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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万高都
市欣城小区楼下的铺
面开了一个叫做“铜
雀台”的整形医院，
手术室也在楼下，医
用垃圾每天有医用车
来拉，但是医院的其
他垃圾、废水等是通
过小区民用系统一起
排放，同时怀疑医院
使用具有辐射的设备
对居民造成危害。

武侯
区

水,辐
射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的情况属实。
（一）基本情况。
投诉人反映的“铜雀台”整形医院位于成都市武侯区新南路8号万高都市欣城（商住楼）1-3层，营业面
积6200平方米，该机构由成都铜雀台整形美容医院有限公司设立，登记医疗机构名称为“成都铜雀台整
形美容医院”，登记诊疗科目：医疗美容科；美容外科；美容牙科；美容皮肤科；美容中医科/麻醉科/
医学检验科******，2015年9月开业至今。
成都铜雀台整形美容医院1楼为医院接待大厅和7个咨询室；2楼为美容皮肤科、美容牙科、美容中医科
、办公室及治疗室；3楼为美容整形外科手术室、住院病房和行政办公区域，手术室设置在医院经营场
所内。
（二）被投诉单位落实行政审批要求的情况。
成都铜雀台整形美容医院有限公司取得有成都市武侯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073319536826，成立日期：2015年3月16日；于2015年9月14日取得成都市武侯区卫生局
核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有效期：2015年9月14日至2020年9月13日；于2017年4月12日取得成
都市武侯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四川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证书编号：川环许A武0250；于2015年8月
10日取得《成都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成都铜雀台整形美容医院有限公司成都铜雀台整形美容医院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批复》（成环建评[2015]235号）；于2017年1月22日，取得《成都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成都铜雀台整形美容医院有限公司成都铜雀台整形美容医院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批复》(成环工
验[2017]11号）。
（三）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医用垃圾每天有医用车来拉，但是医院的其他垃圾、废水等是通过小区民用系统一起排放”
问题。经查，群众反映的情况属实。
经查，成都铜雀台整形美容医院医疗垃圾和生活垃圾按规定进行了分类处理和转运：该院内设有一个医
疗废物暂存间，医院各科室和手术室均设置有医疗废物暂存桶，医疗废物均由成都瀚洋环保实业有限公
司统一收运处置，符合环保规范要求；该院生活垃圾由保洁员统一收集装袋后放至万高都市欣城物管方
（成都春华秋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指定生活垃圾堆放点位，由成都高建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统一收
运。现场检查垃圾堆放点垃圾袋和科室生活垃圾袋，均未见混入医疗废物，符合生活垃圾处理规定。
经查，成都铜雀台整形美容医院医疗污水按规定处理后排放：该院2015年建设了一个污水处理站（处理
量20m3/d，采用一级生化处理工艺）、一个污水预处理池（30m3）、一个事故应急池（10m3），污水经
处理达标后，与小区民用系一起排入新南支路市政污水管网。现场检查时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该院
每日对污水处理情况进行监测，并定期申请第三方机构对排放的污水进行自测，根据最近一次（2018年
8月13日）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该院排放的污水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
准》（GB18466-2005）中参考限值要求。
2、关于“怀疑医院使用具有辐射的设备对居民造成危害”问题。 经查，群众反映的情况不属实。
经调查，成都铜雀台整形美容医院现有医疗设备包括：脉冲激光美容治疗机（CO2）、高频电灼仪（黄
金微针）、YAG激光治疗仪（S10）、强化与激光系统（M22）、翠绿宝石激光治疗仪（皮秒）、空气消
毒机、电子注射器（德玛莎）、红蓝光治疗仪、皮肤激光治疗仪（染科激光）、RF射频治疗仪、CO2点
阵激光治疗仪、赛诺秀（755）、赛诺秀（Q755）、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冰点脱毛）、半导体激光治疗
仪（超冰）、麻醉机、ZX吸脂机、电离子仪器、小型蒸汽灭菌器（卡式消毒器）、高频电刀、（爱博）
erbe电刀、电动吸引器、便携式多参数监护仪（迈瑞）、老肯牌空气消毒机（挂式）、空气消毒机（移
动）、尿液分析仪（迈瑞）、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和医用离心机等，均不属于放
射诊疗设备。现场检查该院未设置有医学影像科，院内未查见X光机和CT机等放射诊疗设备，有关放射
检查均委托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进行。

属实

（一）关于“医用垃圾每天有医用车来
拉，但是医院的其他垃圾、废水等是通过
小区民用系统一起排放”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区政府副区长潘虹，武侯区政府副区长黎
焰飚；责任单位：武侯区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武侯区环境保护局、跳伞塔街道办事
处；责任人：武侯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
长田军、武侯区环境保护局局长赵钢、跳
伞塔街道办事处主任周裕山。
1.武侯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要求成都铜雀
台整形美容医院严格按照《医疗废物管理
条例》规定，加强医疗废物安全管理：按
规定收集、暂存和转运医疗废物；按规定
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收集，不得混入医疗
废物；医疗污水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严格消
毒，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后，方可排
入污水处理系统。
2.武侯区环境保护局要求该院加强污水站
及医疗废物暂存间的日常管理工作，安排
专人负责，完善内部交接记录及台账，杜
绝环境问题的发生。2018年11月30日，武
侯区环境监测站现场对该院医疗废水总排
口进行了取样监测，待监测报告出具后，
武侯区环境保护局将根据监测结果依法依
规进行处理。
3.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关于“投诉人怀疑医院使用具有辐
射的设备对居民造成危害”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区政府副区长潘虹；责任单位：武侯区卫
生和计划生育局、跳伞塔街道办事处；责
任人：武侯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田军
、跳伞塔街道办事处主任周裕山。
1.武侯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要求成都铜雀
台整形美容医院未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
》，不得开展放射诊疗相关业务，并将在
日常工作中按照职能分工对该院进行监督
管理。
2.行政处罚情况：无。

