐饮店（已开业蛋糕店一家，使用电烤
炉无排烟）。
（三）成都万达城位于都江堰市滨江新区玉堂镇 ，符合都江堰市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满足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在青城山—都江堰世界遗产地保护范围和
风景名胜区景区范围内，未对遗产地保护范围和风景名胜区区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
投诉人反映万达文化旅游城破坏景区生态环境情况不属实 。

是

（一）都江堰市建设局、都江堰市房管局督促成都万达城投资有限公司及时搭建售后服务平
台，解决一楼商铺屋面平台排风道问题。
（二）成都万达城投资有限公司对提出诉求的业主采取换房 、退房措施，截止目前，已达成共
识换房业主29户，退房业主1户。
（三）都江堰市建设局督促成都万达城投资有限公司 ，责成辖区物管公司针对二层平台上的烟
道管线，加强后期巡查管理和维护，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责任人：李川虎  职务: 都江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9月9日，市建设局会同玉堂镇人民政府，到玉府街万达文化旅游城首开区（万达闲山悦小区）
进行了现场回访，先后走访了周边住户代表以及商户代表 （共5户），征求群众意见，受访对象
均对办理情况表示满意。

无

70 信20170908106

    成都市青羊区清溪西路2
号峨眉雪芽大酒店对面修建
露天垃圾处理场，臭气熏
天，污水横流，影响周边环
境。

成都市

垃圾

一、为加强该地块管理，防止随意倾倒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青羊区国
投建设公司将该地块委托给四川省资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看护 ，并签订
了《场地看护协议》。                               
二、由于属地街办生活垃圾转运点全部依托于辖区市政道路完成临时中
转，客观上影响了交通通行。经府南街道办事处与看护公司协商，并取
得青羊区国投建设公司同意，遂将辖区内三个占用城市道路的垃圾转运
点整合到该地块东侧，约占3.5亩。该转运点于2017年8月3日启用，日转
运能力100余吨。
三、目前，因该垃圾转运点为临时设置，故未修建封闭式建构筑物，袋
装垃圾通过小型三轮车转运至这里存放 ，然后再通过大型箱体垃圾车转
运出去，在此过程中有异味产生，对周边居民有一定的影响。                                        
四、转运作业区地面已进行硬化，修建了污水收集池（容积约9立方
米），每日将收集的污水送往区城西压缩站污水处理点进行处理 ，未发
现污水横流的现象。

是

一、工程措施。青羊区府南街道办事处拟在垃圾转运作业地面上修建钢结构半封闭作业房 ，配
置消杀设施，采取除臭降噪措施。工程已于2017年9月8日动工，预计于 2017年9月30日之前完
成。
二、日常管理。责成环卫公司严格作业标准，快速转运，减少垃圾滞留时间；二是及时清洗地
面，抽吸冲洗污水，保持干净卫生。
三、走访情况。9月9日15时，青羊区府南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就整改情况走访了周边群众 ，受
访人对整改情况表示满意。
四、下一步工作措施。由于该点位是“已拆待供”地块，青羊区将根据辖区实际，结合市委市
政府“中优”战略部署和城市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具体要求 ，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垃圾转
运点专项规划的系统编制。
街道责任人：罗峥嵘 青羊区府南街道党工委书记   
区级责任人：杜朝伦 青羊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无

71 信20170908107 成都市 是 无

72 信20170908108 成都市 是 无

73 信20170908109

    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3号
的航空美食城大门内的变电
站，电磁辐射影响居民健康
。

成都市

其他

航空美食城位于武侯区航空路3号，航空美食城靠翠云庭小区侧有一配电
室和一12千伏预装式箱式变电站，距翠云庭小区约20米左右。
9月9日，武侯区环保局联合成都市环保局、武侯区经科信局、 成都市辐
射环境管理监测站工作人员前往现场实地调查 。
9月9日，武侯区环保局联合武侯区区经信局、成都市辐射环境管理监测
站工作人员前往现场实地调查。
经查，该配电室、箱式变电站电力设施设备的产权属于国航贸运部 ，在
运行过程中有电磁场产生。

是

根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制值》（GB8702-2014）标准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 》
（环保部令第44号）的规定，该配电室、箱式变电站电力设施设备属豁免管理范围 ，无须办理
环评手续。
9月9日下午成都市辐射环境管理监测站工作人员按照相关监测技术规范对上述电力设施设备周
边及敏感区域共计5个点位进行了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根据监测报告（成辐环
（2017）第0081号）结果显示，5个点位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
限制值》（GB8702-2014）2017年9月9日，武侯区火车南站街道办事处对航空美食城周边部分居
民进行了回访，居民对处理情况表示满意。
责任人：蒋明  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林建良 成都市环保局副局长  

