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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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选址不当，位于人口密集区，有可能
会造成核材料的泄露等问题。根据环评法第21条的规定，环评没有征求过意见，存在环评造假的嫌疑。希望武侯
区政府将该医院搬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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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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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诉人希望让该医院搬离无相关法律依据。
综上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不属实

（一）关于“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成都全景宜安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有限公司选址不
当，位于人口密集区，有可能会造成核材料的泄露等问题。根据环评法第21条的规定，环
评没有征求过意见，存在环评造假的嫌疑。希望武侯区政府将该医院搬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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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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
商业广场 外部多家
餐馆油烟扰民。

武侯区 大气

（一）基本情况
投诉人反映的红牌楼商业广场位于二环路南四段73号，其外部共有餐饮商家6家,分别为:武侯区名洪港式烧鹅仔食
品店（店招：广东烧鹅仔），武侯区洪昌味美鲜面馆（店招：昌洪面馆），武侯区品一碗冒菜店（店招：品一碗
冒菜），川东小厨餐饮管理成都有限公司（店招：川东小厨），武侯区周记小麦面馆（店招：小麦），“特色川
菜豆花庄”。
红牌楼商业广场6家餐饮商家中，除“特色川菜豆花庄”未营业外，其余5家餐饮商家开门营业，厨房内均未安装
油烟净化设备，油烟通过自建烟道排放。经查，上述6家餐饮商家均未在环保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系统
进行备案。
经调查核实，投诉人反映情况属实。

属实

 关于群众反映“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商业广场外部多家餐馆油烟扰民。”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吴影梦、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林金辉；责任单位：武
侯区城市管理局、武侯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红牌楼街道办事处；责任人：武侯区城
市管理局局长汪毅、武侯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局长郑伟、红牌楼街道办事处主任张斌
。
2018年12月1日，武侯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红牌楼执法中队对6家餐饮商家下达了《责令限期
改正通知书》（武侯区名洪港式烧鹅仔食品店（成武城责改字【红】第018072号），武侯
区洪昌味美鲜面馆（成武城责改字【红】第018071号），武侯区品一碗冒菜店（成武城责
改字【红】第018070号），川东小厨餐饮管理成都有限公司（成武城责改字【红】第
018069号），武侯区周记小麦面馆（成武城责改字【红】第018068号），特色川菜豆花庄
（成武城责改字【红】第018067号）），要求6家餐饮商家于2018年12月8日前安装油烟净
化设备，并做到排放达标，若逾期未按要求整改，将依法进行处罚并停业整改。
2018年12月1日下午13:40，红牌楼街道办事处、红牌楼商业广场物管方、餐饮商家召开了
协调会，要求6家餐饮商家按期安装油烟净化设备和监测，并尽快在环保部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登记表备案系统进行备案。6家餐饮商家承诺按期安装油烟净化设备，并于2018年12月11
日前自行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对油烟排放情况进行监测，确保油烟排放达标，在油烟排放
监测合格后，立即在环保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系统进行备案。待出具油烟排放
监测结果后，武侯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红牌楼执法中队将依据监测结果依法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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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了一家全景影像医院。医院设备有辐射，居民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希望让
该医院搬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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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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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诉人希望让该医院搬离无相关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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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了一家全景影像医院。医院设备有辐射，居民
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希望让该医院搬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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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小区修了一家全景
影像医院。医院设备
有辐射，居民担心自
己的身体健康，希望
让该医院搬迁。

成都市
武侯区

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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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玉林东
路和玉林北街交界处
多家餐馆油烟扰民。

成都市
武侯区

大气

群众反映“成都市武侯区玉林东路和玉林北街交界处多家餐馆油烟扰民。”问题属实。
（一）基本情况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东路和玉林北街交界处共有餐饮店3家，分别是“糖宝冒菜”、“糖宝小吃”、武侯区花哥串串
餐饮店（店招名：花串串）。
“糖宝冒菜”位于玉林东路15号，商铺面积约为45平方米，未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者
为唐春容，主要经营冒菜制作及销售。
“糖宝小吃”位于玉林东路19号附1号，未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者为唐春容，主要经营
面食、炒菜、炒饭等中餐小吃的制作和销售。
武侯区花哥串串餐饮店（店招名：花串串）位于玉林北街74号附4号1楼，商铺面积约为35平方米，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92510107MA62LLX95N，核准时期为2016年11月11日，经营范围为餐饮服务，未办理《食品经营许
可证》，经营者为张波。
（二）调查核实情况
“糖宝冒菜”无煎炒灶台，只存在蒸煮设备，无烟道，其经营时不进行煎炒油炸等产生油烟的操作，不产生油
烟，无需进行油烟监测。
“糖宝小吃”和武侯区花哥串串餐饮店（店招名：花串串）有煎炒灶台，有烟道，有油烟净化设备，但未开检测
孔，不满足采样条件，需开孔再监测。
经查，上述3家餐饮商家均未在环保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系统进行备案。

属实

（一）关于“无证无照”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林金辉；责任单位：武侯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责
任人：武侯区市场和质量监管管理局长郑伟。
针对玉林东路15号“糖宝冒菜”、玉林东路19号附1号“糖宝小吃”无《营业执照》和《食
品经营许可证》的问题及玉林北街14号附4号1楼武侯区花哥串串餐饮店（店招名：花串
串）无《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问题，玉林街道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所按照《四川省食品小
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和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
定，依法分别向其下达了《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分别为（武侯玉林）食药当罚〔
2018〕0091号、（武侯玉林）食药当罚〔2018〕0092号、（武侯玉林）食药当罚〔2018〕
0099号），责令商家在15日内按规定备案改正违法行为，并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完成
时限：2018年12月16日）
（二）关于油烟扰民的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吴影梦；案件责任单位：武侯区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
执法局）、玉林街道办事处；责任人：武侯区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汪毅、
玉林街道党工委书记龚光辉、玉林街道办事处主任张钟。
玉林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对不符合监测条件的玉林东路19号附1号的“糖宝小吃”
和玉林北街14号附4号1楼的“花串串”2家餐饮店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分别为
成武玉成责改字〔2018〕第120102号、成武玉成责改字〔2018〕第120103号）要求于2018
年12月4日前达到监测条件。达到监测条件后玉林街道办事处委托成都酉辰环境监测有限公
司再对上述2家餐饮店排出的油烟进行监测并出具监测报告。届时，玉林街道办事处将根据
监测结果依法依规进行查处。玉林街道办事处要求上述3家尽快在环保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登记表备案系统进行备案。（完成时限：2018年12月31日）

无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的情况属实。
（一）基本情况。
莱蒙都会位于武侯区二环路南四段51号，由莱蒙置业（成都）有限公司所开发，属商业综合体，共4栋，总建筑面
积约14万平方米，于2012年12月交付使用。该商业街一楼餐饮和酒吧分别位于1栋、2栋、4栋。
其中酒馆1家,为成都麦九九商贸有限公司（店招：M99.BEER）。
餐饮商家10家，分别为：1、武侯区兵哥豌豆面馆（店招：兵哥豌豆面）；2、武侯区初恋卤品经营部（店招：初
恋味道）；3、武侯区嘎嘎嘎嘎鸭脑壳餐厅（店招：嘎嘎鸭脑壳）；4、成都和胜餐饮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丽都分公
司（店招：何师烧烤）；5、百胜餐饮（成都）有限公司肯德基成都莱蒙餐厅分公司（店招：肯德基）；6、四川
乡村基餐饮有限公司二环路南四段店（店招：乡村基）；7、武侯区西匠人肉夹馍快餐店（店招：西匠人）；8、
武侯区一冒二干锅店（店招：一冒二干锅）；9、百胜餐饮（武汉）有限公司必胜客莱蒙餐厅（店招：必胜客欢乐
餐厅）；10、成都南派庙街餐饮有限公司（店招：南派.庙街）。
（二）调查情况
1. 关于“油烟扰民”问题。
经现场查看，莱蒙都会一楼1家酒馆和10家餐饮商家均正常营业。其中，1家酒馆成都麦九九商贸有限公司商家经
营项目不产生油烟，10家餐饮商家均安装了油烟净化设施。油烟通过莱蒙都汇商业体公共烟道排放油烟。因餐饮
商家较集中，现场存在一定油烟味。
投诉人反映情况属实。
2. 关于“噪音扰民”问题。
2018年12月1日，成都酉辰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10家餐饮商家和1家酒馆的设备及周围一处环境敏感点进行了噪音
监测。根据监测报告显示，监测结果均低于《声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3096-2008）中2类限值（60dB）要求。
投诉人反映情况不属实。

属实

（一）关于“油烟扰民”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吴影梦、林金辉、黎焰飚；责任单位：红牌楼街道办事
处、区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区市场监管局、区环保局；责任人：红牌楼街道办事
处主任张斌、区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汪毅、区市场监管局局长郑伟、区环保局
局长赵钢。
针对“一冒二干锅”在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开门营业行为，区市场监管局要求
其在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后方可开门营业。其余1家酒馆和9家餐饮商家主体资格合法，证
照齐全，区市场监管局根据职能职责严格要求经营者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四川省食品
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依规开展经营活动，保障人民群众
饮食安全。
区环保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要求未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备案的“乡村基”、“西匠人”、“一冒二干锅”3家企业限期完成备案登记。（完成时
限：2018年12月8日）
2018年12月3日，10家餐饮商家均已委托四川微克环境检测有限公司进行油烟监测，待监测
结果出具后，区城管局（综合执法局）、红牌楼街道办事处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关于“餐馆噪音扰民”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吴影梦、黎焰飚；责任单位：红牌楼街道办事处、区环
保局、区公安分局；责任人：红牌楼街道办事处主任张斌、区环保局局长赵钢、区公安分
局副局长杨光。
红牌楼街道办事处已要求莱蒙商业广场的物业管理公司，做好商家经营时间的管理，并会
同武侯公安分局持续对莱蒙都会商业街一楼面馆和中餐馆夜间经营情况进行巡查，对商家
做好解释工作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如接到或发现噪音扰民现象，将第一时间在现
场予以劝告、制止，对多次噪音扰民被投诉的商家将予以行政处罚。
武侯公安分局结合公共场所日常管理工作，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和》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责令商家在夜间经营时噪音必须达到社会
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对制造噪音干扰他人生活且查证属实的，将按照《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五十八条处于警告处罚，警告后不改正的处两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莱蒙物业公司作出书面承诺，承诺做好监督督促工作，要求商家妥善整改，并加强夜间巡
逻；涉及夜间营业的商家也作出书面承诺，承诺于夜间经营不播放氛围营造音响，商家于
2018年12月8日前完善张贴“请勿喧哗”、“降低音量”等提示标语。夜间经营若超过50分
贝，主动引导客人少喧哗，关闭门窗隔音。严格遵守《城市区域噪声标准》，不影响周围
居民正常生活，符合环保要求的排放噪音和油烟。
行政处罚情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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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莱蒙都
会商业街 一楼底商
多家酒馆和餐饮店油
烟和噪音扰民。

武侯区
大气,
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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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  罗马
假日广场的餐馆、火
锅店的油烟和酒馆、
KTV的噪声扰民。