无



经现场核查， 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一）基本情况
1.投诉人反映的对象为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以下简称“诊断中心”）和成都武侯全景怡安
门诊部（以下简称“门诊部”）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的独栋商业楼宇, 诊断中心主要从事医
学影像诊断业务，门诊部主要开展健康体检项目。“诊断中心”及“门诊部”均处于装修建设阶段，未
投入使用。11月26日接到群众反映后，建设单位主动停止了装修施工，配合相关部门调查至今。
2.“诊断中心”办理了营业执照，取得了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放的《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成卫计行审[2018]7号）；设置人尚未提出执业申请，未正式营业。“诊断中心”项目完成了《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其中“诊断中心”的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于2018年10月9日取得《四川
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批复》（川环审批[2018]130号）。
3.“门诊部”办理了营业执照，尚未取得《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门诊
部”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规定，完成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
（二）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品尚小区旁边2米处突然开了一家成都全景宜安映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主营
放化疗、CT、核磁共振有辐射的医疗设备，前期未进行任何公示。由于周围有很多居住区、学校，担心
辐射会影响到周围居民，希望督查组调查处理”问题。
“诊断中心”和“门诊部”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规定，完成了《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2018年5月，建设单位对“诊断中心”的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委托环评单位四川省中栎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编制了《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2018年8月上报原四川省环
境保护厅（现四川省生态环境厅，以下简称“省厅”）。2018年8月29日至2018年9月12日，省厅官网公
布了受理公告；2018年8月30日,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组织专家对该项目环评报告表进行了技
术评审，并于2018年9月11日出具了《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
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评估意见》（川辐评[2018]50号）。评估
结论指出:“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合理，总平布置合理。在落实报告表所提出的辐射安全防
护和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可确保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所受到的照射剂量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
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的剂量限值要求并满足报告表确定的剂量管理的约束值的要求。
建设单位已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对项目进行了网上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反对意见。从环境保护和辐射安
全防护的角度分析，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2018年10月9日省厅印发的《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成都
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川
环审批〔2018〕130号）批复同意。
综上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不属
实

（一）关于“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品尚小区
旁边2米处突然开了一家成都全景宜安映像
诊断中心有限公司，主营放化疗、CT、核
磁共振有辐射的医疗设备，前期未进行任
何公示。由于周围有很多居住区、学校，
担心辐射会影响到周围居民，希望督查组
调查处理。”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区政府副区长潘虹，武侯区政府副区长黎
焰飚；责任单位：武侯区环境保护局、武
侯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武侯区行政审批
局、玉林街道办事处；责任人：武侯区环
境保护局局长赵钢、武侯区卫生和计划生
育局局长田军、武侯区行政审批局局长杨
海平、玉林街道党工委书记龚光辉、玉林
街道办事处主任张钟。
1.武侯区环境保护局督促成都全景宜安医
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四川
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
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
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川环审批〔2018〕130号）和《成都全景
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相关要求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在未通
过验收和取得相关环保手续之前不得营业
。
2.武侯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依据《医疗机
构管理条例》等规定，对“诊断中心”下
达了《卫生监督意见书》，并要求其未取
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
疗活动；未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不
得开展放射诊疗相关业务。
3.武侯区行政审批局要求成都全景宜安医
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及成都武侯全景
怡安门诊部有限公司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4.武侯区环境保护局、区卫计局、玉林街
道办事处于2018年11月29日邀请环评、医
学、核辐射等领域的专家与居民代表进行
沟通，向居民代表宣传了相关法律法规，
消除居民疑虑。
（二）行政处罚情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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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品
尚小区旁边2米处突
然开了一家成都全景
宜安映像诊断中心有
限公司，主营放化疗
、CT、核磁共振有辐
射的医疗设备，前期
未进行任何公示。由
于周围有很多居住区
、学校，担心辐射会
影响到周围居民，希
望督查组调查处理。

武侯
区

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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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高新区玉林北
街三号 “全景医学
影像诊断中心”安装
有CT机、核磁共振、
加速器等具有核辐射
的医疗设备：1、选
址不当，在居民和商
业集中区不宜建该项
目；2、周边居民长
期暴露在核辐射威胁
中，该中心在运营期
产生的低剂量核辐射
对周边居民健康有影
响；3、该中心核辐
射废物、废水、废气
会产生污染，没有设
置足够的安全防护距
离，请求查处。

武侯
区

辐射

经现场核查， 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一）基本情况
1.投诉人反映的对象为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以下简称“诊断中心”）和成都武侯全景怡安
门诊部（以下简称“门诊部”）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的独栋商业楼宇, 诊断中心主要从事医
学影像诊断业务，门诊部主要开展健康体检项目。“诊断中心”及“门诊部”均处于装修建设阶段，未
投入使用。11月26日接到群众反映后，建设单位主动停止了装修施工，配合相关部门调查至今。
2.“诊断中心”办理了营业执照，取得了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放的《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成卫计行审[2018]7号）；设置人尚未提出执业申请，未正式营业。“诊断中心”项目完成了《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其中“诊断中心”的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于2018年10月9日取得《四川
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批复》（川环审批[2018]130号）。
3.“门诊部”办理了营业执照，尚未取得《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门诊
部”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规定，完成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
（二）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成都市高新区玉林北街三号 “全景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安装有CT机、核磁共振、加速器等具有
核辐射的医疗设备：1、选址不当，在居民和商业集中区不宜建该项目；2、周边居民长期暴露在核辐射
威胁中，该中心在运营期产生的低剂量核辐射对周边居民健康有影响；3、该中心核辐射废物、废水、
废气会产生污染，没有设置足够的安全防护距离，请求查处”问题。
1.2018年8月1日，成都全景宜安影像医学诊断中心有限公司取得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放的《
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成卫计行审[2018]7号），该批准书同意设置成都全景宜安影像医学诊断中
心，选址为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1-3层。该类型项目（影像诊断）在环境影响评价中没有明确的选
址规定，辐射环境只要能够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要求即可
建设。
2.“诊断中心”和“门诊部”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规定，完成了《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2018年5月，建设单位对“诊断中心”的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委托环评单
位四川省中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18年8月上报原四川省环境保护厅（现四川省生态环境厅，以下简称“省厅”）。2018年8月29日至
2018年9月12日，省厅官网公布了受理公告；2018年8月30日,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组织专家
对该项目环评报告表进行了技术评审，并于2018年9月11日出具了《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成
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评估意见》
（川辐评[2018]50号）。评估结论指出:“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合理，总平布置合理。在落
实报告表所提出的辐射安全防护和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可确保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所受到的照射剂
量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的剂量限值要求并满足报告表确定
的剂量管理的约束值的要求。建设单位已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对项目进行了网上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反
对意见。从环境保护和辐射安全防护的角度分析，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2018年10月9日省厅印发的
《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川环审批〔2018〕130号）批复同意。
3.目前该项目未通过验收，尚未投入使用，不存在核辐射废物、废水、废气问题。
综上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不属
实