无

74 信20170908110 成都市 是 无

75 信20170908111 成都市 是 无

76 信20170908112 成都市 是 无

77 信20170908113 成都市 是 无



78 信20170908118

    成都市郫都区犀浦镇国
宁东路两边几百亩土地被垃
圾堆满，严重污染周边环境
。

成都市 垃圾

9月9日，郫都犀浦街道、区城管局对犀浦街道国宁东路万福村三组的原
轻工城片区进行现场调查。经调查，该片区占地面积约400亩，属储备地
块，发现出入道路两侧有积存杂物、垃圾未及时清理、部分裸土未覆盖
、部分围挡破损。

是

一、已采取措施
9月9日，郫都区城管局要求犀浦街道立即对该区域垃圾 、杂物进行清理、裸土进行覆盖、对出
入口封闭打围，同时加强日常监管。犀浦街道已将杂物、垃圾已清理完毕，共动用装机6台，挖
机2台，人工23人，清理杂物、垃圾46车。9月10日，已完成裸土覆盖6亩，并将破损围挡进行了
拆除，修建了围墙并安装了铁门，防止人员随意出入倾倒垃圾。
二、计划采取措施
郫都区城管局、犀浦街道于9月9日起，加大对该片区的巡查力度，做到履职到位、人员到位、
巡查到位，做好环境保洁的监管工作，维护该区域及周边环境良好。9月10日，犀浦街道对处理
情况向周边5位居民回访，均表示满意。
责任人:张涛；职务：郫都区政府副区长。

无

79 信20170908129

    ★成都市彭州市濛阳镇
和三邑镇的濛阳泡菜厂、于
智污水厂（有暗管）、京华
制管（有暗管）、杀猪厂等
企业，长年向白土河排放污
水，沿途村民和濛阳水果蔬
菜批发市场也经常把各种垃
圾直接往白土河里扔，造成
河水严重污染。

成都市 水、垃圾

一、投诉人反映的“濛阳镇和三邑镇”实为濛阳镇，三邑镇于2004年合并到濛阳镇,经排查，濛阳镇共
有11家泡菜厂，其中白土河沿线周边共有2家，分别为：四川民福记食品有限公司与四川广乐食品有限

公司。四川民福记食品有限公司主要产品为蔬菜制品 、调味料等，于2011年12月取得环评批复（彭环
建函〔2011〕320）；四川广乐食品有限公司主要产品为蔬菜制品 、调味料等，于2008年10月取得环评

批复（彭环建函〔2008〕99号）。

四川民福记食品有限公司与四川广乐食品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生产废水均由企业自建的污水处理站处理
后排入濛阳镇污水管网，进入濛阳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2017年9月9日现场检查时，企业内部及周

边地区，未发现偷排的情况，自建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投诉人反映情况不属实。
二、投诉人反映的“京华制管”为成都彭州京华制管有限公司（原名成都彭州华歧钢管有限公司），于
2006年2月取得环评批复（彭环建函〔2006〕9号）。

经查，成都彭州京华制管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全部由公司自建的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循环使

用。现场调查时，未发现有暗管、偷排的情况。投诉人反映情况不属实。
三、投诉人反映的“杀猪场”为四川欣康绿食品有限公司（原名四川康绿食品有限公司），主要进行生

猪屠宰和销售，于2008年9月取得环评批复（成环建〔2008〕复字705号）。
经查，废水主要是屠宰过程中生猪冲洗、清洁及部分排泄物所产生的，废水经自建的污水处理站处理后
进入濛阳镇污水处理厂。现场检查时，四川欣康绿食品有限公司内部及周边地区 ，未发现有暗管、偷排

的情况，自建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行。投诉人反映情况不属实。
四、投诉人反映的“于智污水厂”现名濛阳镇污水处理厂，位于濛阳镇杨湾社区4组，污水处理工艺为
CASS工艺，处理能力1万吨/日，现由北控彭州排水有限公司运营，于2006年12月取得环评批复（彭环

建函〔2006〕122号）。
经现场调查，濛阳镇污水处理厂废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 ，在入河排水口上下200米及厂区内部和周边地