武侯区
大气,
噪音

（一）基本情况
成都市武侯区罗马假日广场位于武侯区高升桥东路2号，修建时间2000年12月，建筑面积108400平方米，整体建筑
为商业综合体，其产权性质均为商业用途，目前区域内有餐馆、火锅店共计59家，酒馆、KTV共计18家。
1. 罗马假日广场59家餐饮店中：
有39家店均持有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四川省食品小经营店（餐饮服务）备案证》），分别为：
风林火山烤肉、明洞炸鸡店、筷子米线、小郡肝串串店、猪尾巴、镇江龙麻辣烫、食尚川菜、木片便当、锅咚咚
粥饺粉、帽牌货冒菜、精食有方、汉阳韩国料理、根根面、一头牛翘脚牛肉、祖母的厨房西餐厅、KFC、原味美蛙
鱼头、面包路、周哥炒菜、旮旯小餐、岗晏会洲、兰正韩、蜀味粥馆、绝味干锅烤鱼、万州烤鱼、混沌大王、炎
焱匠心粥、老字号豆花面、绵阳米粉、吴记肥肠粉、麻哥川菜馆、麻辣干锅、巴蜀大宅门火锅、豪客来牛排馆、
大碗米线、一口牛黑牛烤肉、重庆香水鱼、重庆酸萝卜冷锅鱼、仔耳朵冷锅鱼芋儿鸡干锅；
有12家店均只有营业执照，分别为：火锅串串遇上烤肉、梨烧焖个饭、汉城轩、东北水饺、拉萨甜茶馆、伊兰阁
、兔先森藤椒鱼、拉萨鲁古藏面、井官火锅冒菜、疯先生的下酒菜、刘姐冒菜、卓玛拉藏吧；
有8家店均无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四川省食品小经营店（餐饮服务）备案证》），分别为：拉萨
欢聚藏餐、拉萨堆龙美味鲁固藏面馆、香巴拉、凉山风味、豆花鱼仔姜蛙蛙鸡、味妙藏餐、雪域落琼甜茶馆、如
意藏餐厅。
已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备案共计44家，分别为：风林火山烤肉、明洞炸鸡店、小郡肝串串店、
镇江龙麻辣烫、猪尾巴、木片便当、帽牌货冒菜、精食有方、汉阳韩国料理、一头牛翘脚牛肉、祖母的厨房西餐
厅、KFC、原味美蛙鱼头、周哥炒菜、旮旯小餐、炎焱匠心粥、麻哥川菜馆、巴蜀大宅门火锅、豪客来牛排馆、重
庆香水鱼、仔耳朵冷锅鱼芋儿鸡干锅、汉城轩、拉萨鲁古藏面、井官火锅冒菜、疯先生的下酒菜、刘姐冒菜、豆
花鱼仔姜蛙蛙鸡、雪域落琼甜茶馆、锅咚咚粥饺粉、绝味干锅烤鱼、万州烤鱼、重庆酸萝卜冷锅鱼、火锅串串遇
上烤肉、伊兰阁、一口牛黑牛烤肉、香巴拉、拉萨欢聚藏餐、麻辣干锅、拉萨甜茶馆、梨烧焖个饭、兔先森藤椒
鱼、卓玛拉藏吧、味妙藏餐、食尚川菜。根据《成都市免于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建设项目名录（试行）》规定，有
10家面馆、小吃店及甜茶店无需进行备案，分别为：筷子米线、根根面、面包路、混沌大王、老字号豆花面、绵
阳米粉、吴记肥肠粉、大碗米线、东北水饺、拉萨堆龙美味鲁固藏面馆；未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
》备案共计5家，分别为：岗晏会洲、兰正韩、蜀味粥馆、凉山风味、如意藏餐厅。
2. 罗马假日广场现有1家KTV和17家规模较小的小酒吧。1家KTV为歌酷KTV，其只有营业执照，《文化娱乐经营许
可证》正在变更中。17家小酒吧中3家有营业执照及《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四川省食品小经营店（餐饮服务）
备案证》），分别为朋友帮、火塘吧、深夜酒屋；2家有营业执照但无《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四川省食品小经
营店（餐饮服务）备案证》），分别为GOON本色酒吧、阿玛啦酒吧；其余12家均无相关执照，分别为山顶洞人酒
吧、香格瑞拉、清吧、彝食界、没有打招牌的小酒吧、回头客酒吧、五彩多酒吧、妙音酒吧、罗马小酒吧、酒点
半酒吧、艾薇儿酒吧、猎人酒吧。
已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备案共计14家，分别为：彝食界、罗马小酒吧、山顶洞人酒吧、火塘酒
吧、猎人酒吧、深夜酒屋、九点半酒吧、清吧、GOON本色酒吧、五彩多酒吧、妙音酒吧、朋友帮、艾薇儿清吧、
阿玛啦酒吧。未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备案的共计4家，分别为：歌酷KTV、香格瑞拉、没有打招
牌的小酒吧、回头客酒吧。
（二）调查情况
1. 关于“餐馆、火锅店的油烟”扰民问题
在59家餐饮店中，有27家安装了油烟净化器，分别为：明洞炸鸡店、猪尾巴、食尚川菜、锅咚咚粥饺粉、帽牌货
冒菜、梨烧焖个饭、汉城轩、一头牛翘脚牛肉、东北水饺、KFC、香巴拉、周哥炒菜、岗晏会洲、兔先森藤椒鱼、
仔耳朵冷锅鱼芋儿鸡干锅、绝味干锅烤鱼、万州烤鱼、重庆香水鱼、酸萝卜冷锅鱼、混沌大王、麻辣干锅、豪客
来牛排馆、一口牛黑牛烤肉、火锅串串遇上烤肉、汉阳韩国料理、麻哥川菜馆、巴蜀大宅门火锅。
在59家餐饮店中，有32家未安装油烟净化器。其中生产经营中不产生油烟的餐馆有29家，分别为：筷子米线、小
郡肝串串店、镇江龙麻辣烫、木片便当、精食有方、根根面、拉萨甜茶馆、拉萨欢聚藏餐、拉萨堆龙美味鲁固藏
面馆、祖母的厨房西餐厅、伊兰阁、面包路、凉山风味、兰正韩、蜀味粥馆、拉萨鲁古藏面、味妙藏餐、井官火
锅冒菜、炎焱匠心粥、疯先生的下酒菜、雪域落琼甜茶馆、老字号豆花面、绵阳米粉、吴记肥肠粉、刘姐冒菜、
如意藏餐厅、卓玛拉藏吧、大碗米线、豆花鱼仔姜蛙蛙鸡；生产经营中产生油烟的餐馆有3家，分别为：风林火山
烤肉、原味美蛙鱼头、旮旯小餐。
投诉人反映问题属实。
2. 关于“酒馆、KTV的噪声扰民”问题
关于“酒馆、KTV的噪声扰民”问题双楠街道办事处12月1日晚联合区公安分局双楠派出所及相关职能部门前往高
升桥东路2号-6号罗马假日广场进行现场调查。发现罗马广场有1家KTV及17家小酒吧正在营业，临近酒吧窗口外确
能听到音乐声。
投诉人反映问题属实。

属实

（一）关于“餐馆、火锅店的油烟”扰民问题的处理情况
责任领导：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吴影梦、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林金辉、武侯区人民政
府副区长黎焰飚；责任单位：武侯区人民政府双楠街道办事处，武侯区城管局（区综合执
法局），武侯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武侯区环保局；责任人：双楠街道办事处主任颜
崇文，武侯区城市管理局局长汪毅，武侯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局长郑伟，武侯区环保
局局长赵钢。
2018年12月2日双楠街道市场监管所对检查中发现的12家证照不齐和8家无证经营餐饮店开
具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商家立刻停止相关经营活动，限30日之内办理相关证照。双
楠街道办事处将会同武侯区环保局组织人员具体指导5家未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登
记表》备案商家完善备案手续。
已安装了油烟净化器商家中，“明洞炸鸡店、锅咚咚粥饺粉、帽牌货冒菜、梨烧焖个饭、
一头牛翘脚牛肉、东北水饺、KFC、香巴拉、混沌大王、汉阳韩国料理、麻哥川菜馆、巴蜀
大宅门火锅、猪尾巴、岗晏会洲、兔先森藤椒鱼”等15家餐饮店在生产经营中未采用烹炒
、烧烤和油炸等方法加工食品，底料均由外部配送，或只采用蒸煮等方式，不涉及油烟排
放，2018年12月2日双楠街道办事处环保科要求此15家餐饮店出具了不经营产生油烟餐饮服
务项目的承诺书；“食尚川菜、汉城轩、周哥炒菜、仔耳朵冷锅鱼芋儿鸡干锅、绝味干锅
烤鱼、万州烤鱼、重庆香水鱼、酸萝卜冷锅鱼、麻辣干锅、豪客来牛排馆、一口牛黑牛烤
肉、火锅串串遇上烤肉” 等12家餐饮店在生产经营中产生油烟，双楠街道办事处聘请四川
中环保源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易传平）进行实地勘验，因此次需检测的商家较多，
预计2018年12月12日之前完成勘验，勘验完成以后对符合监测条件的商家即刻进行监测，
并于 5个工作日内出具监测报告；若存在不符合监测条件的餐饮店，则要求不符合监测条
件的餐饮店按照监测公司提供的整改意见进行整改，待整改完毕后，进行油烟监测。最后
根据监测报告结果依法对不符合油烟排放标准的商家进行下一步处置。
双楠街道办事处环保科对未安装油烟净化器的32家餐饮店进行了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此
外，2018年12月2日双楠街道办事处环保科要求生产经营过程中不涉及油烟的29家餐饮店
（筷子米线、小郡肝串串店、镇江龙麻辣烫、木片便当、精食有方、根根面、拉萨甜茶馆
、拉萨欢聚藏餐、拉萨堆龙美味鲁固藏面馆、祖母的厨房西餐厅、伊兰阁、面包路、凉山
风味、兰正韩、蜀味粥馆、拉萨鲁古藏面、味妙藏餐、井官火锅冒菜、炎焱匠心粥、疯先
生的下酒菜、雪域落琼甜茶馆、老字号豆花面、绵阳米粉、吴记肥肠粉、刘姐冒菜、如意
藏餐厅、卓玛拉藏吧、大碗米线、豆花鱼仔姜蛙蛙鸡）签署了不经营产生油烟餐饮服务项
目的承诺书；2018年12月2日双楠街道办事处环保科对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及油烟排放的3家
餐饮店（风林火山烤肉、原味美蛙鱼头、旮旯小餐）开具了《环境违法行为告知书》要求
商家于2018年12月12日之前安装油烟净化器，在油烟净化器安装完成后聘请四川中环保源
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易传平）进行实地勘验，因此次需检测的商家较多，预计2018
年12月17日之前完成勘验，勘验完成以后对符合监测条件的商家即刻进行监测，并于 5个
工作日内出具监测报告；若存在不符合监测条件的餐饮店，则要求不符合监测条件餐饮店
按照监测公司提供的整改意见进行整改，待整改完毕后，进行油烟监测。最后根据监测报
告结果依法对不符合油烟排放标准的商家进行下一步处置。
2018年12月4日双楠街道办事处要求罗马假日广场物管方加强日常监管，物管方承诺将按照
《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加强管理并签订了加强日常监管承诺书。
（二）关于“酒馆、KTV的噪声扰民”问题的处理情况
责任领导：武侯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区政府副区长潘虹，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吴
影梦，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林金辉，武侯区政府副区长黎焰飚；责任单位：武侯区人民
政府双楠街道办事处，武侯区公安分局，武侯区城管局（区综合执法局），武侯区文体旅
游局，武侯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武侯区环保局；责任人：双楠街道办事处主任颜崇
文，武侯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杨光，武侯区城市管理局局长汪毅，武侯区文体旅游局局长龚
婧，武侯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局长郑伟，武侯区环保局局长赵钢。
1、2018年12月1日晚8点双楠派出所组织该区域的17家酒馆、1家KTV在罗马假日广场物业
中心召开环保督察工作会，对噪声防治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宣传和告知，要求酒吧等经营
单位添置必要的隔音设施并采取相应措施。同时，对噪音扰民的2家场所火塘吧与GOON本色
酒吧予以了行政警告处罚。
2、2018年12月2日双楠街道办事处市场监管所对检查中发现的3家证照不齐和11家无证经营
酒馆开具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商家立刻停止相关经营活动，限30日之内办理相关证
照（回头客酒吧未开门营业，无法开具《责令整改通知书》，双楠街道办事处及时与罗马
广场物管方对接，要求物管方在该店开始营业后及时通知双楠街道办事处市场监管所，即
时，双楠街道办事处市场监管所将对该店开具《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该店进行责改工
作）。双楠街道办事处将会同武侯区环保局组织人员具体指导4家未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登记表》备案商家完善备案手续。
3、2018年12月2日武侯区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对现场不能出示《文化娱乐经营许可证》但
设有KTV 包间涉嫌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妙音酒吧”、“罗马小酒馆”2家场所，
当场向其负责人开具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在未完善相关手续前不得擅自从事营业
性经营活动，并进行了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同时，要求其现场自行拆除KTV包间内显示器、
音响等设备，商家按要求已在2018年12月2日晚拆除了KTV包间内显示器、音响等设备。
4、2018年12月3日双楠街道办事处委托武侯区环境监测站对罗马假日广场附近的噪音敏感
建筑物：成都A区居民楼，高升桥北街6号院居民楼，高升桥南街3号院居民楼进行了环境噪
音检测，检测结果显示环境噪音未超标。为减轻罗马假日广场对周围居民日常生活的影
响，双楠派出所还将继续不定期组织对罗马假日广场进行清查， 一是要求各酒吧调整节目
、降低音响噪音、经营过程中不使用高音喇叭，同时要求商家应该告知晚上前来消费的顾
客不能大声喧哗，不能干扰周边住户的正常生活；二是不定期对酒吧负责人进行相关法律
法规的告知；三是责令各酒吧加强日常的管理，严格遵守《治安管理处罚法》，《成都市
公共场所治安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因噪音引起的投诉公安机关将会同政府相关
职能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服务场所进行罚款、限期整改直至停业整顿。
5、2018年12月4日双楠街道办事处要求罗马假日广场物管方加强日常监管，物管方承诺将
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加强管理并签订了加强日常监管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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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