（一）关于“成都市高新区玉林北街三号
“全景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安装有CT机、
核磁共振、加速器等具有核辐射的医疗设
备：1、选址不当，在居民和商业集中区不
宜建该项目；2、周边居民长期暴露在核辐
射威胁中，该中心在运营期产生的低剂量
核辐射对周边居民健康有影响；3、该中心
核辐射废物、废水、废气会产生污染，没
有设置足够的安全防护距离，请求查处”
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区政府副区长潘虹，武侯区政府副区长黎
焰飚；责任单位：武侯区环境保护局、武
侯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武侯区行政审批
局、玉林街道办事处；责任人：武侯区环
境保护局局长赵钢、武侯区卫生和计划生
育局局长田军、武侯区行政审批局局长杨
海平、玉林街道党工委书记龚光辉、玉林
街道办事处主任张钟。
1.武侯区环境保护局督促成都全景宜安医
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四川
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
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
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川环审批〔2018〕130号）和《成都全景
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相关要求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在未通
过验收和取得相关环保手续之前不得营业
。
2.武侯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依据《医疗机
构管理条例》等规定，对“诊断中心”下
达了《卫生监督意见书》，并要求其未取
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
疗活动；未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不
得开展放射诊疗相关业务。
3.武侯区行政审批局要求成都全景宜安医
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及成都武侯全景
怡安门诊部有限公司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4.武侯区环境保护局、区卫计局、玉林街
道办事处于2018年11月29日邀请环评、医
学、核辐射等领域的专家与居民代表进行
沟通，向居民代表宣传了相关法律法规，
消除居民疑虑。
（二）行政处罚情况：无。

无



经现场核查， 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一）基本情况
1.投诉人反映的对象为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以下简称“诊断中心”）和成都武侯全景怡安
门诊部（以下简称“门诊部”）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的独栋商业楼宇, 诊断中心主要从事医
学影像诊断业务，门诊部主要开展健康体检项目。“诊断中心”及“门诊部”均处于装修建设阶段，未
投入使用。11月26日接到群众反映后，建设单位主动停止了装修施工，配合相关部门调查至今。
2.“诊断中心”办理了营业执照，取得了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放的《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成卫计行审[2018]7号）；设置人尚未提出执业申请，未正式营业。“诊断中心”项目完成了《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其中“诊断中心”的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于2018年10月9日取得《四川
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批复》（川环审批[2018]130号）。
3.“门诊部”办理了营业执照，尚未取得《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门诊
部”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规定，完成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
（二）现场调查情况
1. 关于群众反映“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突然开了一家核医学检查的医院（全景医学），未经过审
批”问题。
“诊断中心”和“门诊部”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规定，完成了《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2018年5月，建设单位对“诊断中心”的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委托环评单位四川省中栎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编制了《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2018年8月上报原四川省环
境保护厅（现四川省生态环境厅，以下简称“省厅”）。2018年8月29日至2018年9月12日，省厅官网公
布了受理公告；2018年8月30日,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组织专家对该项目环评报告表进行了技
术评审，并于2018年9月11日出具了《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
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评估意见》（川辐评〔2018〕50号）。评
估结论指出:“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合理，总平布置合理。在落实报告表所提出的辐射安全
防护和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可确保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所受到的照射剂量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
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的剂量限值要求并满足报告表确定的剂量管理的约束值的要求
。建设单位已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对项目进行了网上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反对意见。从环境保护和辐射
安全防护的角度分析，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2018年10月9日省厅印发的《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成
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川环审批〔2018〕130号）批复同意。
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2. 关于群众反映“核辐射医院未经公示、未做民意调查就直接在居民聚居区开设”问题。
针对需要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未对“参与公众调查”
作出规定。2018年7月16日成都市环保局官网对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
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公示，以听取社会各界对该项目环境影响及相关
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不属
实

（一）关于群众反映“成都市武侯区玉林
北街3号突然开了一家核医学检查的医院
（全景医学），未经过审批”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区政府副区长潘虹，武侯区政府副区长黎
焰飚；责任单位：武侯区环境保护局、武
侯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武侯区行政审批
局、玉林街道办事处；责任人：武侯区环
境保护局局长赵钢、武侯区卫生和计划生
育局局长田军、武侯区行政审批局局长杨
海平、玉林街道党工委书记龚光辉、玉林
街道办事处主任张钟。
武侯区环境保护局督促成都全景宜安医学
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四川省
环境保护厅关于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
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
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川
环审批〔2018〕130号）和《成都全景宜安
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相关要求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在未通过验
收和取得相关环保手续之前不得营业。
武侯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依据《医疗机构
管理条例》等规定，对“诊断中心”下达
了《卫生监督意见书》，并要求其未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
活动；未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不得
开展放射诊疗相关业务。
武侯区行政审批局要求成都全景宜安医学
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及成都武侯全景怡
安门诊部有限公司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关于群众反映“核辐射医院未经公
示、未做民意调查就直接在居民聚居区开
设”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政府副区长黎焰飚；责
任单位：武侯区环境保护局、玉林街道办
事处；责任人：武侯区环境保护局局长赵
钢、玉林街道党工委书记龚光辉、玉林街
道办事处主任张钟。
武侯区环境保护局、区卫计局、玉林街道
办事处于2018年11月29日邀请环评、医学
、核辐射等领域的专家与居民代表进行沟
通，向居民代表宣传了相关法律法规，消
除居民疑虑。
行政处罚情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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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医学检查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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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品
尚小区旁边2米处开
了一家成都市全景宜
安映像诊断中心有限
公司，有放化疗、CT
、核磁共振有辐射的
医疗设备，前期未进
行任何公示。由于周
围有很多居住区、学
校，担心辐射会影响
到周围居民，希望督
查组调查处理。