区，未发现有暗管，未发现该段有其他排水管道排放污水，污水经处理后排入白土河。彭州市环境监测
站对其废水总排口进行了采样监测，9月9日出具的监测报告（彭环监字〔2017〕环保督察第047号）结
果显示：总磷超标，其余监测数据达标。投诉人反映情况属实。

五、“濛阳水果蔬菜批发市场”为四川农产品交易中心，距白土河直线距离500余米，主要从事蔬菜水

果收储、批发经营。
四川农产品交易中心保洁及垃圾收集工作由外包公司 （彭州市好管家物业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市世锦帛
清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经市场自建的垃圾压缩站压缩后，由垃圾车转运至彭州市生活垃圾卫生
填埋场集中处置。现场调查时未发现市场将垃圾直接倒入白土河情况 。白土河在濛阳镇境内流经白土河
村、桂桥村、青江社区等10个村（社区），全长约15公里，宽约10米。沿途涉及散居农户157户，所涉

村（社区）均建有垃圾回收设施，通过集中收集运往濛阳镇垃圾中转站后 ，转运到彭州市生活垃圾卫生
填埋场集中处置。调查组发现河道内有零星白色漂浮物 ，白土河部分河段内有少量农作物秸秆和杂草 。
投诉人反映情况属实。

是

一、1.彭州市濛阳镇加强网格化监管，每月对四川民福记食品有限公司与四川广乐食品有限公司开展巡查不少
于3次，填写巡查记录，发现环境违法行为及时上报彭州市环保局查处 。2.彭州市环保局严格落实污染源日常监
管随机抽查制度，严格执法，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依法查处。3.彭州市水务局督促濛阳镇按照河长制管理要求 ，
加强河道保洁等日常管护工作。
二、1.彭州市濛阳镇加强网格化监管，每月对成都彭州京华制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巡查不少于 3次，填写巡查记
录，发现环境违法行为及时上报市环保局查处 。2.彭州市环保局严格落实污染源日常监管随机抽查制度 ，严格
执法，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依法查处。3.彭州市水务局督促濛阳镇按照河长制管理要求 ，加强河道保洁等日常管
护工作。
三、1.彭州市濛阳镇加强网格化监管，每月对四川欣康绿食品有限公司开展巡查不少于 3次，填写巡查记录，发
现环境违法行为及时上报彭州市环保局查处 。2.彭州市环保局严格落实污染源日常监管随机抽查制度 ，严格执
法，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依法查处。3.彭州市水务局督促彭州市濛阳镇按照河长制管理要求 ，加强河道保洁等日
常管护工作。
四、1．已完成工作。2017年9月10日，彭州市环保局已要求濛阳镇污水处理厂认真查找总磷超标原因 ，有针对
性的制定下一步整治措施；加大环保投入，完善污水处理设施，确保污水稳定达标排放。
2．下一步工作。（1）彭州市综合执法局依法对濛阳镇污水处理厂超标排放污染物的行为按程序依法查处 。
（2）彭州市濛阳镇加强网格化监管，每月巡查不少于3次，填写巡查记录，发现环境违法行为及时上报彭州市
环保局查处。（3）彭州市环保局严格落实污染源日常监管双随机抽查制度 ，严格执法，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依法
查处。（4）彭州市水务局督促濛阳镇按照河长制管理要求 ，加强河道保洁等日常管护工作。（5）彭州市水务
局责令北控彭州排水有限公司于 2017年9月20日前在濛阳镇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水口处设置排水口标志 。
五、1.已完成工作。（1）2017年9月9日，彭州市濛阳镇完成河道保洁工作。（2）彭州市已将白土河纳入河长
制管理，确定了管理机制。镇总河长、各河段长每半月开展巡查不少于 1次，村河片长每周开展巡查不少于1次
。各村（社区）对河道进行日常保洁，并对淤堵严重的河段进行了机械清淤 。
2.下一步工作。（1）彭州市城管局指导四川农产品交易中心做好清扫保洁和垃圾转运工作 ，每月至少2次。
（2）彭州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局督促四川农产品交易中心履行主体责任 。（3）彭州市水务局督促濛阳镇按照河
长制管理要求，加强河道保洁等日常管护工作。（4）彭州市濛阳镇于2017年9月11日前在白土河沿线设置“严
禁向河道倾倒垃圾”的警示牌；9月15日前组织沿河各村（社区）召开河长制工作会，宣传环保知识，培养群众
自觉爱护河道卫生的良好习惯；9月9日起，每周不少于1次对河道进行日常保洁和巡查。
责任人：刘城，彭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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