武侯区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
和玉林横街丁字路口
多家餐馆、酒馆、串
串店油烟和噪音扰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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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餐馆油烟扰民”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吴影梦；责任单位：玉林街道办事处、区城管局（综合
行政执法局）；责任人：玉林街道办事处主任张钟、区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汪
毅。
1.2018年12月1日，玉林街道综合执法中队分别对涉嫌油烟6家餐饮下达了《调查通知书》
（成武玉城调字[2018]120104、120105、120106、120107、120109、120125），6家餐饮
店负责人均前来接受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玉林街道办事处现场当面要求各商家规范经
营。
2.玉林街道办事处委托成都酉辰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6家餐馆油烟进行油烟监测，报告将于
2018年12月15日前出具。待监测报告出具后，玉林街道综合执法中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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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馆噪音扰民”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黎焰飚；责任单位：玉林街道办事处、区环保局；责任
人：玉林街道办事处主任张钟、区环保局局长赵钢。
1.玉林街道办事处将加强对此处餐馆的日常巡查，要求商家保证抽排设备正常使用，减少
对周围居民的影响。
2.行政处罚情况：无。

（一）基本情况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和玉林横街丁字路口沿街商铺有餐馆6家，店招名称分别为“人民食堂”“玉林串串”“醉生
肖”“香小跳”“王妈手撕烤兔”和“奇味烤兔”，没有酒馆。
（二）调查情况
1. 关于“餐馆油烟扰民”问题。
现场检查6家餐馆均安装有油烟净化设施并正常使用，烟道高排。但现场仍有油烟的味道。
投诉人反映情况属实。
2. 关于“餐馆噪音扰民”。
2018年12月2日下午，区环境监测站对6家餐饮店铺设备进行了噪声监测，并出具了监测报告（武侯环监字
（2018）第JT176号、第JT177号、第JT179号、第JT180号、第JT181号、第JT182号）。根据报告显示，“醉生肖
”因毗邻玉林菜市，行人和车辆较多，背景噪声值较高，噪声测值根据《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噪声测量值修正
》（HJ706-2014）中表2修正后得出结论为无法评价,其余5家噪声均达标排放。
投诉人反映情况不属实。

属实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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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  罗马
假日广场的餐馆、火
锅店的油烟和酒馆、
KTV的噪声扰民。

武侯区
大气,
噪音

（一）基本情况
成都市武侯区罗马假日广场位于武侯区高升桥东路2号，修建时间2000年12月，建筑面积108400平方米，整体建筑
为商业综合体，其产权性质均为商业用途，目前区域内有餐馆、火锅店共计59家，酒馆、KTV共计18家。
1. 罗马假日广场59家餐饮店中：
有39家店均持有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四川省食品小经营店（餐饮服务）备案证》），分别为：
风林火山烤肉、明洞炸鸡店、筷子米线、小郡肝串串店、猪尾巴、镇江龙麻辣烫、食尚川菜、木片便当、锅咚咚
粥饺粉、帽牌货冒菜、精食有方、汉阳韩国料理、根根面、一头牛翘脚牛肉、祖母的厨房西餐厅、KFC、原味美蛙
鱼头、面包路、周哥炒菜、旮旯小餐、岗晏会洲、兰正韩、蜀味粥馆、绝味干锅烤鱼、万州烤鱼、混沌大王、炎
焱匠心粥、老字号豆花面、绵阳米粉、吴记肥肠粉、麻哥川菜馆、麻辣干锅、巴蜀大宅门火锅、豪客来牛排馆、
大碗米线、一口牛黑牛烤肉、重庆香水鱼、重庆酸萝卜冷锅鱼、仔耳朵冷锅鱼芋儿鸡干锅；
有12家店均只有营业执照，分别为：火锅串串遇上烤肉、梨烧焖个饭、汉城轩、东北水饺、拉萨甜茶馆、伊兰阁
、兔先森藤椒鱼、拉萨鲁古藏面、井官火锅冒菜、疯先生的下酒菜、刘姐冒菜、卓玛拉藏吧；
有8家店均无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四川省食品小经营店（餐饮服务）备案证》），分别为：拉萨
欢聚藏餐、拉萨堆龙美味鲁固藏面馆、香巴拉、凉山风味、豆花鱼仔姜蛙蛙鸡、味妙藏餐、雪域落琼甜茶馆、如
意藏餐厅。
已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备案共计44家，分别为：风林火山烤肉、明洞炸鸡店、小郡肝串串店、
镇江龙麻辣烫、猪尾巴、木片便当、帽牌货冒菜、精食有方、汉阳韩国料理、一头牛翘脚牛肉、祖母的厨房西餐
厅、KFC、原味美蛙鱼头、周哥炒菜、旮旯小餐、炎焱匠心粥、麻哥川菜馆、巴蜀大宅门火锅、豪客来牛排馆、重
庆香水鱼、仔耳朵冷锅鱼芋儿鸡干锅、汉城轩、拉萨鲁古藏面、井官火锅冒菜、疯先生的下酒菜、刘姐冒菜、豆
花鱼仔姜蛙蛙鸡、雪域落琼甜茶馆、锅咚咚粥饺粉、绝味干锅烤鱼、万州烤鱼、重庆酸萝卜冷锅鱼、火锅串串遇
上烤肉、伊兰阁、一口牛黑牛烤肉、香巴拉、拉萨欢聚藏餐、麻辣干锅、拉萨甜茶馆、梨烧焖个饭、兔先森藤椒
鱼、卓玛拉藏吧、味妙藏餐、食尚川菜。根据《成都市免于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建设项目名录（试行）》规定，有
10家面馆、小吃店及甜茶店无需进行备案，分别为：筷子米线、根根面、面包路、混沌大王、老字号豆花面、绵
阳米粉、吴记肥肠粉、大碗米线、东北水饺、拉萨堆龙美味鲁固藏面馆；未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
》备案共计5家，分别为：岗晏会洲、兰正韩、蜀味粥馆、凉山风味、如意藏餐厅。
2. 罗马假日广场现有1家KTV和17家规模较小的小酒吧。1家KTV为歌酷KTV，其只有营业执照，《文化娱乐经营许
可证》正在变更中。17家小酒吧中3家有营业执照及《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四川省食品小经营店（餐饮服务）
备案证》），分别为朋友帮、火塘吧、深夜酒屋；2家有营业执照但无《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四川省食品小经
营店（餐饮服务）备案证》），分别为GOON本色酒吧、阿玛啦酒吧；其余12家均无相关执照，分别为山顶洞人酒
吧、香格瑞拉、清吧、彝食界、没有打招牌的小酒吧、回头客酒吧、五彩多酒吧、妙音酒吧、罗马小酒吧、酒点
半酒吧、艾薇儿酒吧、猎人酒吧。
已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备案共计14家，分别为：彝食界、罗马小酒吧、山顶洞人酒吧、火塘酒
吧、猎人酒吧、深夜酒屋、九点半酒吧、清吧、GOON本色酒吧、五彩多酒吧、妙音酒吧、朋友帮、艾薇儿清吧、
阿玛啦酒吧。未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备案的共计4家，分别为：歌酷KTV、香格瑞拉、没有打招
牌的小酒吧、回头客酒吧。
（二）调查情况
1. 关于“餐馆、火锅店的油烟”扰民问题
在59家餐饮店中，有27家安装了油烟净化器，分别为：明洞炸鸡店、猪尾巴、食尚川菜、锅咚咚粥饺粉、帽牌货
冒菜、梨烧焖个饭、汉城轩、一头牛翘脚牛肉、东北水饺、KFC、香巴拉、周哥炒菜、岗晏会洲、兔先森藤椒鱼、
仔耳朵冷锅鱼芋儿鸡干锅、绝味干锅烤鱼、万州烤鱼、重庆香水鱼、酸萝卜冷锅鱼、混沌大王、麻辣干锅、豪客
来牛排馆、一口牛黑牛烤肉、火锅串串遇上烤肉、汉阳韩国料理、麻哥川菜馆、巴蜀大宅门火锅。
在59家餐饮店中，有32家未安装油烟净化器。其中生产经营中不产生油烟的餐馆有29家，分别为：筷子米线、小
郡肝串串店、镇江龙麻辣烫、木片便当、精食有方、根根面、拉萨甜茶馆、拉萨欢聚藏餐、拉萨堆龙美味鲁固藏
面馆、祖母的厨房西餐厅、伊兰阁、面包路、凉山风味、兰正韩、蜀味粥馆、拉萨鲁古藏面、味妙藏餐、井官火
锅冒菜、炎焱匠心粥、疯先生的下酒菜、雪域落琼甜茶馆、老字号豆花面、绵阳米粉、吴记肥肠粉、刘姐冒菜、
如意藏餐厅、卓玛拉藏吧、大碗米线、豆花鱼仔姜蛙蛙鸡；生产经营中产生油烟的餐馆有3家，分别为：风林火山
烤肉、原味美蛙鱼头、旮旯小餐。
投诉人反映问题属实。
2. 关于“酒馆、KTV的噪声扰民”问题
关于“酒馆、KTV的噪声扰民”问题双楠街道办事处12月1日晚联合区公安分局双楠派出所及相关职能部门前往高
升桥东路2号-6号罗马假日广场进行现场调查。发现罗马广场有1家KTV及17家小酒吧正在营业，临近酒吧窗口外确
能听到音乐声。
投诉人反映问题属实。