武侯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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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现场核查， 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一）基本情况
1.投诉人反映的对象为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以下简称“诊断中心”）和成都武侯全景怡安
门诊部（以下简称“门诊部”）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的独栋商业楼宇, 诊断中心主要从事医
学影像诊断业务，门诊部主要开展健康体检项目。“诊断中心”及“门诊部”均处于装修建设阶段，未
投入使用。11月26日接到群众反映后，建设单位主动停止了装修施工，配合相关部门调查至今。
2.“诊断中心”办理了营业执照，取得了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放的《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成卫计行审[2018]7号）；设置人尚未提出执业申请，未正式营业。“诊断中心”项目完成了《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其中“诊断中心”的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于2018年10月9日取得《四川
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批复》（川环审批[2018]130号）。
3.“门诊部”办理了营业执照，尚未取得《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门诊
部”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规定，完成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
（二）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品尚小区旁边2米处开了一家成都市全景宜安映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有放化
疗、CT、核磁共振有辐射的医疗设备，前期未进行任何公示。由于周围有很多居住区、学校，担心辐射
会影响到周围居民，希望督查组调查处理”问题。
1.2018年8月1日，成都全景宜安影像医学诊断中心有限公司取得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放的《
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成卫计行审[2018]7号），该批准书同意设置成都全景宜安影像医学诊断中
心，选址为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1-3层。该类型项目（影像诊断）在环境影响评价中没有明确的选
址规定，辐射环境只要能够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要求即可
建设。
2.“诊断中心”和“门诊部”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规定，完成了《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2018年5月，建设单位对“诊断中心”的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委托环评单
位四川省中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18年8月上报原四川省环境保护厅（现四川省生态环境厅，以下简称“省厅”）。2018年8月29日至
2018年9月12日，省厅官网公布了受理公告；2018年8月30日,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组织专家
对该项目环评报告表进行了技术评审，并于2018年9月11日出具了《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成
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评估意见》
（川辐评[2018]50号）。评估结论指出:“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合理，总平布置合理。在落
实报告表所提出的辐射安全防护和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可确保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所受到的照射剂
量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的剂量限值要求并满足报告表确定
的剂量管理的约束值的要求。建设单位已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对项目进行了网上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反
对意见。从环境保护和辐射安全防护的角度分析，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2018年10月9日省厅印发的
《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川环审批〔2018〕130号）批复同意。
综上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不属
实

（一）关于“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品尚小区
旁边2米处开了一家成都市全景宜安映像诊
断中心有限公司，有放化疗、CT、核磁共
振有辐射的医疗设备，前期未进行任何公
示。由于周围有很多居住区、学校，担心
辐射会影响到周围居民，希望督查组调查
处理”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区政府副区长潘虹，武侯区政府副区长黎
焰飚；责任单位：武侯区环境保护局、武
侯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武侯区行政审批
局、玉林街道办事处；责任人：武侯区环
境保护局局长赵钢、武侯区卫生和计划生
育局局长田军、武侯区行政审批局局长杨
海平、玉林街道党工委书记龚光辉、玉林
街道办事处主任张钟。
1.武侯区环境保护局督促成都全景宜安医
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四川
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
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
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川环审批〔2018〕130号）和《成都全景
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相关要求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在未通
过验收和取得相关环保手续之前不得营业
。
2.武侯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依据《医疗机
构管理条例》等规定，对“诊断中心”下
达了《卫生监督意见书》，并要求其未取
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
疗活动；未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不
得开展放射诊疗相关业务。
3.武侯区行政审批局要求成都全景宜安医
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及成都武侯全景
怡安门诊部有限公司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4.武侯区环境保护局、区卫计局、玉林街
道办事处于2018年11月29日邀请环评、医
学、核辐射等领域的专家与居民代表进行
沟通，向居民代表宣传了相关法律法规，
消除居民疑虑。
（二）行政处罚情况：无。

无



经现场核查， 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一）基本情况
1.投诉人反映的对象为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以下简称“诊断中心”）和成都武侯全景怡安
门诊部（以下简称“门诊部”）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的独栋商业楼宇, 诊断中心主要从事医
学影像诊断业务，门诊部主要开展健康体检项目。“诊断中心”及“门诊部”均处于装修建设阶段，未
投入使用。11月26日接到群众反映后，建设单位主动停止了装修施工，配合相关部门调查至今。
2.“诊断中心”办理了营业执照，取得了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放的《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成卫计行审[2018]7号）；设置人尚未提出执业申请，未正式营业。“诊断中心”项目完成了《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其中“诊断中心”的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于2018年10月9日取得《四川
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批复》（川环审批[2018]130号）。
3.“门诊部”办理了营业执照，尚未取得《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门诊
部”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规定，完成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
（二）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成都市武侯区全景医院辐射太大，周边全是居民，都会受到辐射，昨天有居民发传单告知大家辐
射问题，还被抓了，昨天晚上有居民集中在医院门口静坐”问题。
1.2018年8月1日，成都全景宜安影像医学诊断中心有限公司取得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放的《
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成卫计行审[2018]7号），该批准书同意设置成都全景宜安影像医学诊断中
心，选址为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1-3层。该类型项目（影像诊断）在环境影响评价中没有明确的选
址规定，辐射环境只要能够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要求即可
建设。
2.“诊断中心”和“门诊部”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规定，完成了《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2018年5月，建设单位对“诊断中心”的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委托环评单
位四川省中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18年8月上报原四川省环境保护厅（现四川省生态环境厅，以下简称“省厅”）。2018年8月29日至
2018年9月12日，省厅官网公布了受理公告；2018年8月30日,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组织专家
对该项目环评报告表进行了技术评审，并于2018年9月11日出具了《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成
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评估意见》
（川辐评[2018]50号）。评估结论指出:“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合理，总平布置合理。在落
实报告表所提出的辐射安全防护和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可确保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所受到的照射剂
量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的剂量限值要求并满足报告表确定
的剂量管理的约束值的要求。建设单位已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对项目进行了网上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反
对意见。从环境保护和辐射安全防护的角度分析，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2018年10月9日省厅印发的
《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川环审批〔2018〕130号）批复同意。
综上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不属
实

