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2018 年 12 月 7 日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30   12  2 

11
X510000201
812020017

成都市武侯区机投镇
万寿社区位于成蒲铁
路与三环路武青桥外
侧旁边的土地，挖沙
采石做堆场。

成都
市武
侯区

大气
噪音

经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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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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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时未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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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投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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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8年11月30日，收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X510000201811300017号投诉案件
。投诉人反映该地块的“砂石厂生产导致周边环境脏乱差，白天停工，晚上粉碎加工筛选砂石
。扬尘，噪音扰民。”问题。区政府赓即责成武侯区城中村推进办、区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
局）、区建设局、机投桥街道办事处调查处理，并于12月4日上报了调查处理情况报告（详见：
成武府〔2018〕141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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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18年11月30日收到的中央第五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X510000201811300017号投诉案件投诉地点一致。
1、群众反映的该地块“挖沙采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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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块现场剩余的1套废弃未安装的砂石筛选设备2018年11月30日已拆除，且场
地裸土采取了防尘网覆盖，不存挖沙采石的情况。
群众反映的情况不属实。
2、群众反映的该地块“做堆场”的情况
现场检查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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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路电力隧道施工等工地之间，上述工地
施工期间产生的砂土有临时堆放的情况。
群众反映的情况属实。

属实

群众反映“成都市武侯区机投镇万寿社区
位于成蒲铁路与三环路武青桥外侧旁边的
土地，挖沙采石做堆场。”问题。
责任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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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区机投桥街道办事处；责任
人：区城中村改造推进办公室党组书记宋
俊红；武侯区机投桥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
记沈瑜。
1．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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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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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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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路电力隧道等的巡查，督促施
工单位严格落实文明施工要求。
行政处罚情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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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
街全景医院。投诉四
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
测中心站对于玉林北
街全景医院环评造假
（川辐评[2018]50
号），认为选址合理
的结论没有依据，要
求重新论证。

武侯
区

其他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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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医院。投诉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对于玉林北街全
景医院环评造假（川辐评[2018]50号），认为选址合理的结论没有依据，要求重新论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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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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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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市辖区 1、二
环路南三段与人民南
路四段的跨桥，车流
量大，汽车噪音扰
民，请修隔音屏和安
装限速电子眼；2、桐
凤路52号规划为绿地
被占用为停车洗车
场，长期排放洗车废
水，要求恢复绿地。

