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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

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2018年 11 月 19 日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成都市武侯区华泰4

路133号南桥新居，

小区下面的公共区
域经常隔三差五的
举办追悼会，凌晨
三四点钟就放鞭
炮，噪声扰民，追
悼会垃圾油污也不
好好处理，遍地都
是；小区旁边的广
场上每天早上七八
点钟就有跳广场舞
的，非常吵，周末
也跳，希望协调处
理（至少周末不要
跳）；小区内还有
养鸡、养狗的，打
鸣扰民。

成都
市武
侯区

噪音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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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龙江
路 致民路的李豆汤

饭庄的烟道安装在
锦宏俊苑北区3栋2

单元的外墙上，最
近2年从该饭庄烟道

破损地方和接缝冒
出很浓的油烟，呛
的住户遭不住。

成都
市武
侯区

大气

投诉人反映“李豆汤饭庄”油烟扰民的问题属实。

经执法人员现场调查和四川省中环博环境检测有限责任
公司踏勘，“李豆汤饭庄”油烟净化设备安装在烟道末

端，商家每三个月进行一次清洗维护，运行正常。2018

年8月对1楼至2楼段油烟泄漏问题进行整改后，由于其

上顶烟道老旧，此次主要是３楼至11楼段的烟道部分连

接接口松动，导致部分未经处理的油烟泄漏，在烟道顶
部能闻到明显油烟气味。

属实

 1. 2018年11月15日，武侯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李豆汤饭庄”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2018)第111501号），责令商家于2018年11月30日前，完成对烟道油烟泄漏和油烟排

放口不符合监测技术规范问题的整改。逾期拒不改正的，将责令其停业整治。11月16日，“

李豆汤饭庄”已委托四川蓝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制定了整改方案。（完成时限：2018年11月

30日）

2.武侯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

定，对“李豆汤饭庄”部分油烟未经油烟净化器处理直接排放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作

出罚款6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第111501号）。

3.望江路街道办事处已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四川省中环博环境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将

在“李豆汤饭庄”完成整改后对其油烟排放情况进行检测。（完成时限：2018年12月3日）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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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10000

2018111

40013

1.投诉问题“成都市武侯区华泰四路133号南桥新居，小

区下面的公共区域经常隔三差五的举办追悼会，凌晨三
四点钟就放鞭炮，噪声扰民，追悼会垃圾油污也不好好
处理，遍地都是”情况属实。凌晨三四点放鞭炮的行为

实为出殡时放电子鞭炮。
2.南桥新居太极拳队早上7时许会到该小区广场锻炼，

音响音量较大，投诉问题中的“小区旁边的广场上每天

早上七八点钟就有跳广场舞的，非常吵，周末也跳，希
望协调处理（至少周末不要跳）”问题属实。

3.南桥新居小区共办理电子犬证33个，前期个别住户饲

养过鸡，投诉问题“小区内有养鸡、养狗的，打鸣扰民”

问题属实，但在调查前养殖户已把鸡处理，目前小区无
住户饲养鸡。

属实

一、关于“隔三差五举办追悼会，凌晨三四点钟放鞭炮，噪声扰民，追悼会后垃圾油污不好

好处理”问题

（一）经华兴街道办事处协调，南桥新居群众举办追悼会的场所由小区广场转移至小区外
拆迁空地，统一在空地内搭设灵堂和摆酒宴，该空地距离南桥新居小区较远约200米，华

兴街道办事处已开始修建水电设施，将丧事活动产生的污水接入市政污水管道。
（二）2018年11月16日上午，华兴街道办事处对新居广场、人行道、雨水沟等油污进行了

清洗。
（三）南桥社区和物业公司加强文明祭祀宣传，劝导居民文明祭祀，社区和物业公司加强
检查，并要求业主禁止燃放鞭炮，降低哀乐、电子炮等音量，督促业主举办完追掉会后立
即进行清洗。
二、关于“小区广场每天早上七八点钟跳广场舞噪音扰民”问题

（一）华兴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11月16日，将太极拳队活动场地转移到南桥社区党群活动

中心。
（二）区公安分局每天从7时至10时，适当安排警力，加强对华泰四路133号巡逻，发现噪

音源立即进行处理。
 三、关于“小区内还有养鸡、养狗，打鸣扰民”问题

（一）区公安分局在该小区张贴文明养犬公告，宣传《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倡导“规范

、文明、科学”养犬理念，最大限度地争取小区居民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提高办证率。对