属实

（一）关于“餐馆、火锅店的油烟”扰民问题的处理情况
责任领导：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吴影梦、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林金辉、武侯区人民政
府副区长黎焰飚；责任单位：武侯区人民政府双楠街道办事处，武侯区城管局（区综合执
法局），武侯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武侯区环保局；责任人：双楠街道办事处主任颜
崇文，武侯区城市管理局局长汪毅，武侯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局长郑伟，武侯区环保
局局长赵钢。
2018年12月2日双楠街道市场监管所对检查中发现的12家证照不齐和8家无证经营餐饮店开
具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商家立刻停止相关经营活动，限30日之内办理相关证照。双
楠街道办事处将会同武侯区环保局组织人员具体指导5家未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登
记表》备案商家完善备案手续。
已安装了油烟净化器商家中，“明洞炸鸡店、锅咚咚粥饺粉、帽牌货冒菜、梨烧焖个饭、
一头牛翘脚牛肉、东北水饺、KFC、香巴拉、混沌大王、汉阳韩国料理、麻哥川菜馆、巴蜀
大宅门火锅、猪尾巴、岗晏会洲、兔先森藤椒鱼”等15家餐饮店在生产经营中未采用烹炒
、烧烤和油炸等方法加工食品，底料均由外部配送，或只采用蒸煮等方式，不涉及油烟排
放，2018年12月2日双楠街道办事处环保科要求此15家餐饮店出具了不经营产生油烟餐饮服
务项目的承诺书；“食尚川菜、汉城轩、周哥炒菜、仔耳朵冷锅鱼芋儿鸡干锅、绝味干锅
烤鱼、万州烤鱼、重庆香水鱼、酸萝卜冷锅鱼、麻辣干锅、豪客来牛排馆、一口牛黑牛烤
肉、火锅串串遇上烤肉” 等12家餐饮店在生产经营中产生油烟，双楠街道办事处聘请四川
中环保源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易传平）进行实地勘验，因此次需检测的商家较多，
预计2018年12月12日之前完成勘验，勘验完成以后对符合监测条件的商家即刻进行监测，
并于 5个工作日内出具监测报告；若存在不符合监测条件的餐饮店，则要求不符合监测条
件的餐饮店按照监测公司提供的整改意见进行整改，待整改完毕后，进行油烟监测。最后
根据监测报告结果依法对不符合油烟排放标准的商家进行下一步处置。
双楠街道办事处环保科对未安装油烟净化器的32家餐饮店进行了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此
外，2018年12月2日双楠街道办事处环保科要求生产经营过程中不涉及油烟的29家餐饮店
（筷子米线、小郡肝串串店、镇江龙麻辣烫、木片便当、精食有方、根根面、拉萨甜茶馆
、拉萨欢聚藏餐、拉萨堆龙美味鲁固藏面馆、祖母的厨房西餐厅、伊兰阁、面包路、凉山
风味、兰正韩、蜀味粥馆、拉萨鲁古藏面、味妙藏餐、井官火锅冒菜、炎焱匠心粥、疯先
生的下酒菜、雪域落琼甜茶馆、老字号豆花面、绵阳米粉、吴记肥肠粉、刘姐冒菜、如意
藏餐厅、卓玛拉藏吧、大碗米线、豆花鱼仔姜蛙蛙鸡）签署了不经营产生油烟餐饮服务项
目的承诺书；2018年12月2日双楠街道办事处环保科对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及油烟排放的3家
餐饮店（风林火山烤肉、原味美蛙鱼头、旮旯小餐）开具了《环境违法行为告知书》要求
商家于2018年12月12日之前安装油烟净化器，在油烟净化器安装完成后聘请四川中环保源
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易传平）进行实地勘验，因此次需检测的商家较多，预计2018
年12月17日之前完成勘验，勘验完成以后对符合监测条件的商家即刻进行监测，并于 5个
工作日内出具监测报告；若存在不符合监测条件的餐饮店，则要求不符合监测条件餐饮店
按照监测公司提供的整改意见进行整改，待整改完毕后，进行油烟监测。最后根据监测报
告结果依法对不符合油烟排放标准的商家进行下一步处置。
2018年12月4日双楠街道办事处要求罗马假日广场物管方加强日常监管，物管方承诺将按照
《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加强管理并签订了加强日常监管承诺书。
（二）关于“酒馆、KTV的噪声扰民”问题的处理情况
责任领导：武侯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区政府副区长潘虹，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吴
影梦，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林金辉，武侯区政府副区长黎焰飚；责任单位：武侯区人民
政府双楠街道办事处，武侯区公安分局，武侯区城管局（区综合执法局），武侯区文体旅
游局，武侯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武侯区环保局；责任人：双楠街道办事处主任颜崇
文，武侯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杨光，武侯区城市管理局局长汪毅，武侯区文体旅游局局长龚
婧，武侯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局长郑伟，武侯区环保局局长赵钢。
1、2018年12月1日晚8点双楠派出所组织该区域的17家酒馆、1家KTV在罗马假日广场物业
中心召开环保督察工作会，对噪声防治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宣传和告知，要求酒吧等经营
单位添置必要的隔音设施并采取相应措施。同时，对噪音扰民的2家场所火塘吧与GOON本色
酒吧予以了行政警告处罚。
2、2018年12月2日双楠街道办事处市场监管所对检查中发现的3家证照不齐和11家无证经营
酒馆开具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商家立刻停止相关经营活动，限30日之内办理相关证
照（回头客酒吧未开门营业，无法开具《责令整改通知书》，双楠街道办事处及时与罗马
广场物管方对接，要求物管方在该店开始营业后及时通知双楠街道办事处市场监管所，即
时，双楠街道办事处市场监管所将对该店开具《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该店进行责改工
作）。双楠街道办事处将会同武侯区环保局组织人员具体指导4家未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登记表》备案商家完善备案手续。
3、2018年12月2日武侯区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对现场不能出示《文化娱乐经营许可证》但
设有KTV 包间涉嫌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妙音酒吧”、“罗马小酒馆”2家场所，
当场向其负责人开具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在未完善相关手续前不得擅自从事营业
性经营活动，并进行了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同时，要求其现场自行拆除KTV包间内显示器、
音响等设备，商家按要求已在2018年12月2日晚拆除了KTV包间内显示器、音响等设备。
4、2018年12月3日双楠街道办事处委托武侯区环境监测站对罗马假日广场附近的噪音敏感
建筑物：成都A区居民楼，高升桥北街6号院居民楼，高升桥南街3号院居民楼进行了环境噪
音检测，检测结果显示环境噪音未超标。为减轻罗马假日广场对周围居民日常生活的影
响，双楠派出所还将继续不定期组织对罗马假日广场进行清查， 一是要求各酒吧调整节目
、降低音响噪音、经营过程中不使用高音喇叭，同时要求商家应该告知晚上前来消费的顾
客不能大声喧哗，不能干扰周边住户的正常生活；二是不定期对酒吧负责人进行相关法律
法规的告知；三是责令各酒吧加强日常的管理，严格遵守《治安管理处罚法》，《成都市
公共场所治安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因噪音引起的投诉公安机关将会同政府相关
职能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服务场所进行罚款、限期整改直至停业整顿。
5、2018年12月4日双楠街道办事处要求罗马假日广场物管方加强日常监管，物管方承诺将
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加强管理并签订了加强日常监管承诺书。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的情况属实。
（一）基本情况
1.投诉人反映的“耍都”美食广场（以下简称耍都）位于武侯祠大街19号，2005年11月交付并投入使用，占地面
积19849㎡，建筑面积30686.3㎡，房屋属性全部为商业，商铺面积24559.94㎡，物业管理由四川省嘉宝资产管理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春江花月项目承担，主要业态为餐饮和娱乐，项目总商户72家，其中有餐饮商家29家。
2.耍都29家餐饮商家中18家有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3家有“三小”备案，5家有营业执照但无食品经营许
可证，3家既无营业执照也无食品经营许可证；16家餐饮商家进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备案，13家
餐饮商家未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备案。
 (二）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耍都多家餐馆经营时油烟扰民”问题。经核查，该问题属实。
耍都的29家餐饮商家中，11家（小郡肝串串、码头故事、本心素食、春阳水饺、兰州拉面、川西坝子、蜀九香、
家合鱼庄、锦城印象、斑鱼庄、老宅川西坝子）在经营过程中不涉及烹炒、烧烤和油炸等产生油烟的项目，底料
均由外部配送；18家（红钳邦、圣地藏餐吧、农夫烤鱼、瓦烤、钵钵鸡、宜宾烧烤、罗氏虾、渝蓉东东、锦河别
院、落叫、铜锅居、老皇城牛肉馆、广东大排档、跷脚牛肉、渝地张记、熊猫公馆、广场嘎嘎鸭脑壳、人民食
堂）在经营过程中产生油烟，其中17家安装了油烟净化设备且烟道上顶，1家（熊猫公馆）未安装油烟净化设备，
存在油烟散排的问题。
2.关于“耍都多家餐馆经营时噪声扰民”问题。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
耍都广场为商业综合体，广场内无居民住宅。2018年12月2日16:00-19:00（昼间定义：6点-22点），武侯区环境
监测站对耍都附近的通祠苑居民楼、农机逸苑居民楼、锦和名邸居民楼、武侯祠大街15号居民楼四个噪声敏感建
筑物点位进行了监测，测量结果结果分别为：55.9dB、55.7dB、58.6dB和57.0dB，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类声环境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属实

（一）关于“耍都多家餐馆经营时油烟扰民”问题。
责任领导：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吴影梦、林金辉、黎焰飚；责任单位：浆洗街街
道办事处、武侯区城管局、武侯区市场监管局、武侯区环保局；责任人：浆洗街街道办事
处党工委书记马建英、武侯区城管局局长汪毅、武侯区市场监管局局长郑伟、武侯区环保
局局长赵钢。
浆洗街街道办事处要求17家经营时产生油烟但已安装油烟净化设备的餐饮商家（红钳邦、
圣地藏餐吧、农夫烤鱼、瓦烤、钵钵鸡、宜宾烧烤、罗氏虾、渝蓉东东、锦河别院、落叫
、铜锅居、老皇城牛肉馆、广东大排档、跷脚牛肉、渝地张记、人民食堂、广场嘎嘎鸭脑
壳）每季度按时清洗、维护油烟净化设备，每年委托第三方监测公司对油烟排放情况进行
监测，避免发生油烟扰民的情况。11家经营时不产生油烟的餐饮商家（小郡肝串串、码头
故事、本心素食、春阳水饺、兰州拉面、川西坝子、蜀九香、家合鱼庄、锦城印象、斑鱼
庄、老宅川西坝子）承诺经营时在现场不实施产生油烟操作的工序。
2018年12月2日，武侯区浆洗街街道环保科对1家经营时产生油烟但未安装油烟净化设备的
餐饮商家（熊猫公馆），开具了《环境违法行为告知书》，要求其在2018年12月11日前安
装油烟净化设备并规范使用，若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安装，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2018年12月2日，武侯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3家既无营业执照也无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餐饮商
家（生地藏餐吧、农夫烤鱼、瓦烤）以及5家有营业执照但无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餐饮商家
（码头故事、广场嘎嘎鸭脑壳、蜀九香、本心素食、老皇城），下达了《监督意见书》，
要求30个工作日内办理食品经营等相关许可。
武侯区环保局将组织人员具体指导商家完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备案手续，
浆洗街街道办事处将督促13家未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备案的餐饮商家完
善备案手续，并加强对已完成备案餐饮商家的日常监督管理。
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关于“耍都多家餐馆经营时噪声扰民”问题。
责任领导：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吴影梦、黎焰飚；责任单位：浆洗街街道办事处
、武侯区城管局、武侯区环保局；责任人：浆洗街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马建英、武侯区
城管局局长汪毅、武侯区环保局局长赵钢。
2018年12月2日，浆洗街街道办事处发放了文明消费提示卡，并督促餐饮商家对消费者大声
喧哗和不文明消费的情况加强文明劝导。
行政处罚情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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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
街3号。玉林品尚小
区紧挨着的玉林北街
3号，全景医学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有很多
放化疗的设备，辐射
非常大，未做任何民
意调查以及公示，由
于距离居住区非常
近，严重影响周围居
民，希望督查组取缔
该公司。

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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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玉林品尚小区紧挨着的玉林北街3号，全景医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很多放化
疗的设备，辐射非常大，未做任何民意调查以及公示，由于距离居住区非常近，严重影响周围居民，希望督查组
取缔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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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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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不属实

（一）关于“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玉林品尚小区紧挨着的玉林北街3号，全景医学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很多放化疗的设备，辐射非常大，未做任何民意调查以及公示，由于
距离居住区非常近，严重影响周围居民，希望督查组取缔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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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玉林品尚小区紧挨着的玉林北街3号，全景医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很多放化
疗的设备，辐射非常大，未做任何民意调查以及公示，由于距离居住区非常近，严重影响周围居民，希望督查组
取缔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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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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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不属实

（一）关于“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玉林品尚小区紧挨着的玉林北街3号，全景医学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很多放化疗的设备，辐射非常大，未做任何民意调查以及公示，由于
距离居住区非常近，严重影响周围居民，希望督查组取缔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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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玉林品尚小区紧挨着的玉林北街3号，全景医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很多放化
疗的设备，辐射非常大，未做任何民意调查以及公示，由于距离居住区非常近，严重影响周围居民，希望督查组
取缔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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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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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不属实