（一）关于“成都市武侯区全景医院辐射
太大，周边全是居民，都会受到辐射，昨
天有居民发传单告知大家辐射问题，还被
抓了，昨天晚上有居民集中在医院门口静
坐”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区政府副区长潘虹，武侯区政府副区长黎
焰飚；责任单位：武侯区环境保护局、武
侯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武侯区行政审批
局、玉林街道办事处；责任人：武侯区环
境保护局局长赵钢、武侯区卫生和计划生
育局局长田军、武侯区行政审批局局长杨
海平、玉林街道党工委书记龚光辉、玉林
街道办事处主任张钟。
1.武侯区环境保护局督促成都全景宜安医
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四川
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
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
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川环审批〔2018〕130号）和《成都全景
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相关要求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在未通
过验收和取得相关环保手续之前不得营业
。
2.武侯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依据《医疗机
构管理条例》等规定，对“诊断中心”下
达了《卫生监督意见书》，并要求其未取
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
疗活动；未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不
得开展放射诊疗相关业务。
3.武侯区行政审批局要求成都全景宜安医
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及成都武侯全景
怡安门诊部有限公司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4.武侯区环境保护局、区卫计局、玉林街
道办事处于2018年11月29日邀请环评、医
学、核辐射等领域的专家与居民代表进行
沟通，向居民代表宣传了相关法律法规，
消除居民疑虑。
（二）行政处罚情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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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现场核查， 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一）基本情况
1.投诉人反映的对象为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以下简称“诊断中心”）和成都武侯全景怡安
门诊部（以下简称“门诊部”）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的独栋商业楼宇, 诊断中心主要从事医
学影像诊断业务，门诊部主要开展健康体检项目。“诊断中心”及“门诊部”均处于装修建设阶段，未
投入使用。11月26日接到群众反映后，建设单位主动停止了装修施工，配合相关部门调查至今。
2.“诊断中心”办理了营业执照，取得了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放的《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成卫计行审[2018]7号）；设置人尚未提出执业申请，未正式营业。“诊断中心”项目完成了《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其中“诊断中心”的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于2018年10月9日取得《四川
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批复》（川环审批[2018]130号）。
3.“门诊部”办理了营业执照，尚未取得《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门诊
部”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规定，完成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
（二）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品尚小区旁边2米处开了一家成都全景宜安映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有放化疗
、CT、核磁共振有辐射的医疗设备，前期未进行任何公示。由于周围有很多居住区、学校，担心辐射会
影响到周围居民，希望督查组调查处理”问题。
1.2018年8月1日，成都全景宜安影像医学诊断中心有限公司取得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放的《
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成卫计行审[2018]7号），该批准书同意设置成都全景宜安影像医学诊断中
心，选址为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1-3层。该类型项目（影像诊断）在环境影响评价中没有明确的选
址规定，辐射环境只要能够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要求即可
建设。
2.“诊断中心”和“门诊部”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规定，完成了《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2018年5月，建设单位对“诊断中心”的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委托环评单
位四川省中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18年8月上报原四川省环境保护厅（现四川省生态环境厅，以下简称“省厅”）。2018年8月29日至
2018年9月12日，省厅官网公布了受理公告；2018年8月30日,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组织专家
对该项目环评报告表进行了技术评审，并于2018年9月11日出具了《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成
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评估意见》
（川辐评[2018]50号）。评估结论指出:“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合理，总平布置合理。在落
实报告表所提出的辐射安全防护和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可确保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所受到的照射剂
量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的剂量限值要求并满足报告表确定
的剂量管理的约束值的要求。建设单位已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对项目进行了网上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反
对意见。从环境保护和辐射安全防护的角度分析，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2018年10月9日省厅印发的
《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川环审批〔2018〕130号）批复同意。
综上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不属
实

（一）关于“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品尚小区
旁边2米处开了一家成都全景宜安映像诊断
中心有限公司，有放化疗、CT、核磁共振
有辐射的医疗设备，前期未进行任何公示
。由于周围有很多居住区、学校，担心辐
射会影响到周围居民，希望督查组调查处
理”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区政府副区长潘虹，武侯区政府副区长黎
焰飚；责任单位：武侯区环境保护局、武
侯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武侯区行政审批
局、玉林街道办事处；责任人：武侯区环
境保护局局长赵钢、武侯区卫生和计划生
育局局长田军、武侯区行政审批局局长杨
海平、玉林街道党工委书记龚光辉、玉林
街道办事处主任张钟。
1.武侯区环境保护局督促成都全景宜安医
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四川
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
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
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川环审批〔2018〕130号）和《成都全景
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相关要求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在未通
过验收和取得相关环保手续之前不得营业
。
2.武侯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依据《医疗机
构管理条例》等规定，对“诊断中心”下
达了《卫生监督意见书》，并要求其未取
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
疗活动；未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不
得开展放射诊疗相关业务。
3.武侯区行政审批局要求成都全景宜安医
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及成都武侯全景
怡安门诊部有限公司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4.武侯区环境保护局、区卫计局、玉林街
道办事处于2018年11月29日邀请环评、医
学、核辐射等领域的专家与居民代表进行
沟通，向居民代表宣传了相关法律法规，
消除居民疑虑。
（二）行政处罚情况：无。