违规饲养的，在履行告知手续后，仍不办证的，将依法强制收容。
（二）对已经取得电子犬证的，区公安分局要求犬主严格按照文明养犬的相关规定饲养，
同时加强与城管联合执法，对犬只外出未佩戴犬绳、不由犬主随身牵引、敞放犬只、未及
时清除粪便等行为进行纠正。
（三）区公安分局在接到群众举报犬只噪音扰民、犬只伤人等行为后第一时间出动警力，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妥善处置。
（四）华兴街道办事处加强宣传《成都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公开举报电话，鼓
励业主对违规饲养家禽、犬只行为进行监督举报，举报属实的，华兴街道办事处联合相关
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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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区

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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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凤路紫檀二期3栋1单元一楼，食堂无经营执照

”问题

2018年11月15日下午，经现场查看，该食堂设备设施基

本达标，食堂工作人员也取得了健康证，食堂所处区域
为物管用房，达到开办食堂的基本条件。食堂目前未取
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投诉人反映情况属实。
2．关于“凤路紫檀二期3栋1单元一楼，食堂无卫生许可

证”问题

2018年11月15日下午，经现场查看，该食堂未办理《卫

生许可证》，投诉人反映情况属实。
3．关于“凤路紫檀二期3栋1单元一楼，食堂油烟污染”

问题
2018年11月15日下午，经现场查看，该食堂内安装有油

烟净化设备，设有独立烟道，且可以正常使用，产生的
油烟经烟道接至楼顶烟道口排放，投诉人反映情况属实
。
4．关于“凤路紫檀二期3栋1单元一楼，食堂噪音扰民”

问题
2018年11月15日下午，经现场查看，该食堂内的噪音是

由油烟抽排系统产生，投诉人反映情况属实。

属实

（一）关于“凤路紫檀二期3栋1单元一楼，食堂无经营执照”问题。

该食堂设备设施基本达标，食堂工作人员也取得了健康证，食堂所处区域为物管用房，达
到开办食堂的基本条件。目前由于主体资格的原因未能在相关行政许可审批部门取得《食
品经营许可证》。武侯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根据现场检查结果结合实际情况，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之
规定,要求紫檀轩物业中心关停该食堂，并向紫檀轩物业中心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

令其于2018年11月22日前完善厨房设施，及时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紫檀轩物业中心

负责人表示立即整改。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将对此事持续跟进。截止2018年11月22日，如

该食堂仍存在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开办员工食堂的行为，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将依
法关停该食堂，移除食堂设施设备，并组织火车南站市场和质量监管所进行每日巡查，禁
止紫檀轩物业中心开办员工食堂。（完成时限：2018年11月22日）

（二）关于“凤路紫檀二期3栋1单元一楼，食堂无卫生许可证”问题。

2018年11月15日，成都市武侯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经现场查看，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

条例》等规定，食堂不属于条例规定的公共场所，不纳入公共场所卫生管理，不需要办理
《卫生许可证》。
（三）关于“凤路紫檀二期3栋1单元一楼，食堂油烟污染”问题。

2018年11月15日，火车南站街道办事处要求该食堂管理方对油烟排放进行监测，紫檀食堂

管理方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四川省长城安全事务有限公司成都检测中心）对该食堂油烟
排放情况进行检测。四川省长城安全事务有限公司成都检测中心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勘察
后认为该食堂排烟道不具备监测条件，需待具备监测条件后才能进行监测。食堂管理方将
于2018年11月21日完成排烟道整改，2018年11月22日进行监测，监测报告将于2018年11月

27日前出具。火车南站街道办事处将依据油烟排放监测结果依法查处。（完成时限：2018

年11月27日）

（四）关于“凤路紫檀二期3栋1单元一楼，食堂噪音扰民”问题。

因该食堂不对外经营，未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故不适用于《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22337-2008），《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也未作明确规定。为有利于

投诉人了解噪声情况，并促进物业公司加强设备噪声的管理，减少对周围居民的影响，
2018年11月15日下午，武侯区环境监测站参照《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进行了现场

监测，监测报告（武侯环监字（2018）第JT125 号）显示，其设备噪音未超过国家标准

（参照社会生活环境噪声II类排放标准）。火车南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对其负责人进行

了法律法规宣传，要求其定期对油烟抽排设备及油烟管道清洗、维护，进一步做好噪声污
染防治工作，避免噪声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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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 凤路

紫檀二期3栋1单元

一楼，食堂无经营
执照、无卫生许可
证，产生的油烟污
染和噪音严重影响
周边居民生活，多
次反映，均无实质
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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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果堰
街16号1.果盛路由

政府新修的过三环
的跨桥，车量大，
车速快，特别是大
车，噪音扰民。请
政府修道路隔音屏
。2.果盛路与果堰

路街口，因修跨三
环道路桥用铁栏围
住，过马路只能横
穿翻过铁栏。请政
府修过街天桥。3.