（一）关于“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玉林品尚小区紧挨着的玉林北街3号，全景医学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很多放化疗的设备，辐射非常大，未做任何民意调查以及公示，由于
距离居住区非常近，严重影响周围居民，希望督查组取缔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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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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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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玉林品尚小区紧挨着的玉林北街3号，全景医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很多放化
疗的设备，辐射非常大，未做任何民意调查以及公示，由于距离居住区非常近，严重影响周围居民，希望督查组
取缔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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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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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不属实

（一）关于“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玉林品尚小区紧挨着的玉林北街3号，全景医学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很多放化疗的设备，辐射非常大，未做任何民意调查以及公示，由于
距离居住区非常近，严重影响周围居民，希望督查组取缔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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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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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
街3号。玉林品尚小
区紧挨着的玉林北街
3号，全景医学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有很多
放化疗的设备，辐射
非常大，未做任何民
意调查以及公示，由
于距离居住区非常
近，严重影响周围居
民，希望督查组取缔
该公司。

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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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玉林品尚小区紧挨着的玉林北街3号，全景医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很多放化
疗的设备，辐射非常大，未做任何民意调查以及公示，由于距离居住区非常近，严重影响周围居民，希望督查组
取缔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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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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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不属实

（一）关于“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玉林品尚小区紧挨着的玉林北街3号，全景医学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很多放化疗的设备，辐射非常大，未做任何民意调查以及公示，由于
距离居住区非常近，严重影响周围居民，希望督查组取缔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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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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
街3号。玉林品尚小
区紧挨着的玉林北街
3号，全景医学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有很多
放化疗的设备，辐射
非常大，未做任何民
意调查以及公示，由
于距离居住区非常
近，严重影响周围居
民，希望督查组取缔
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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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玉林品尚小区紧挨着的玉林北街3号，全景医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很多放化
疗的设备，辐射非常大，未做任何民意调查以及公示，由于距离居住区非常近，严重影响周围居民，希望督查组
取缔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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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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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不属实

（一）关于“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玉林品尚小区紧挨着的玉林北街3号，全景医学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很多放化疗的设备，辐射非常大，未做任何民意调查以及公示，由于
距离居住区非常近，严重影响周围居民，希望督查组取缔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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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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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
街3号。玉林品尚小
区紧挨着的玉林北街
3号，全景医学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有很多
放化疗的设备，辐射
非常大，未做任何民
意调查以及公示，由
于距离居住区非常
近，严重影响周围居
民，希望督查组取缔
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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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玉林品尚小区紧挨着的玉林北街3号，全景医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很多放化
疗的设备，辐射非常大，未做任何民意调查以及公示，由于距离居住区非常近，严重影响周围居民，希望督查组
取缔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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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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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不属实

（一）关于“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3号。玉林品尚小区紧挨着的玉林北街3号，全景医学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很多放化疗的设备，辐射非常大，未做任何民意调查以及公示，由于
距离居住区非常近，严重影响周围居民，希望督查组取缔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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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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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
街3号。玉林品尚小
区紧挨着的玉林北街
3号，全景医学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有很多
放化疗的设备，辐射
非常大，未做任何民
意调查以及公示，由
于距离居住区非常
近，严重影响周围居
民，希望督查组取缔
该公司。

武侯区 辐射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基本情况。
1.经对万寿桥社区进行全面排查，群众反映“成都市武侯区机投街办（万寿村）万福桥社区的砂石厂”实际为是
原万寿4组的拆迁空地，位于万寿一路，占地面积约10亩，属区城中村改造推进办机投桥城中村改造区域，为2007
年第十二批次城市建设用地征用地块。
2.2018年8月30日，成都市百日攻坚专项行动督查组转办群众反应该地块存在“挖沙采石做堆场，导致环境脏乱
差，扬尘满天飞”的问题。区环督办责成区国土分局牵头、环保、建设、机投街道进行了实地调查。经查，自然
人庞德仪租用该地块临时堆放地铁施工产生的盾构渣土，并在场地内购置了2套砂石筛选设备，主要用来对临时堆
放的渣土进行筛选，检查时其中1套已安装，具备使用条件但现场未发现使用,因没有收尘及降噪措施，作业时有
噪声和扬尘产生；另1套砂石筛选设备废弃未安装。执法人员要求业主拆除已安装设备，8月31日，机投桥街道办
事处复查发现该设备和供电设施已拆除，场地裸露渣土已进行了覆盖。此后，日常巡查中未发现存在反弹的情况
。
二、调查情况
经排查，群众反映的“砂石厂”实际为是原万寿4组的拆迁空地，位于万寿一路，占地面积约10亩，属区城中村改
造推进办机投桥城中村改造区域，为2007年第十二批次城市建设用地征用地块。该地块于2008年拆迁完毕，2009
年移交成都市民用建筑统一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市统建办）管理。该地块规划使用性质为绿地，但由于近年来
该区域内成蒲铁路建设、三环路道路扩能、三环路电力隧道等工程施工，一直未按规划实施。
1、“砂石厂生产导致周边环境脏乱差”的问题。
现场检查发现，该地块现场只有1套废弃未安装的砂石筛选设备，没有“砂石厂”生产的情况，场地内临时堆存有
部分砂土和废弃杂物，裸土采取了防尘网覆盖措施。加之该地块处于正在施工的成蒲铁路、三环路道路扩能、三
环路电力隧道等工地之间，施工期间给周边环境造成一定脏乱的情况。
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
2、“砂石厂白天停工，晚上粉碎加工、筛选砂石”的问题。
2018年8月30日，区国土分局、区环保局、建设局、机投街道办事处在调查处理群众反映“该地块存在挖沙采石做
堆场，导致环境脏乱差，扬尘满天飞”的投诉时，发现场地内有2套砂石筛选设备，主要用来对临时堆放的渣土进
行筛选，检查时其中1套已安装，具备使用条件但现场未发现使用,因没有收尘及降噪措施，作业时有噪声和扬尘
产生；另1套砂石筛选设备废弃未安装。执法人员要求业主立即拆除了已安装设备，并对场地裸露渣土已进行了覆
盖。此后，日常巡查中未发现存在反弹的情况。
现场检查发现，该地块现场只有1套废弃未安装的砂石筛选设备，没有使用痕迹，且场地裸土采取了防尘网覆盖，
不存在“砂石厂白天停工，晚上粉碎加工、筛选砂石”情况。
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
8月31日，机投桥街道办事处复查时，场地内具备生产能力的那套砂石筛选设备该设备和供电设施已拆除完毕，而
剩下那一套废弃未安装的砂石筛选设备不可能进行生产，现场走访的周边群众也证实，8月底以后未再听见类似粉
碎加工筛选砂石产生的噪音，因此该问题不属实。
3．“扬尘、噪音扰民”问题
由于该地块处于正在施工的成蒲铁路、三环路道路扩能、三环路电力隧道等工地之间，虽然施工过程安要求采取
了喷淋、覆盖等防尘措施措施，但由于施工工程量大而且较集中，施工工程中仍会产生一定噪声和扬尘问题。
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不属实

（一）关于“砂石厂生产导致周边环境脏乱差”的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张亚丹；责任单位：区城中村改造推进
办公室、机投桥街道办事处；责任人：区城中村改造推进办公室党组书记宋俊红、机投桥
街道办事处主任黄文胜。
1.2018年12月2日，机投桥街道办事处对该场地内未搬离的废弃砂石筛选设备进行了拆除，
对拆除后裸土用防尘网进行了覆盖。
2.2018年12月3日，区城中村改造推进办致函该地块管理单位成都市民用建筑统一建设办公
室，要求其加大管理力度。
3.区城中村改造推进办公室会同机投桥街道办事处对场地内堆存的杂物在2018年12月20日
前完成清理。
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 关于“扬尘、噪音扰民”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张亚丹；责任单位：区城中村改造推进
办公室、机投桥街道办事处；责任人：区城中村改造推进办公室党组书记宋俊红、机投桥
街道办事处主任黄文胜。
1.机投桥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将继续加强对该区域及周边成蒲铁路、三环路道路扩能、
三环路电力隧道等工地的巡查，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文明施工要求。
2.机投桥街道办事处将严格按照《成都市扬尘防治管理规定》，对场地裸土和临时堆放的
砂土采取防尘措施。
行政处罚情况：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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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机投镇
1、该镇扬尘污染严
重；2、蓝光金双楠
二期8栋旁一栋旧厂
房夜间长期散发刺鼻
气味；3、蓝光金双
楠二期存在住改商现
象，商家噪音扰民。

武侯区
大气
、噪
音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基本情况。
1.投诉人反映的成都市武侯区机投镇位于成都市西三环城郊结合部，面积6.6平方千米，辖万寿桥、半边街、潮音
、果堰、机投、白佛、草金东路、九金等8个社区，户籍人口29540人，流动人口87754人。
蓝光金双楠二期8栋旁旧厂房位于永康路340号，属四川消防机械总厂通达消防修制厂办公楼，占地面积2591.51㎡
。四川消防机械总厂通达消防修制厂于2009年停产后将闲置办公楼出租，其中6处租为办公用房，租户分别为：1
、成都众诚佳易科技有限公司（办公用房）；2、成都佳运科技有限公司（办公用房）；3、成都谊邦嘉业科技有
限公司（办公+仓储）；4、四川成都汇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仓储）；5、成都博仑广告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仓
储）；6成都市武侯区奇彩美工制作部（广告制作），18处为居家住户。2018年永康路升级改造工程将该处规划为
拆迁区域。
蓝光金双楠二期位于九康环路28号，属住宅小区，于2017年1月交付使用，住宅有12栋楼，12个单元，2376户，商
业有2栋楼，756户。物业管理单位为“蓝光嘉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宝物业”）。
2.2018年以来，机投桥街道办事处针对扬尘治理工作先后多次召开工作部署会，研究制定扬尘治理工作措施。一
是加强对地铁9号线、17号线等所有在建工地文明施工管控。严格落实规范打围施工、主要通道及材料加工区地面
硬化、水泥等物料覆盖堆放、现场裸土全面覆盖、冲洗喷淋以及雾炮设施全面开启等降尘措施；二是加强辖区路
面保洁力度，提高保洁设备的投入和保洁作业频率，切实提高保洁作业的质量和效率；三是加强夜间运渣车查处
力度。每周至少3次在永康路等重点点位设置夜间扬尘检查点，对存在货厢未密闭、车身不洁带泥上路、沿途撒漏
等问题的运渣车、罐装车进行严查严处。2018年至今共计立案查处运渣车带泥行驶11起，共计罚款金额2.4万元。
2018年11月29日，机投桥街道办事处收到群众市长电话举报（单号181129M00070），反映蓝光金双楠二期8栋旁边
一栋旧厂房晚上作业散发刺鼻气味。机投桥街道工作人员于当日到现场调查处理，发现成都市武侯区奇彩美工制
作部(以下简称“奇彩美工制作部”)的2台喷绘机、1台手工工艺制作机，生产过程中存在产生刺鼻气味的问题。
奇彩美工制作部2015年营业执照注册经营场所地址为“成都市武侯区高升桥路23号附71号”，2018年10月16日与
四川消防机械总厂通达消防修制厂签订租房合同并营业，因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场所与实际不符，机投桥街道工
作人员要求王其明立即停止喷绘作业，并将喷绘设施搬离。
二、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该镇扬尘污染严重”的问题。
经现场调查，机投镇辖区现有地铁9号线工程、地铁17号线工程、成蒲铁路机投段工程、三环路辅道改造工程、武
青桥改造工程等建筑工地施工作业，各施工工地均按要求建设了喷淋、雾炮、运渣车冲洗等降尘设施且正常使
用；环卫公司（成都友邦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武侯分公司）正常情况下，每天采用洒水车、雾炮车对全辖区道
路进行3次降尘作业，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时，严格按照《机投桥街道道路扬尘处理环卫预案》要求，进一步加大
辖区道路机械化清扫、洒水、冲洗频次，不存在扬尘污染严重的问题。
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
2．关于“蓝光金双楠二期8栋旁一栋旧厂房夜间长期散发刺鼻气味”的问题。
机投桥街道办事处会同区环保局对永康路340号厂房现场调查发现，奇彩美工制作部已经搬离，生产设备已清空，
之前生产过程中存在产生刺激性气味的情况。
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3．关于“蓝光金双楠二期存在住改商现象，商家噪音扰民”的问题。
机投桥街道办事处、区公安分局、区教育局对蓝光金双楠二期进行了全面摸排，发现 4栋1单元102号、7栋1单元
103号、5栋1单元101号、5栋1单元103号等4户居民住宅存在经营麻将馆的情况，且均无营业执照。经对该小区进
行走访，周围群众表示以上4家麻将馆存在噪声扰民问题。
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属实