成都
市武
侯区

噪音,
水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基本情况。
1.投诉人反映的二环路南三段与人民南路四段的跨线桥由人南立交桥和二环路高架组成。其
中，人南立交桥于上世纪末建成通车，建设业主为成都市干道建设指挥部；二环路高架是在原
二环路上整体修建的高架城市快速路，该道路是沥青路面的双向六车道，建设业主为成都兴城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2012年6月开工建设，2013年5月竣工通车。二环路西半环建设期间，已
按照环评报告书落实运营期道路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有效降低沿线的环境噪声。主要措施包
括：对二环路沿线的学校、医院等敏感点安装隔音屏；对二环路沿线的环境敏感点建筑更换“
6+9+6”中空隔音玻璃；在桥面及底层道路均采用降噪效果优于普通混凝土的沥青马蹄脂
（SMA）铺装；在桥面选用安装降噪功能好的伸缩缝产品（型钢及梳齿板型伸缩缝），提高道路
平整度；对二环路高架桥全线进行限速80km/h的智能交通管理，减少高速行车带来的交通噪
声；对高架桥进行限货限载交通管理，减少重车或大车带来的交通噪声。二环高架通车后，车
流量大幅度增加，高架桥沿线新增部分噪音敏感点，城市道路交通环境存在噪声。
二环高架路人南立交段附近约有2111余户居民，主要有：阳光花园132户，祥福苑200户，锦官
新城西区150户，锦官新城东区190户，如意花园309户，中华园临二环184户，银都花园临二环
110户，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750户，棕港公寓86户。
桐凤路52号地块位于凯宾斯基酒店北侧，二环路南侧，归属四川电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面积
为6316.29平方米，原作为该公司电力设施堆放场地。2011年8月18日四川电力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将其租赁给凯宾斯基饭店作为内部职工停车使用。
2.2017年成都市委市政府将二环路增设隔音屏工作列为2017年十大民生实事工作目标，成都市
城乡建设委员会会同二环路沿线各区人民政府，对二环路沿线建筑分类及与高架桥距离、既有
隔音屏以及里面整治已安装中空隔音窗的情况进行梳理提出了二环路隔音屏建设实施方案，并
报经市政府同意。其中，二环路人南立交节点东北侧成都棕南妇科医院、中国民航局第二研究
所段新增隔音屏约136米，西北侧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门诊部段新增隔音屏约82米，该工作已
于2017年底完成。2017年以来，按照市委、市政府“三治一增”战略部署，市公安局交管局、
武侯区公安分局立足自身工作职责，以开展“科学治堵”、“重拳治霾”为载体，积极参与道
路交通综合治理，强化交通噪声整治。
一是组织专班，常态严管。为确保二环高架路人南立交段的交通管理措施落实到位，从2017年7
月至今，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处高架大队每天安排警力13人次，采取固定值守与巡逻管控相结
合的方式，每日22时至次日凌晨7时，全覆盖加强路面管控。同时，研发重点交通违法研判模
型，依托“情指勤”警务机制，精准打击突出违法行为。区公安局巡警（防暴）大队每天7:30
时至19:00，采取固定值守与巡逻管控相结合的方式，配合属地交警一分局全覆盖加强路面管控
。据统计，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12月2日，公安交警部门在二环高架路人南立交段累计查处交
通违法行为1884件。
二是削减车种，减少噪音。2013年5月30日起，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向社会发布了《成都市
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关于加强二环高架路交通安全管理的通告》，禁止所有货车、大客车（含中
型客车）、危险化学品运输车、摩托车、非机动车和行人驶入二环高架路的交通管理措施，同
时，全线设置配套交通标志215面，安装电子抓拍设备183套，对违法驶入高架路、超速行驶等
违法行为实施自动抓拍，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12月2日，共抓拍超速违法行为342件。
三是尾号扩面，调控总量。在2012年10月实施的“二三环之间区域”的汽车尾号限行管控措施
基础上，按照法定程序，2018年1月22日起，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将尾号限行区域扩大至绕
城高速（G4201）（不含）以内的所有道路，中心城区交通出行削减总量由实施前的11-14%,增
加到20%。
四是严格禁鸣、强力执法。向社会发布了《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关于禁止机动车鸣喇叭的
的通告》，2017年8月16日起，对绕城高速（G4201）以内（不含）的区域全天禁止机动车鸣喇
叭。严查机动车违禁鸣笛等违法行为，形成有效执法震慑。
五是依托“蓉e行”平台，培育绿色交通习惯。为逐步引导市民摆脱对小汽车出行的依赖，坚持
将路权向公共交通以及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倾斜，鼓励支持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车位“三
个共享”交通发展，交警支队建立全国首个“蓉e行”交通众治公益联盟平台，发动企业和群众
力量共担治堵责任。按照区委区政府部署，武侯区公安分局充分发动区级各单位、各街道办事
处、社区及派出所工作人员推广“蓉e行”，进一步增长“蓉ｅ行”注册用户人数，提高平台的
知晓率和覆盖率。“蓉e行”平台自上线以来，注册用户突破200万人，其中武侯区新增注册用
户2万人。
2018年11月19日，火车南站街道办事处收到1起涉及凯宾斯基酒店侵占桐凤路绿化带作为停车场
的投诉（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X510000201811180001号投诉案件）。火车南站街
道办事处庚即会同区建设局、区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区交通局、区公安分局、区国土
分局、区规划分局核查。经调查核实，投诉人反映停车场侵占桐凤路绿化带的情况不属实。
二、现场调查情况。
1. 关于“二环路南三段与人民南路四段的跨桥，车流量大，汽车噪音扰民，请修隔音屏和安装
限速电子眼”问题。
2018年11月15日、17日成都市交警一分局会同武侯区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分2次（昼间、夜间）
对人民南路四段过往车辆噪声进行现场检测。选取了凯莱帝景C座及盘谷花园四栋1单元2个点位
进行了测试，各测试20分钟后，监测结果显示：
凯莱帝景C座居民楼外1米处昼间噪声为64.4分贝，盘谷花园四栋1单元居民楼外1米处昼间噪声
为61.3分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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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限值为昼间≤70分贝）；凯莱帝景C座居民楼外1米处夜间噪声为64.5
分贝，盘谷花园四栋1单元居民楼外1米处夜间噪声为58.3分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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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限值为夜间≤55
分贝）。投诉人反映“二环路南三段与人民南路四段的跨桥，车流量大，汽车噪音扰民，请修
隔音屏和安装限速电子眼”问题属实。
2. 关于“桐凤路52号规划为绿地被占用为停车洗车场，长期排放洗车废水，要求恢复绿地”问
题。
经现场调查，关于“桐凤路52号规划为绿地被占用为停车洗车场，长期排放洗车废水，要求恢
复绿地”问题。该地块所有权属四川电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8月18日起成都向阳凯宾斯
基饭店有限公司与四川电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场地租赁协议后现作为饭店员工内部停车使
用。目前，该停车场已于2018年11月20日自行停止使用，投诉人反映情况不属实。