果堰街道路窄，只
有两车道，平时路
两边一直长时间乱
停车辆，特别是公
交车过时，无法通
行，长时间堵起，
车辆喇叭乱吼，噪
音大。请政府安装
电子眼。

成都
市武
侯区

噪音

1、关于跨线桥噪音扰民的问题。

2018年11月15日11：20，经现场调查，跨线桥距两边小

区直线距离约50米，距离较近，且经现场观测车流量较

大，存在一定的噪声。2018年11月15日，武侯区环境监

测站于21：00和22：00对该段敏感建筑物武侯区果堰街

16号开展了环境噪声监测，监测结果显示，所测噪声敏

感建筑物昼间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4a类声环境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所测噪声敏感

建筑物夜间不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4a类声环境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群众反应“果

盛路由政府新修的过三环的跨桥，车量大，车速快，特
别是大车，噪音扰民”问题属实。

2、关于“果盛路与果堰路街口，因修跨三环道路桥用铁

栏围住，过马路只能横穿翻过铁栏”的问题。

2018年11月15日11：20，经现场确认，果盛路三环跨线

桥路段来往车辆较多，车速较快，为防止行人横穿马
路，该路段设有交通护栏。为方便周边群众出行，该项
目已于此街口东西两侧200米内设有一处行人过街通道

（分别位于果盛路跨线桥下方和铁路西环线下穿隧道上
方）。现场调查时发现仍有个别群众图捷径翻越交通护
栏过马路的情况发生。群众反映“过马路只能横穿翻过

铁栏杆”问题不属实。

3、关于果堰街乱停车辆问题。

2018年11月15日11时，经现场查看。果堰街为双向2条

机动车道，该段双向共7个公交点，公交165、249、

1045等途经此路段。经前期常态化整治，果堰街及周边

道路在日间非上下班高峰时段基本无机动车乱停放现象
。但在下班高峰时段，周边居民到果堰街菜市购物时，
因周边停车泊位有限，部分机动车驾驶员守法意识淡
薄，为图方便，随意将车辆停放在路边，导致交通拥堵
。周边居民夜间有时将车停在道路两边后，由于道路狭
窄，不易双向通行，容易导致机动车鸣笛催促。群众反
映“果堰街道路窄，只有两车道，平时路两边一直长时

间乱停车辆，特别是公交车路过时，无法通行，长时间
堵起，车辆喇叭乱吼，噪音大。请政府安装电子眼。”

问题属实。

属实

（一）关于“果盛路由政府新修的过三环的跨桥，车量大，车速快，特别是大车，噪音扰民

。请政府修道路隔音屏。”

经核实，投诉人反映的噪音扰民的果盛路过三环的跨线桥为“武侯新城快速通道工程”中“果

盛路三环跨线桥”，项目已按照成都市环境保护要求采取了相应环境保护措施并于2017年9

月28日通过了环保验收正式投入使用，迄今为止已正式运营逾一年。随着我区三环内外交

通需求不断增大，加上果堰小区所在区域路网交通体系尚未完善，周边地铁施工等影响，
导致目前武侯新城快速通道承担了较大的交通运输压力，车流量猛增、大型车辆经过数量
较多，产生的交通噪音对周边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经研究，武侯区区建设局已
报请将果盛路三环跨线桥隔音屏安装工作纳入2019年实施计划，力争在2019年底前完成隔

音屏安装。
（二）关于“果盛路与果堰路街口，因修跨三环道路桥用铁栏围住，过马路只能横穿翻过铁

栏。请政府修过街天桥。”

按照《中心城主要干道人行天桥工程规划》果盛路与果堰街街口未规划人行天桥，且现状
也不具备实施人行天桥的条件，建议群众通过果盛路跨线桥下方和铁路西环线下穿隧道上
方预留的人行通道通行。为确保周边居民出行安全，机投桥街道办事处一是于2018年11月

15日17：00，对交通护栏缺口进行加装，在交通护栏醒目位置设置“禁止翻越栏杆”标识

牌，并指引人行道位置引导通行；二是联合果堰社区对周边住户居民加强交通安全意识宣
传教育，引导居民安全出行；三是加强此路段日常巡查管控，在早晚出行高峰时段加派巡
查人员，发现居民横穿马路及时制止。
（三）关于“果堰街道路窄，只有两车道，平时路两边一直长时间乱停车辆，特别是公交车

路过时，无法通行，长时间堵起，车辆喇叭乱吼，噪音大。请政府安装电子眼。”

一是经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一分局对果堰街“车辆喇叭乱吼”问题现场调查并根据群众反