无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2018年11月27日，区政府召开专题会，成立了以区委副书记、区长林丽同志为组长，区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王瑞平同志和副区长黎焰飚同志为副组长，区维稳办、区环保局、区信访局、区卫计局、区行政审
批局、区公安分局、玉林街道办事处等单位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工作专班。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1.投诉人反映的对象为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以下简称“诊断中心”）和成都武侯全景
怡安门诊部（以下简称“门诊部”）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的独栋商业楼宇, 诊断中心主要从
事医学影像诊断业务，门诊部主要开展健康体检项目。
2.诊断中心及门诊部均处于装修建设阶段，未投入使用。11月26日接到群众反映后，建设单位主动停止
了装修施工，配合相关部门调查至今。
诊断中心办理了营业执照，取得了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放的《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成卫
计行审[2018]7号）；设置人尚未提出执业申请，未正式营业。诊断中心项目完成了《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登记表》备案。其中诊断中心的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于2018年10月9日取得《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
于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川环审批[2018]130号）。
门诊部办理了营业执照，尚未取得《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门诊部项目根
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规定，完成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二、现场调查情况。
诊断中心和门诊部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规定，完成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登记表》备案。
2018年5月，建设单位对诊断中心的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委托环评单位四川省中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编制了《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2018年8月上报原四川省环境保
护厅（现四川省生态环境厅，以下简称“省厅”）。2018年8月29日至2018年9月12日，省厅官网公布了
受理公告；2018年8月30日,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组织专家对该项目环评报告表进行了技术评
审，并于2018年9月11日出具了《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
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评估意见》（川辐评〔2018〕50号）。评估结
论指出:“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合理，总平布置合理。在落实报告表所提出的辐射安全防护
和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可确保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所受到的照射剂量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
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的剂量限值要求并满足报告表确定的剂量管理的约束值的要求。建
设单位已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对项目进行了网上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反对意见。从环境保护和辐射安全
防护的角度分析，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2018年10月9日省厅印发的《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成都全
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川环
审批〔2018〕130号）批复同意。
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不属
实

责任领导：武侯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区政府副区长潘虹，武侯区政府副区长黎
焰飚；责任单位：武侯区环境保护局、武
侯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武侯区行政审批
局、玉林街道办事处；责任人：武侯区环
境保护局局长赵钢、武侯区卫生和计划生
育局局长田军、武侯区行政审批局局长杨
海平、玉林街道党工委书记龚光辉、玉林
街道办事处主任张钟。
一、区环境保护局督促成都全景宜安医学
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四川省
环境保护厅关于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
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
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川
环审批〔2018〕130号）和《成都全景宜安
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相关要求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在未通过验
收和取得相关环保手续之前不得营业。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依据《医疗机构管理
条例》等规定，对诊断中心下达了《卫生
监督意见书》，并要求其未取得《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未
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不得开展放射
诊疗相关业务。
区行政审批局要求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
诊断中心有限公司及成都武侯全景怡安门
诊部有限公司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区环境保护局、区卫计局、玉林街道办事
处于2018年11月29日邀请环评、医学、核
辐射等领域的专家与居民代表进行沟通，
向居民代表宣传了相关法律法规，消除居
民疑虑。
二、行政处罚情况：无。

无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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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品
尚小区旁边2米处开
了一家全景医学，主
营放化疗、CT、核磁
共振有辐射的医疗设
备，前期未进行任何
公示。由于周围有很
多居住区、学校，担
心辐射会影响到周围
居民，希望督查组调
查处理

武侯
区

辐射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2018年11月27日，区政府召开专题会，成立了以区委副书记、区长林丽同志为组长，区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王瑞平同志和副区长黎焰飚同志为副组长，区维稳办、区环保局、区信访局、区卫计局、区行政审
批局、区公安分局、玉林街道办事处等单位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工作专班。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1.投诉人反映的对象为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以下简称“诊断中心”）和成都武侯全景
怡安门诊部（以下简称“门诊部”）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的独栋商业楼宇, 诊断中心主要从
事医学影像诊断业务，门诊部主要开展健康体检项目。
“诊断中心”及“门诊部”均处于装修建设阶段，未投入使用。11月26日接到群众反映后，建设单位主
动停止了装修施工，配合相关部门调查至今。
“诊断中心”办理了营业执照，取得了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放的《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成卫计行审[2018]7号）；设置人尚未提出执业申请，未正式营业。“诊断中心”项目完成了《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其中“诊断中心”的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于2018年10月9日取得《四川
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批复》（川环审批[2018]130号）。
“门诊部”办理了营业执照，尚未取得《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门诊部
”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规定，完成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8月1日，成都全景宜安影像医学诊断中心有限公司取得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放的《设
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成卫计行审[2018]7号），该批准书同意设置成都全景宜安影像医学诊断中心，
选址为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1-3层。该类型项目（影像诊断）在环境影响评价中没有明确的选址规
定，辐射环境只要能够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要求即可建设
。
“诊断中心”和“门诊部”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规定，完成了《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2018年5月，建设单位对“诊断中心”的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委托环评单位四川省中栎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编制了《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2018年8月上报原四川省环
境保护厅（现四川省生态环境厅，以下简称“省厅”）。2018年8月29日至2018年9月12日，省厅官网公
布了受理公告；2018年8月30日,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组织专家对该项目环评报告表进行了技
术评审，并于2018年9月11日出具了《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
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评估意见》（川辐评[2018]50号）。评估
结论指出:“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合理，总平布置合理。在落实报告表所提出的辐射安全防
护和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可确保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所受到的照射剂量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
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的剂量限值要求并满足报告表确定的剂量管理的约束值的要求。
建设单位已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对项目进行了网上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反对意见。从环境保护和辐射安
全防护的角度分析，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2018年10月9日省厅印发的《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成都
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川
环审批〔2018〕130号）批复同意。
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不属
实

责任领导：武侯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
长、区政府副区长潘虹，武侯区政府副区
长黎焰飚；责任单位：武侯区环境保护局
、武侯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武侯区行政
审批局、玉林街道办事处；责任人：武侯
区环境保护局局长赵钢、武侯区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局长田军、武侯区行政审批局局
长杨海平、玉林街道党工委书记龚光辉、
玉林街道办事处主任张钟。
一、区环境保护局督促成都全景宜安医学
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四川省
环境保护厅关于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
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
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川
环审批〔2018〕130号）和《成都全景宜安
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相关要求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在未通过验
收和取得相关环保手续之前不得营业。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依据《医疗机构管理
条例》等规定，对“诊断中心”下达了《
卫生监督意见书》，并要求其未取得《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
动；未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不得开
展放射诊疗相关业务。
区行政审批局要求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
诊断中心有限公司及成都武侯全景怡安门
诊部有限公司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区环境保护局、区卫计局、玉林街道办事
处于2018年11月29日邀请环评、医学、核
辐射等领域的专家与居民代表进行沟通，
向居民代表宣传了相关法律法规，消除居
民疑虑。
二、行政处罚情况：无。