一、（一）关于“该镇扬尘污染严重”问题。
责任领导：成都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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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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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区城管局（综
合行政执法局）局长汪毅。
一是持续加强对在建工地的规范化施工监管，严格落实裸土全覆盖、扬尘实时监控等降尘
监管措施；二是加强对环卫公司的监管，确保路面保洁到位，环卫洒水车、雾炮车不间断
作业，减少扬尘问题；三是设置夜间扬尘检查点，加强对往来运渣车的检查力度，不得出
现沿途撒漏、带泥行驶等扬尘污染问题。四是认真落实《机投桥街道道路扬尘处理环卫预
案》，强化秋冬季不利气象条件下的管控措施。
（二）关于“蓝光金双楠二期8栋旁一栋旧厂房夜间长期散发刺鼻气味”问题。
责任领导：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黎焰飚；责任单位：机投桥街道办事处、武侯区
环保局；责任人：机投桥街道办事处主任黄文胜、武侯区环保局局局长赵钢。
机投桥街道办事处、区环保局将加强对该厂房拆迁前的巡查检查力度，要求四川消防机械
总厂通达消防修制厂不得引进污染项目。
（三）关于“蓝光金双楠二期存在住改商现象，商家噪音扰民”问题。
责任领导：成都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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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区
公安分局、武侯区教育局、武侯区房管局；责任人：机投桥街道办事处主任黄文胜、武侯
区公安分局副分局长杨光、区教育局党工委委员胡晓东。
1．2018年12月1日16时，区公安分局将麻将馆经营者带回机投派出所进行询问，机投派出
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五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之规定责令四个麻将馆立即停止违法经营活动，并对四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同时下达“
告诫书”。四个麻将馆的经营者书面承诺并于2018年12月1日18时停止了经营活动。
2．区公安分局将继续加强对嘉宝物业管理公司履行出租房屋管理登记制度、外来人员登记
制度、门卫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对小区无照违法经营行为一经发现立即制止，并通
知属地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
3．机投桥街道办事处、机投派出所、九金社区联合嘉宝物业加强对小区内的巡查和宣传，
杜绝类似无照经营行为。嘉宝物业在该小区公告栏张贴了《关于小区禁止非法住改商经营
麻将馆通知》，告知该小区居民严禁在小区开设麻将馆，同时公布了机投桥街道办事处、
机投派出所投诉电话。
二、行政处罚情况：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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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基本情况。
1.投诉人反映的成都市武侯区机投镇位于成都市西三环城郊结合部，面积6.6平方千米，辖万寿桥、半边街、潮音
、果堰、机投、白佛、草金东路、九金等8个社区，户籍人口29540人，流动人口87754人。
蓝光金双楠二期8栋旁旧厂房位于永康路340号，属四川消防机械总厂通达消防修制厂办公楼，占地面积2591.51㎡
。四川消防机械总厂通达消防修制厂于2009年停产后将闲置办公楼出租，其中6处租为办公用房，租户分别为：1
、成都众诚佳易科技有限公司（办公用房）；2、成都佳运科技有限公司（办公用房）；3、成都谊邦嘉业科技有
限公司（办公+仓储）；4、四川成都汇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仓储）；5、成都博仑广告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仓
储）；6成都市武侯区奇彩美工制作部（广告制作），18处为居家住户。2018年永康路升级改造工程将该处规划为
拆迁区域。
蓝光金双楠二期位于九康环路28号，属住宅小区，于2017年1月交付使用，住宅有12栋楼，12个单元，2376户，商
业有2栋楼，756户。物业管理单位为“蓝光嘉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宝物业”）。
2.2018年以来，机投桥街道办事处针对扬尘治理工作先后多次召开工作部署会，研究制定扬尘治理工作措施。一
是加强对地铁9号线、17号线等所有在建工地文明施工管控。严格落实规范打围施工、主要通道及材料加工区地面
硬化、水泥等物料覆盖堆放、现场裸土全面覆盖、冲洗喷淋以及雾炮设施全面开启等降尘措施；二是加强辖区路
面保洁力度，提高保洁设备的投入和保洁作业频率，切实提高保洁作业的质量和效率；三是加强夜间运渣车查处
力度。每周至少3次在永康路等重点点位设置夜间扬尘检查点，对存在货厢未密闭、车身不洁带泥上路、沿途撒漏
等问题的运渣车、罐装车进行严查严处。2018年至今共计立案查处运渣车带泥行驶11起，共计罚款金额2.4万元。
2018年11月29日，机投桥街道办事处收到群众市长电话举报（单号181129M00070），反映蓝光金双楠二期8栋旁边
一栋旧厂房晚上作业散发刺鼻气味。机投桥街道工作人员于当日到现场调查处理，发现成都市武侯区奇彩美工制
作部(以下简称“奇彩美工制作部”)的2台喷绘机、1台手工工艺制作机，生产过程中存在产生刺鼻气味的问题。
奇彩美工制作部2015年营业执照注册经营场所地址为“成都市武侯区高升桥路23号附71号”，2018年10月16日与
四川消防机械总厂通达消防修制厂签订租房合同并营业，因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场所与实际不符，机投桥街道工
作人员要求王其明立即停止喷绘作业，并将喷绘设施搬离。
二、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该镇扬尘污染严重”的问题。
经现场调查，机投镇辖区现有地铁9号线工程、地铁17号线工程、成蒲铁路机投段工程、三环路辅道改造工程、武
青桥改造工程等建筑工地施工作业，各施工工地均按要求建设了喷淋、雾炮、运渣车冲洗等降尘设施且正常使
用；环卫公司（成都友邦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武侯分公司）正常情况下，每天采用洒水车、雾炮车对全辖区道
路进行3次降尘作业，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时，严格按照《机投桥街道道路扬尘处理环卫预案》要求，进一步加大
辖区道路机械化清扫、洒水、冲洗频次，不存在扬尘污染严重的问题。
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
2．关于“蓝光金双楠二期8栋旁一栋旧厂房夜间长期散发刺鼻气味”的问题。
机投桥街道办事处会同区环保局对永康路340号厂房现场调查发现，奇彩美工制作部已经搬离，生产设备已清空，
之前生产过程中存在产生刺激性气味的情况。
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3．关于“蓝光金双楠二期存在住改商现象，商家噪音扰民”的问题。
机投桥街道办事处、区公安分局、区教育局对蓝光金双楠二期进行了全面摸排，发现 4栋1单元102号、7栋1单元
103号、5栋1单元101号、5栋1单元103号等4户居民住宅存在经营麻将馆的情况，且均无营业执照。经对该小区进
行走访，周围群众表示以上4家麻将馆存在噪声扰民问题。
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属实

一、（一）关于“该镇扬尘污染严重”问题。
责任领导：成都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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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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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区城管局（综
合行政执法局）局长汪毅。
一是持续加强对在建工地的规范化施工监管，严格落实裸土全覆盖、扬尘实时监控等降尘
监管措施；二是加强对环卫公司的监管，确保路面保洁到位，环卫洒水车、雾炮车不间断
作业，减少扬尘问题；三是设置夜间扬尘检查点，加强对往来运渣车的检查力度，不得出
现沿途撒漏、带泥行驶等扬尘污染问题。四是认真落实《机投桥街道道路扬尘处理环卫预
案》，强化秋冬季不利气象条件下的管控措施。
（二）关于“蓝光金双楠二期8栋旁一栋旧厂房夜间长期散发刺鼻气味”问题。
责任领导：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黎焰飚；责任单位：机投桥街道办事处、武侯区
环保局；责任人：机投桥街道办事处主任黄文胜、武侯区环保局局局长赵钢。
机投桥街道办事处、区环保局将加强对该厂房拆迁前的巡查检查力度，要求四川消防机械
总厂通达消防修制厂不得引进污染项目。
（三）关于“蓝光金双楠二期存在住改商现象，商家噪音扰民”问题。
责任领导：成都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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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区
公安分局、武侯区教育局、武侯区房管局；责任人：机投桥街道办事处主任黄文胜、武侯
区公安分局副分局长杨光、区教育局党工委委员胡晓东。
1．2018年12月1日16时，区公安分局将麻将馆经营者带回机投派出所进行询问，机投派出
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五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之规定责令四个麻将馆立即停止违法经营活动，并对四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同时下达“
告诫书”。四个麻将馆的经营者书面承诺并于2018年12月1日18时停止了经营活动。
2．区公安分局将继续加强对嘉宝物业管理公司履行出租房屋管理登记制度、外来人员登记
制度、门卫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对小区无照违法经营行为一经发现立即制止，并通
知属地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
3．机投桥街道办事处、机投派出所、九金社区联合嘉宝物业加强对小区内的巡查和宣传，
杜绝类似无照经营行为。嘉宝物业在该小区公告栏张贴了《关于小区禁止非法住改商经营
麻将馆通知》，告知该小区居民严禁在小区开设麻将馆，同时公布了机投桥街道办事处、
机投派出所投诉电话。
二、行政处罚情况：无。

无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1.群众反映的磨子巷长约300米，修建于20世纪90年代，共27家门面，其中15家从事餐饮经营活动。
15家餐饮店中，除2家处于停业状态外，另外13家正常营业。2017年以来，区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共接到12
起该区域油烟扰民举报（工单编号分别为：170306T00981、170306T01004、170511T00265、170621T02157、
170714T01615、171108T01349、171115T01457、180603T00693、180613T01286、180802T00549、181015T00223、
181127T02937）。接投诉后，区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要求从事餐饮服务项目经营人员安装并正常使用油烟
净化设施，同时定期对油烟净化设施进行清洗，确保油烟达标排放。
二、现场调查情况。
正常营业的13家餐饮店中，“好口味北方水饺”店不排放油烟；酸萝卜鸡杂饭店、马比牛肉拉面店、锦城大红冒
火锅冒菜店、重庆胖妹面庒、尚食简餐馆、香缇小厨、李记铁板美味饭、萍姐私房菜餐馆、郑记多利汉堡店、香
达克汉堡店等10家已安装油烟净化设施，除1家达到油烟排放监测条件外，其余9家未达到油烟监测条件；祥和饭
店、川魂冒牌货冒菜店等2家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投诉人反映问题属实。

属实

责任领导：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吴影梦；责任单位：区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责
任人：区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汪毅、跳伞塔街道办事处主任周裕山。
一、1. 对达到油烟监测条件的“酸萝卜鸡杂饭店”，跳伞塔街道办事处已委托第三方监测
公司进行监测，待监测结果出具后，跳伞塔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依法进行处理。
2. 对未达到监测条件的9家餐饮店（香缇小厨、萍姐私房菜餐馆、马比牛肉拉面店、锦城
大红冒火锅冒菜店、重庆胖妹面庄、尚食简餐馆、李记铁板美味饭、郑记多利汉堡店、香
达克汉堡店），区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于2018年12月3日下达《油烟净化设备不具备
监测条件的整改通知书》，要求2018年12月26日前整改到位。区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
局）于2019年1月4日前完成对上述9家餐饮店油烟排放监测工作，并根据监测结果依法处理
。
3. 对排放油烟但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的2家餐饮店（祥和饭店、川魂冒牌货冒菜店），跳
伞塔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于2018年12月3日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2018年
12月26日前完成整改。整改后，区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其油烟排放进行监测，并
根据监测结果依法处理。
4. 逾期不整改的，区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相关规定，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整改的，责令停业整治。
5. 暂未营业的“饭团团与菜多多”、“饺子有点皮”2家餐饮店若继续营业，跳伞塔街道
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将对其油烟排放情况进行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依法处理。
6.“好口味北方水饺”店不排放油烟，跳伞塔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要求其后续不得从事
产生油烟的餐饮项目，经营者已承诺不经营其他项目。
二、行政处罚情况：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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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
路60号 沸城商业体
一层和二层楼火锅店
、餐馆、酒馆油烟和
噪音扰民。