映，果堰街机动车违禁鸣喇叭违法行为属偶发现象，故安装电子警察的建议不予采纳。将
联合武侯秩序大队利用电子警察对乱停车辆进行纠正，利用拖车及时拖弋乱停车辆，加大
晚上和夜间警力的巡逻力度，完善禁止鸣号等交通标志。
二是由武侯区公安分局加强果堰街周边道路静态交通秩序管控力度，每日7:30时至22:00时

安排一名民警和一名交管队员在果堰街及周边道路开展“非现场”执法工作，依法严查严处

机动车乱停放违法行为。截至2018年11月16日12:00查处机动车各类违法行为35件（全部为

机动车乱停放违法行为），均系简易程序类，已完成现场处罚。
三是由机投桥街道办事处联合果堰社区在周边开展交通宣传，引导周边居民文明出行，不
乱停车辆、不乱按喇叭。加强巡查监管，定点执勤和流动巡逻相结合，进一步强化对果堰
街交通违法行为和街面环境秩序整治力度。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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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武
侯祠大街19号，耍

都美食广场的歌舞
厅噪声扰民。

成都
市武
侯区

噪音

1.2018年11月15日，武侯区公安分局浆洗街派出所召集耍都商家召开专题会，向酒吧负责

人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夜间经营时，
要求商家严格控制噪音，避免噪音扰民。15家商家负责人均作出了书面承诺书，保证严格

遵守各项法律规定，避免发生噪音扰民的行为。
2.根据监测结果，武侯区公安分局浆洗街派出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8条之规定，

分别对仓央嘉措音乐餐吧法人代表泽仁康珠、情歌部落演艺酒吧法人代表泽白、成都央金
玛娱乐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扎西降泽给予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3.浆洗街街道办事处、武侯区公安分局浆洗街派出所不定时在耍都及周边区域进行巡逻，

对群众反映的社会生活噪音扰民问题且属公安机关管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依法依规处理。
4.2018年11月17日，武侯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对2家未办理《营业性演出场所备案》的演

艺场所（央金玛、青稞演艺中心）、1家未办理《娱乐经营许可证》的娱乐场所（帝豪

KTV）和4家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酒吧（那个年代酒吧、春天里音乐酒吧、天湖

酒吧、阿拉耶酒吧）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并现场对其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宣传，通知
其到相关业务主管部门申办《娱乐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性演出备案审批，在未办理相关许
可证前，不得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
5.2018年11月17日，武侯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12家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商家，出

具了《监督意见书》，要求在2018年12月10日内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完善索票索证制

度，建立进销台账，做好门前“三防”制度。

6.2018年11月18日，武侯区环保局办案人员现场要求未能提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登记

表或备案表的14家歌舞厅负责人于2018年11月19日携带材料至武侯区环保局接受调查，武

侯区环保局将依法依规进行调查处理。

经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2018年11月16日23:00，武侯区环境监测站对耍都15家

歌舞厅进行噪音监测，监测结果显示3家超标，分别

为：仓央嘉措音乐餐吧，监测结果为69dB（A）,超出标

准限值19dB（A）；四川情歌部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监测结果为66dB（A），超出标准限值16dB（A）；成

都央金玛娱乐有限公司，监测结果为62dB（A），超出

标准限值12dB（A）。其余12家因耍都所处区域声源复

杂，背景噪声大，存在各类经营活动噪声、人员谈话声
及交通噪声，且无法有效控制背景噪声到监测所需范围
内，导致在按照《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噪声测量值修
正》（HJ706-2014）进行监测结果修正时，所测噪声根

据其6.2.3条及表2修正后得出结论为无法评价。

经武侯区文体旅游局现场核查，央金玛、青稞演艺中心
2家演艺场所未办理《营业性演出场所备案》；帝豪

KTV未办理《娱乐经营许可证》；那个年代酒吧、春天

里音乐酒吧、天湖酒吧、阿拉耶酒吧4家酒吧涉嫌擅自

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藏秘拉依萨、仓央嘉措、情歌
部落、318、八叶蒙古吧、格桑花6家酒吧擅自从事营业

性演出经营活动。
经浆洗街道市场监管所现场核实，15家演出经营场所、

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中，有12家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

证》。
经武侯区环保局现场核查，该广场内以下14家歌舞厅未

能当场提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或备案表，分
别为CC部落、青稞演艺中心、天湖KTV酒吧、帝豪

KTV、藏秘拉萨风情餐吧、那个年代歌舞厅、318主题

酒吧、仓央嘉措情歌沙龙、情歌部落、春天里音乐吧、
阿拉耶妙音乐餐吧、格桑花、八叶蒙古吧、央金玛。其
余1家（金都会所娱乐有限公司）进行了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登记备案（备案号：201851010700001429）。

属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