无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2018年11月27日，区政府召开专题会，成立了以区委副书记、区长林丽同志为组长，区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王瑞平同志和副区长黎焰飚同志为副组长，区维稳办、区环保局、区信访局、区卫计局、区行政审
批局、区公安分局、玉林街道办事处等单位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工作专班。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1.投诉人反映的对象为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以下简称“诊断中心”）和成都武侯全景
怡安门诊部（以下简称“门诊部”）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的独栋商业楼宇, 诊断中心主要从
事医学影像诊断业务，门诊部主要开展健康体检项目。
“诊断中心”及“门诊部”均处于装修建设阶段，未投入使用。11月26日接到群众反映后，建设单位主
动停止了装修施工，配合相关部门调查至今。
“诊断中心”办理了营业执照，取得了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放的《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成卫计行审[2018]7号）；设置人尚未提出执业申请，未正式营业。“诊断中心”项目完成了《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其中“诊断中心”的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于2018年10月9日取得《四川
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批复》（川环审批[2018]130号）。
“门诊部”办理了营业执照，尚未取得《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门诊部
”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规定，完成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8月1日，成都全景宜安影像医学诊断中心有限公司取得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放的《设
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成卫计行审[2018]7号），该批准书同意设置成都全景宜安影像医学诊断中心，
选址为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1-3层。该类型项目（影像诊断）在环境影响评价中没有明确的选址规
定，辐射环境只要能够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要求即可建设
。
“诊断中心”和“门诊部”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规定，完成了《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2018年5月，建设单位对“诊断中心”的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委托环评单位四川省中栎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编制了《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2018年8月上报原四川省环
境保护厅（现四川省生态环境厅，以下简称“省厅”）。2018年8月29日至2018年9月12日，省厅官网公
布了受理公告；2018年8月30日,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组织专家对该项目环评报告表进行了技
术评审，并于2018年9月11日出具了《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
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评估意见》（川辐评[2018]50号）。评估
结论指出:“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合理，总平布置合理。在落实报告表所提出的辐射安全防
护和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可确保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所受到的照射剂量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
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的剂量限值要求并满足报告表确定的剂量管理的约束值的要求。
建设单位已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对项目进行了网上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反对意见。从环境保护和辐射安
全防护的角度分析，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2018年10月9日省厅印发的《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成都
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川
环审批〔2018〕130号）批复同意。
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不属
实

责任领导：武侯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区政府副区长潘虹，武侯区政府副区长黎
焰飚；责任单位：武侯区环境保护局、武
侯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武侯区行政审批
局、玉林街道办事处；责任人：武侯区环
境保护局局长赵钢、武侯区卫生和计划生
育局局长田军、武侯区行政审批局局长杨
海平、玉林街道党工委书记龚光辉、玉林
街道办事处主任张钟。
一、区环境保护局督促成都全景宜安医学
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四川省
环境保护厅关于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
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
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川
环审批〔2018〕130号）和《成都全景宜安
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相关要求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在未通过验
收和取得相关环保手续之前不得营业。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依据《医疗机构管理
条例》等规定，对诊断中心下达了《卫生
监督意见书》，并要求其未取得《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未
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不得开展放射
诊疗相关业务。
区行政审批局要求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
诊断中心有限公司及成都武侯全景怡安门
诊部有限公司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区环境保护局、区卫计局、玉林街道办事
处于2018年11月29日邀请环评、医学、核
辐射等领域的专家与居民代表进行沟通，
向居民代表宣传了相关法律法规，消除居
民疑虑。
二、行政处罚情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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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10000201
811290021

举报四川省环保厅违
规审批全景医学影像
诊断中心的环评手
续，与居民只有一墙
之隔，位于居民聚集
区，有具有核辐射的
医疗设备，一直未公
示，举报人认为选址
不合理，希望中央环
保督察组重视。

武侯
区

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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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品
尚小区旁边2米处开
了一家成都全景宜安
映像诊断中心有限公
司，主营放化疗、CT
、核磁共振有辐射的
医疗设备，前期未进
行任何公示。由于周
围有很多居住区、学
校，担心辐射会影响
到周围居民，希望督
查组调查处理。

武侯
区

其他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2018年11月27日，区政府召开专题会，成立了以区委副书记、区长林丽同志为组长，区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王瑞平同志和副区长黎焰飚同志为副组长，区维稳办、区环保局、区信访局、区卫计局、区行政审
批局、区公安分局、玉林街道办事处等单位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工作专班。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1.投诉人反映的对象为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以下简称“诊断中心”）和成都武侯全景
怡安门诊部（以下简称“门诊部”）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的独栋商业楼宇, 诊断中心主要从
事医学影像诊断业务，门诊部主要开展健康体检项目。
2.诊断中心及门诊部均处于装修建设阶段，未投入使用。11月26日接到群众反映后，建设单位主动停止
了装修施工，配合相关部门调查至今。
诊断中心办理了营业执照，取得了成都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放的《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成卫
计行审[2018]7号）；设置人尚未提出执业申请，未正式营业。诊断中心项目完成了《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登记表》备案。其中诊断中心的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于2018年10月9日取得《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
于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川环审批[2018]130号）。
门诊部办理了营业执照，尚未取得《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门诊部项目根
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规定，完成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二、现场调查情况。
诊断中心和门诊部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规定，完成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登记表》备案。
2018年5月，建设单位对诊断中心的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委托环评单位四川省中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编制了《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2018年8月上报原四川省环境保
护厅（现四川省生态环境厅，以下简称“省厅”）。2018年8月29日至2018年9月12日，省厅官网公布了
受理公告；2018年8月30日,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组织专家对该项目环评报告表进行了技术评
审，并于2018年9月11日出具了《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
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评估意见》（川辐评〔2018〕50号）。评估结
论指出:“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合理，总平布置合理。在落实报告表所提出的辐射安全防护
和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可确保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所受到的照射剂量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
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的剂量限值要求并满足报告表确定的剂量管理的约束值的要求。建
设单位已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对项目进行了网上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反对意见。从环境保护和辐射安全
防护的角度分析，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2018年10月9日省厅印发的《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成都全
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川环
审批〔2018〕130号）批复同意。
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不属
实