武侯区
大气,
噪音

一、1.投诉人反映的“沸城商业体”位于武侯区科华北路60号，2006年8月建成投入使用，商住一体，1至2层为商
业，3至13层为公寓。1至2层商业目前有火锅店、餐馆、酒馆共32家，有28家办理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
可证》（或《四川省食品小经营店（餐饮服务）备案表》）且证照均在有效期限内，经营主体合法，3家有营业执
照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四孃特色米线未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5家餐饮商家在生态环境部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登记网上备案系统进行了登记备案，其余27家未进行环境影响登记备案。
2017年以来，跳伞塔街道办事处共接到7件关于科华北路60号沸城餐饮商家油烟和噪声扰民的投诉，其中微博投诉
2件（2017年5月15日、2018年4月26日），市长公开电话投诉5件（170620T01187、171104T01712、180917T00388
、180423T01613、180609T00300）。跳伞塔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到现场进行了调查处理，要求未安装油烟净化
器的商家安装油烟净化器，已安装油烟净化器的商家按规定使用油烟净化器，并定期清洗维护；督促商家降低音
乐音量，要求加装隔音棉降噪并张贴“温馨提示”，约束提示食客不要大声喧哗。
二、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油烟扰民问题。
2018年12月1日，区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跳伞塔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对“沸城商业体”油烟扰民情况进
行了现场调查。32家火锅店、餐馆、酒馆中沙野轻食、花甲米线、四孃特色米线、猛犸精酿酒吧、小牛水饺、贡
源抄手、HELEN、小火慢炖排骨米线8家餐饮商家制作过程主要采取水蒸、水煮方式，不产生油烟；原味火锅冒菜
（与小龙腾冒菜共用1个厨房）、熙熙多烧肉饭、馨香面庄、重庆豌杂面、川清粥小菜、无斗烤肉、锅儿匠辣子鸡
、吃喜牛肉串串、Mojar、悠游居酒屋、炮哥人家、牛排餐吧、小龙坎员工餐厅、第一佳大鸡排、麻辣香锅、湘村
木桶饭、印度菜菜17家餐饮商家产生油烟且安装了油烟净化器，其中重庆豌杂面、锅儿匠辣子鸡、吃喜牛肉串串3
家餐饮商家具备监测条件，其余14家不具备监测条件；空签签、辣骨王、曼玲粥店、吃饭建议集团、冬阴功、天
瑶6家餐饮商家产生油烟，未安装油烟净化器。
2.关于“噪音扰民”问题。
2018年12月1日，武侯公安分局对“沸城商业体”一层和二层楼火锅店、餐吧、酒馆进行突击检查，重点检查猛犸
精酿啤酒屋、Helens酒吧、Mojar 3家酒吧、餐吧。检查民警责令3家酒吧、餐吧负责人夜间经营必须调低音量，
要求3家场所负责人签订承诺书，同时召集其余商家负责人进行口头告诫，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2018年12月1日至2日，区环境监测站对产生固定设备噪声的26家餐饮商家进行了监测（小龙腾冒菜、小火慢炖排
骨米线、辣骨王、天瑶、花甲米线、四孃特色米线6家无固定设备噪声无需进行监测），监测报告显示：曼玲粥店
、吃喜牛肉串串、冬阴功、麻辣香锅、印度菜菜5家餐饮商家噪声排放超标，其余22家餐饮商家噪声排放达标。
综上，投诉人反映的“油烟、噪音扰民”问题属实。

属实

一、（一）关于“油烟扰民”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政府副区长吴影梦。责任单位：跳伞塔街道办事处、区城管局（综合行
政执法局）。责任人：跳伞塔街道党工委书记罗新蓉、区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汪毅。
对具备油烟监测条件的3家餐饮商家，跳伞塔街道办事处将委托有资质的监测公司进行监
测；对已安装油烟净化器，但不具备监测条件14家餐饮商家，跳伞塔街道办事处对其下达
了《油烟净化设备不具备监测条件的整改通知书》，责令其按照环保要求对烟道进行整
改，待整改完成后，委托有资质的监测公司进行监测；对未安装油烟净化器6家商家，跳伞
塔街道办事处对其下达了《环境违法行为告知书》，责令按照相关规定和监测要求安装油
烟净化器及烟道，区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跳伞塔街道执法中队下达了《责令限期改
正通知书》，责令商家按时完成整改，安装油烟净化器和按规定整改烟道，整改完成后，
委托有资质的监测公司进行监测。区城管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和跳伞塔街道办事处将
根据上述监测结果依法依规处置。
（二）关于“噪声扰民”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政府副区长吴影梦、武侯区政府副区长黎焰飚。责任单位：武侯公安分
局、区环保局。责任人：武侯公安分局副局长杨光、区环保局局长赵钢。
区环保局责令5家（曼玲粥店、吃喜牛肉串串、冬阴功、麻辣香锅、印度菜菜）噪声排放超
标的商铺于2018年12月8日前整改，确保噪声达标排放。同时，对其余噪声排放达标的商家
进行法律法规宣传，要求进一步做好噪声污染防治工作，避免扰民。
武侯公安分局将持续对沸城夜间经营情况进行巡查，结合公共场所日常管理工作，广泛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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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责令
商家在夜间经营时噪声排放必须达到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否则将依法进行处罚。
（三）关于证照不齐和环评备案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政府副区长林金辉、武侯区政府副区长黎焰飚。责任单位：区环保局、
区市场监管局。责任人：区环保局局长赵钢、区市场监管局局长郑伟。
2018年12月2日，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执法人员对花甲米线、馨香面庄、小牛水饺、四孃特
色米线等4家证照不齐的商家出具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商家立即停止经营活动，并
于12月26日前到辖区所在监管部门及时办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三小
备案证》等相关证照。跳伞塔街道办事处督促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商家
及时备案，区环保局将具体指导商家完成备案手续，并于2018年12月10日前完成备案工作
。
二、行政处罚情况：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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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磨子巷
多家餐饮店长期油烟
扰民。

武侯区 大气



（一）关于“餐馆油烟扰民”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政府副区长吴影梦；责任单位：武侯区城管局、玉林街道办事处；责任
人：武侯区城管局局长汪毅、玉林街道办事处主任张钟。
1.2018年12月1日，玉林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约见了10家产生油烟的餐饮店负责人，要求
各商家规范经营，并对烟道未设置监测孔的问题立即进行整改。
2.委托成都酉辰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在2018年12月15日前完成对未开展油烟监测的9家餐饮店
的油烟监测。玉林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将根据监测结果依法进行相应处理。
（二）关于“餐馆噪音扰民”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政府副区长黎焰飚；责任单位：武侯区环保局、玉林街道办事处；责任
人：武侯区环保局局长赵钢、玉林街道办事处主任张钟。
2018年12月3日，区环保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和《四川省环境保
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依法向“多无所谓烧烤”、“明洞炸鸡”和“如在蜀火锅”三家餐
饮店下达《责令改正决定书》（成武环责改字[2018]120303-4号、 [2018]120301-4号、
[2018]120302-4号，见附件3)，责令“多无所谓烧烤”、“明洞炸鸡”和“如在蜀火锅”
采取措施整改，保证设备边界噪声排放达到国家标准，整改完成期限为2018年12月18日前
。
待三家餐饮店整改完成后，区环保局将对其噪音进行复测，并依据复测结果作下一步处理
。
（三）关于“酒吧噪音扰民”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政府副区长吴影梦、武侯区政府副区长黎焰飚；责任单位：武侯区公安
分局、武侯区城管局、武侯区环保局、武侯区文体局、玉林街道办事处；责任人：武侯区
公安分局副局长杨光、武侯区城管局局长汪毅、武侯区环保局局长赵钢、武侯区文体旅游
局副局长蒋理 、玉林街道办事处主任张钟。
武侯区公安分局现场对“音乐房子酒吧”的现场负责人宣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音
污染防治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要求其从事歌舞演艺活动需提前向区文体旅游局申
报，经批准后方可从事歌舞演艺活动；夜间经营时严格控制噪音，避免噪音扰民。现场负
责人作出书面承诺（见附件3），保证严格遵守各项法律规定，避免出现噪音扰民。
区城管局会同区文化体育旅游局对“乐都CLUB”的现场负责人进行了法规宣传教育，要求
其切实做好降噪措施，控制好场内音量，避免出现噪音扰民。
（四）关于“部分商家证照不完善、未进行环保备案登记”的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政府副区长林金辉、武侯区政府副区长黎焰飚；责任单位：武侯区市场
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武侯区环保局、玉林街道办事处；责任人：武侯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局长郑伟、武侯区环保局局长赵钢、玉林街道办事处主任张钟。
2018年12月1日，玉林街道市场和质量监管所针对“蚝味鲜”和“乐都CLUB”在玉林南路
15号无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餐饮经营的行为，按照《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分别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武侯玉林）食药监责改[2018]0101号、0100号（见附件
3），责令15日内改正违法行为。
2018年12月1日，玉林街道市场和质量监管所针对“朝哺小吃店”、“欧巴石锅拌饭”和“
必回头自助牛杂火锅”在成都玉林南路15号110商铺、玉林南路15号附125-126号和405号
无备案证从事食品经营服务的行为，按照《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
》的相关规定，分别下达了《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武侯玉林）食药当罚[2018]0096号
、0095号、0098号（见附件3），责令商家在15日内改正违法行为，并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
2018年12月1日，区环保局向餐饮店业主宣讲了环境影响等级备案的相关法规和程序，要求
“明洞炸鸡”、“蚝味鲜”、“多无所谓烧烤”、“李本家韩式火锅”、“阳光院坝小龙
虾”和“必回头牛杂火锅”6家餐饮店于2018年12月7日前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备案
。区环保局将对其备案情况进行复查，并根据复查结果作下一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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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  玉林
生活广场的餐馆、酒
吧、火锅的油烟和噪