责任领导：武侯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
长、区政府副区长潘虹，武侯区政府副区
长黎焰飚；责任单位：武侯区环境保护局
、武侯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武侯区行政
审批局、玉林街道办事处；责任人：武侯
区环境保护局局长赵钢、武侯区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局长田军、武侯区行政审批局局
长杨海平、玉林街道党工委书记龚光辉、
玉林街道办事处主任张钟。
一、区环境保护局督促成都全景宜安医学
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四川省
环境保护厅关于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
断中心有限公司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
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川
环审批〔2018〕130号）和《成都全景宜安
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相关要求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在未通过验
收和取得相关环保手续之前不得营业。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依据《医疗机构管理
条例》等规定，对“诊断中心”下达了《
卫生监督意见书》，并要求其未取得《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
动；未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不得开
展放射诊疗相关业务。
区行政审批局要求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
诊断中心有限公司及成都武侯全景怡安门
诊部有限公司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区环境保护局、区卫计局、玉林街道办事
处于2018年11月29日邀请环评、医学、核
辐射等领域的专家与居民代表进行沟通，
向居民代表宣传了相关法律法规，消除居
民疑虑。
二、行政处罚情况：无。

无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投诉人反映的武青东三路教练场位于武青东三路75号，为潮音社区5组集体土地，面积约11亩。当
地居民薛强于2007年租用该地块作为“蜀弘”驾校教练场。2018年1月，薛强将教练场改为临时停车
场，只保留驾校报名点，未用于训练。该停车场只停放小型汽车，营业时间7时30分至21时。场内有3处
违法建设，东面2处面积约1100平方米，西面1处面积约300平方米，均为薛强违规搭建。
二、现场调查情况。
1.群众反映“成都市武侯区机投街道武青东三路教练场违章搭建两千平方米的库房”问题。
经现场查看，该停车场内有3处违法建设，
群众反映“机投街道武青东三路教练场违章搭建两千平方米的库房”问题属实。
2.群众反映“每天大车进出，噪音扰民，影响居民生活”问题。
经检查，该停车场仅供小型车辆停放，现场无大型车辆停放、进出。2018年11月30日11时至11时20分，
区环境监测站对武青东三路75号停车场旁的噪音敏感建筑物进行监测，监测结果为59.6dB，,所测噪声
敏感建筑物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声环境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昼间≤60dB），
监测结果未超标。
群众反映“每天大车进出，噪音扰民，影响居民生活”问题不属实。

责任领导：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吴影
梦；责任单位：机投桥街道办事处、区城
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责任人：机投
桥街道办事处主任黄文胜、区城管局（综
合行政执法局）局长汪毅。
一、1.机投桥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于
2018年11月30日向当事人下达了《违法建
设整治通知书》（武治违办通〔2018〕第
455号）。若当事人在2019年5月30日前，
未自拆也未进行上诉，机投桥街道综合行
政执法中队将对该违法建设依法强拆；若
当事人在2019年5月30日，前未自拆但进行
了上诉，机投桥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按
法律程序进行处置，待程序结束当事人还
未自拆的，将依法强拆。
2.机投桥街道办事处加强对武青东三路停
车场及周边区域巡查监管力度，确保停车
场规范经营，引导驾驶员文明行车。
二、行政处罚情况：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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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交大归
谷小区的负一楼的恒
温游泳池，天然气锅
炉加热产生的废气，
水蒸气直接从小区外
墙排气口处直接排
放，造成空气污染，
味道很难闻。诉求：
要求其整改，排气管
道按照环保法高于建
筑物。

武侯
区

大气

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投诉人反映的交大归谷国际住区位于成都市武侯区长益西三路259号，为成都弘里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开发，2012年底至2013年初交付使用。该小区共6栋16个单元，合计住户515户。其中，游泳馆位于1
栋四单元及2栋四单元负一楼，面积为2655.13平方米。该游泳馆为小区配套设施，也向周边居民对外开
放，于2013年7月开始营业。
该游泳馆于2013年7月24日取得《营业执照》，公司名称：成都尚成格外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武侯分公
司，法人代表：王强，经营范围：游泳馆。2014年1月取得《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自2017
年2月起，该游泳馆因变更公司名称，重新换领了《营业执照》、《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和
《卫生许可证》，变更后公司名称为成都尚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武侯分公司。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要求，该项目不需要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二、现场调查情况。
该游泳馆配套有一套天然气非承压热水锅炉（型号HV500T，额定输出功率0.5MW，定额出水压力
0.8MP），用于冷水加热。天然气锅炉在加热过程中产生的气体，通过一根直径约350mm的圆管从游泳馆
上方小区围墙处排气口排出，排气管符合相关要求。依据《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锅炉烟囱
高度达不到8米时，其烟尘、SO2、NOx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应按相应区域和时段排放标准值的50%执行（其
标准限值为：SO2≤100mg/m3；NOx≤400mg/m3）。随后，区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对锅炉的排气管进行了
开孔取样，监测报告显示其SO2、NOx排放浓度为3mg/m3、3mg/m3，低于国家排放标准。现场检查排口为
白色雾状气体，有微弱气味，可能系锅炉在加热过程中天然气未充分燃烧所致。
经调查核实，投诉人反映情况属实。

属实

责任领导：武侯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潘虹，武侯区人民政府
副区长黎焰飚；责任单位：区文体旅游局
、区环保局、红牌楼街道办事处；责任
人：区文体旅游局局长龚婧、区环保局局
长赵钢、红牌楼街道党工委书记周长玖。
一、1、2018年11月30日，工作专班各成员
单位根据自身职能职责向该游泳馆负责人
进行了法规宣传教育，要求其在经营中严
格落实企业自身主体责任，守法规范经营
。
2、在工作专班对其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宣传
后，该游泳馆承诺将及时联系燃气锅炉维
修单位对锅炉及周边设备进行全面检测，
并对排放末端进行整改，提高天然气燃烧
率，最大限度降低排放气体异味（2019年6
月30日前）。
3、区文体旅游局将加大对该游泳馆的巡查
力度，督促其企业定期和不定期对其天然
气锅炉排气口排放物进行监测。
二、行政处罚情况：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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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机投街
道武青东三路教练场
违章搭建两千平方米
的库房，每天大车进
出，噪音扰民，影响
居民生活。

武侯
区

噪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