声扰民。

成都市
武侯区

大气
、噪
音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1.群众反映的成都市武侯区玉林生活广场位于玉林南路与二环路南三段交界处，是蓝光集团于2002年开发的
商业综合体，共7层，1层至4层为餐饮商铺，配套修建有上顶的公共高排烟道。目前共有12家餐饮店，2家酒吧；5
层至7层为办公写字楼（除物管使用部分外，其余房屋基本处于空置状态）。玉林生活广场南面临二环路，西面临
玉林南路，街对面为一家整形医院，东面距离如家家酒店约10多米，仅北面临近玉林南路3号院居民楼约20米，酒
吧均朝向二环路。12家餐饮店中，7家取得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4家已办理《营业执照》，未
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分别是“蚝味鲜”、“朝哺小吃店”和“欧巴美味渣”、“又见曾毛肚”（正在装
修）；1家无证无照，为 “必回头牛杂火锅”。 6家未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分别为：“明洞炸鸡
”、“蚝味鲜”、“多无所谓烧烤”、“李本家韩式火锅”、“阳光院坝小龙虾”和“必回头牛杂火锅”。
2家酒吧中，“乐都CLUB”取得了《营业执照》，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音乐房子”证照齐全；均办理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2.近两年来，武侯区城管局和玉林街道办事处收到2起关于武侯区玉林生活广场“蚝味鲜”餐厅油烟扰民的投诉案
件，分别为2018年10月17日“成都市长公开电话”转办单（编号为181017T03239）和2018年10月29日“成都市文
明热线96110”转办单（编号为680077）。经现场勘验发现，“蚝味鲜”餐厅的经营场所位于玉林生活广场1楼，
油烟净化器运行正常，油烟处理后通过上顶公共烟道排放，玉林街道办事处委托成都酉辰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该
店排出的油烟进行了监测，结果显示其油烟排放浓度为0.45mg/m3³,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GB18483-2001）的标准限值要求。”。
二、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餐馆油烟扰民”问题。
现场检查发现，该商业综合体内12家餐饮店中，“又见曾毛肚”正在装修，未营业。其余11家餐饮店均分别安装
了油烟净化设施，且油烟通过连接共用商业综合体内的上顶高排烟道排放，现场检查油烟净化设施运行正常，也
未发现烟道有泄漏的情况。
为掌握各餐饮单位油烟净化设施的实际运行效果，玉林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12月1日，委托成都酉辰环境检测有限
公司对12家餐饮店油烟排放情况进行了监测勘验，并出具勘验情况说明（见附件3）。其中，“川倒拐耗儿鱼”、
“明洞炸鸡”、“欧巴石锅拌饭”、“如在蜀”、“旨味烧肉屋”、“多无所谓烧烤”、“李本家韩式火锅”、
“阳光院坝龙虾”和“必回头牛杂火锅”9家餐饮店有煎炒灶台、有烟道、有油烟净化器、未开检测孔，不满足采
样条件，需开孔后再进行监测；“朝哺小吃店”不进行煎炒油炸，不产生油烟，无须进行油烟监测。
因该商业综合体内餐饮店较多，营业区存在一定烹调食物的油烟气味，综上投诉人反映情况属实。
2.关于“餐馆噪音扰民”问题。
2018年12月1日下午，区环境监测站和成都酉辰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武侯区玉林生活广场内具备监测条件的10家餐
饮店铺的噪音产生设备（油烟净化器）进行了噪声监测。“李本家韩式火锅”因油烟净化器位于三面墙体的中
间，对周围环境基本无影响，无需进行现场噪声监测，“又见曾毛肚” 为新转租铺面，正在装修，尚未开门营业
。
监测结果显示，“多无所谓烧烤”、 “明洞炸鸡”和“如在蜀火锅”三家噪声排放超标（武侯环监字（2018）第
JT161号、JT156号、JT162号，详见附件3），其余商家噪声均达标排放。
综上投诉人反映情况属实。
3.关于“酒吧噪音扰民”问题
2018年12月1日，武侯区公安分局和区城管局委托成都酉辰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音乐房子酒吧”和“乐都CLUB”
的项目边界噪音进行检测。监测报告（酉辰字（2018）第U678号、U677号，详见附件3）显示：“‘音乐房子酒吧
’边界东外1m处昼间音响设备噪音的测量值为59dB(A)”,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音排放标准》（GB22337-2008）
表1中2类标准；夜间噪音测量值为59.5dB(A)，背景噪音的测量值为58.6dB(A)，评价结果为无法判断。‘乐都
CLUB’边界南外1m处昼间音响设备噪音的测量值为66.9dB(A)，背景值为65.7 dB(A)，评价结果为无法评价；夜间
噪音测量值为64.4dB(A)，背景值为64dB(A)，评价结果为无法判断”。
投诉人反映情况不属实。

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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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
路60号 沸城商业体
一层和二层楼火锅店
、餐馆、酒馆油烟和
噪音扰民。

武侯区
大气,
噪音

一、1.投诉人反映的“沸城商业体”位于武侯区科华北路60号，2006年8月建成投入使用，商住一体，1至2层为商
业，3至13层为公寓。1至2层商业目前有火锅店、餐馆、酒馆共32家，有28家办理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
可证》（或《四川省食品小经营店（餐饮服务）备案表》）且证照均在有效期限内，经营主体合法，3家有营业执
照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四孃特色米线未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5家餐饮商家在生态环境部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登记网上备案系统进行了登记备案，其余27家未进行环境影响登记备案。
2017年以来，跳伞塔街道办事处共接到7件关于科华北路60号沸城餐饮商家油烟和噪声扰民的投诉，其中微博投诉
2件（2017年5月15日、2018年4月26日），市长公开电话投诉5件（170620T01187、171104T01712、180917T00388
、180423T01613、180609T00300）。跳伞塔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到现场进行了调查处理，要求未安装油烟净化
器的商家安装油烟净化器，已安装油烟净化器的商家按规定使用油烟净化器，并定期清洗维护；督促商家降低音
乐音量，要求加装隔音棉降噪并张贴“温馨提示”，约束提示食客不要大声喧哗。
二、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油烟扰民问题。
2018年12月1日，区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跳伞塔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对“沸城商业体”油烟扰民情况进
行了现场调查。32家火锅店、餐馆、酒馆中沙野轻食、花甲米线、四孃特色米线、猛犸精酿酒吧、小牛水饺、贡
源抄手、HELEN、小火慢炖排骨米线8家餐饮商家制作过程主要采取水蒸、水煮方式，不产生油烟；原味火锅冒菜
（与小龙腾冒菜共用1个厨房）、熙熙多烧肉饭、馨香面庄、重庆豌杂面、川清粥小菜、无斗烤肉、锅儿匠辣子鸡
、吃喜牛肉串串、Mojar、悠游居酒屋、炮哥人家、牛排餐吧、小龙坎员工餐厅、第一佳大鸡排、麻辣香锅、湘村
木桶饭、印度菜菜17家餐饮商家产生油烟且安装了油烟净化器，其中重庆豌杂面、锅儿匠辣子鸡、吃喜牛肉串串3
家餐饮商家具备监测条件，其余14家不具备监测条件；空签签、辣骨王、曼玲粥店、吃饭建议集团、冬阴功、天
瑶6家餐饮商家产生油烟，未安装油烟净化器。
2.关于“噪音扰民”问题。
2018年12月1日，武侯公安分局对“沸城商业体”一层和二层楼火锅店、餐吧、酒馆进行突击检查，重点检查猛犸
精酿啤酒屋、Helens酒吧、Mojar 3家酒吧、餐吧。检查民警责令3家酒吧、餐吧负责人夜间经营必须调低音量，
要求3家场所负责人签订承诺书，同时召集其余商家负责人进行口头告诫，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2018年12月1日至2日，区环境监测站对产生固定设备噪声的26家餐饮商家进行了监测（小龙腾冒菜、小火慢炖排
骨米线、辣骨王、天瑶、花甲米线、四孃特色米线6家无固定设备噪声无需进行监测），监测报告显示：曼玲粥店
、吃喜牛肉串串、冬阴功、麻辣香锅、印度菜菜5家餐饮商家噪声排放超标，其余22家餐饮商家噪声排放达标。
综上，投诉人反映的“油烟、噪音扰民”问题属实。

属实

一、（一）关于“油烟扰民”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政府副区长吴影梦。责任单位：跳伞塔街道办事处、区城管局（综合行
政执法局）。责任人：跳伞塔街道党工委书记罗新蓉、区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汪毅。
对具备油烟监测条件的3家餐饮商家，跳伞塔街道办事处将委托有资质的监测公司进行监
测；对已安装油烟净化器，但不具备监测条件14家餐饮商家，跳伞塔街道办事处对其下达
了《油烟净化设备不具备监测条件的整改通知书》，责令其按照环保要求对烟道进行整
改，待整改完成后，委托有资质的监测公司进行监测；对未安装油烟净化器6家商家，跳伞
塔街道办事处对其下达了《环境违法行为告知书》，责令按照相关规定和监测要求安装油
烟净化器及烟道，区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跳伞塔街道执法中队下达了《责令限期改
正通知书》，责令商家按时完成整改，安装油烟净化器和按规定整改烟道，整改完成后，
委托有资质的监测公司进行监测。区城管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和跳伞塔街道办事处将
根据上述监测结果依法依规处置。
（二）关于“噪声扰民”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政府副区长吴影梦、武侯区政府副区长黎焰飚。责任单位：武侯公安分
局、区环保局。责任人：武侯公安分局副局长杨光、区环保局局长赵钢。
区环保局责令5家（曼玲粥店、吃喜牛肉串串、冬阴功、麻辣香锅、印度菜菜）噪声排放超
标的商铺于2018年12月8日前整改，确保噪声达标排放。同时，对其余噪声排放达标的商家
进行法律法规宣传，要求进一步做好噪声污染防治工作，避免扰民。
武侯公安分局将持续对沸城夜间经营情况进行巡查，结合公共场所日常管理工作，广泛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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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责令
商家在夜间经营时噪声排放必须达到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否则将依法进行处罚。
（三）关于证照不齐和环评备案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政府副区长林金辉、武侯区政府副区长黎焰飚。责任单位：区环保局、
区市场监管局。责任人：区环保局局长赵钢、区市场监管局局长郑伟。
2018年12月2日，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执法人员对花甲米线、馨香面庄、小牛水饺、四孃特
色米线等4家证照不齐的商家出具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商家立即停止经营活动，并
于12月26日前到辖区所在监管部门及时办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三小
备案证》等相关证照。跳伞塔街道办事处督促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商家
及时备案，区环保局将具体指导商家完成备案手续，并于2018年12月10日前完成备案工作
。
二、行政处罚情况：无。

无



投诉人反映情况属实。
一、基本情况
1.投诉人反映的“泛悦国际广场”位于武侯区科华中路与长荣路交汇处， 2016年7月30日建成开业，总面积98000
㎡，其中集中商业44000㎡，街区商业54000㎡，有8栋商业楼、3栋住宅楼和3条商业街道，物业管理方为成都南国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国物业），共有商户168家。168家商户中，餐饮店为55家，其中8家不产生油烟排
放，其余40家产生油烟的餐饮店均安装了油烟净化器，通过烟道上顶排放。
2.2018年12月1日，区市场监管局对“泛悦国际广场”55家餐饮店逐个检查，九州料理、黑泷太郎、大院烤串、火
麻巷、憨沸、大小鱼河鲜馆、筷妹子7家餐饮店未营业；呼小宝、特色牛肉面2家餐饮店无证无照；小龙坎火锅、
羊蝎子烤鱼、熊猫精酿啤酒厨房、客来思餐吧、烧客遇酒5家餐饮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四
川省食品小经营店（餐饮服务）备案证》）在办理中；其余41家餐饮店均取得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
证》（或《四川省食品小经营店（餐饮服务）备案证》），且证照均在有效期内。55家餐饮店均未办理生态环境
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网上备案。
二、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成都市武侯区泛悦国际广场油烟扰民”问题。
检查发现40家产生油烟的餐饮店油烟净化设施运行正常，烟道不存在泄露现象，其中13家出具了2018年油烟监测
报告，监测结果均达标；17家在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期间，由区城管局委托第三方开展了油烟监测，结果均达
标；其余10家为2018年新开设，目前尚未进行油烟监测。
由于该商业综合体餐饮店较多，营业区内存在烹调食物的油烟味，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关于“成都市武侯区泛悦国际广场噪音扰民”问题。
泛悦国际广场为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西面紧邻科华中路，南面、北面、东面有噪声敏感建筑物，2018年12月1日
19：00至21：00，武侯区环境监测站分别在上述三处噪声敏感处进行了环境噪声监测，根据区环境监测站出具的
监测报告（武侯环监字（2018）第JT151号）显示，其环境噪声分别为58.9dB、53.4dB和55.3dB，符合所处声环境
功能区的环境质量要求 。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

属实

一、（一）关于“成都市武侯区泛悦国际广场油烟扰民”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吴影梦；责任单位：火车南站街道办事处、区城管局
（综合行政执法局）；责任人：火车南站街道办事处主任孙蓓、区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
局）局长汪毅。
火车南站街道办事处将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于2018年12月30日前，完成对27家餐饮店油烟
监测，根据报告结果依法处理。同时，将继续加强对餐饮店的日常监管，确保油烟净化设
施正常运行。
（二）关于“证照不齐和未进行环评登记备案”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林金辉、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黎焰飚；责任单位：火
车南站街道办事处、区环境保护局、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责任人：火车南站街道办
事处孙蓓、区环境保护局局长赵钢、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局长郑伟
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已依法向2家商铺无证无照经营单位发送责令改正通知书，限期30
日完成整改；46家商铺主体资格合法，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职能职责严格要求
经营者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依法依规开展经营活动，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区环境保护局向餐饮店业主宣讲了环境影响登记备案的相关法规和程序，要求未开展环境
影响评价登记备案的餐饮店“于2018年12月8日前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备案。区环保
局将对其备案情况进行复查，并根据复查结果作下一步处理。
二、行政处罚情况：无。

已移交追责
问责组进一
步调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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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 泛悦
国际广场油烟、噪音
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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