属实

一、（一）关于“二环路南三段与人民南
路四段的跨桥，车流量大，汽车噪音扰
民，请修隔音屏和安装限速电子眼”问题
。
责任领导：武侯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成
员潘永革，武侯区政府副区长吴影梦，成
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陈顺治，市公
安局副局长、交通警察支队支队长李文
胜；责任单位：火车南站街道办事处、成
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市公安局交管局、
武侯区公安分局；责任人：火车南站街道
办事处主任孙蓓、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城建处陈俊材、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处长
钟祥、武侯区公安分局副分局长杨光。
人南立交桥和二环路高架桥通车后已移交
市城管委进行管养维护，市建委建议市城
管委加强立交维护管理，及时修复受损路
面，保障道路路面平整度及完好度。
市建委建议市公安交管局保障道路标识牌
及相关设施完好。对道路全路段进行管
控，加强对立交桥上行驶车辆的管理，严
格控制行车速度及鸣笛问题，有效降低行
驶噪音，减少行车带来的交通噪声。
市公安局将持续做好宣传监督，一是会同
属地街道办等相关部门，定期深入二环高
架路人南立交段沿线楼盘，及时倾听群众
意见建议，回应群众依法合理表达诉求。
二是引导群众依托“蓉e行”平台参与二
环高架路人南立交段交通秩序治理，共建
共享文明绿色交通。三是结合二环高架路
人南立交一线常态化勤务管理工作，邀请
媒体采用随警出击、专题报道等方式，强
化超速、鸣笛等交通违法查处力度报道。
同时借助网络直播平台，强化执法力度和
违法曝光密度，培养货车驾驶员文明驾驶
的理念。
区公安局配合交警一分局开展辖区交通秩
序常态化管理，继续强化二环高架路各类
机动车的违法管理力度，特别是对违禁鸣
笛、超速车辆的管理。
（二）关于“桐凤路52号规划为绿地被占
用为停车洗车场，长期排放洗车废水，要
求恢复绿地”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成
员潘永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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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侯区交通局、武侯区城市管理局（综合行
政执法局）；责任人：火车南站街道办事
处主任孙蓓、武侯区交通局局长邬千里、
武侯区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局
长汪毅。
2018年12月3日，武侯区交通局工作人员
到桐凤路52号侵占绿化带停车场现场调
查，发现该停车场已停止经营行为，不存
在洗车排放废水的情况。场地内相关设施
设备已拆除，仅剩大门的岗亭暂未拆除，
其停车场负责人表示岗亭仅用于看守场
地，防治社会车辆进入以及运渣车倾倒建
渣，待其合同到期，将立即拆除岗亭。
火车南站街道办事处加强督促成都向阳凯
宾斯基饭店有限公司做好该租赁场地的日
常管理工作。
二、行政处罚情况：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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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市辖区 1、二
环路南三段与人民南
路四段的跨桥，车流
量大，汽车噪音扰
民，请修隔音屏和安
装限速电子眼；2、桐
凤路52号规划为绿地
被占用为停车洗车
场，长期排放洗车废
水，要求恢复绿地。

成都
市武
侯区

噪音,
水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基本情况。
1.投诉人反映的二环路南三段与人民南路四段的跨线桥由人南立交桥和二环路高架组成。其
中，人南立交桥于上世纪末建成通车，建设业主为成都市干道建设指挥部；二环路高架是在原
二环路上整体修建的高架城市快速路，该道路是沥青路面的双向六车道，建设业主为成都兴城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2012年6月开工建设，2013年5月竣工通车。二环路西半环建设期间，已
按照环评报告书落实运营期道路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有效降低沿线的环境噪声。主要措施包
括：对二环路沿线的学校、医院等敏感点安装隔音屏；对二环路沿线的环境敏感点建筑更换“
6+9+6”中空隔音玻璃；在桥面及底层道路均采用降噪效果优于普通混凝土的沥青马蹄脂
（SMA）铺装；在桥面选用安装降噪功能好的伸缩缝产品（型钢及梳齿板型伸缩缝），提高道路
平整度；对二环路高架桥全线进行限速80km/h的智能交通管理，减少高速行车带来的交通噪
声；对高架桥进行限货限载交通管理，减少重车或大车带来的交通噪声。二环高架通车后，车
流量大幅度增加，高架桥沿线新增部分噪音敏感点，城市道路交通环境存在噪声。
二环高架路人南立交段附近约有2111余户居民，主要有：阳光花园132户，祥福苑200户，锦官
新城西区150户，锦官新城东区190户，如意花园309户，中华园临二环184户，银都花园临二环
110户，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750户，棕港公寓86户。
桐凤路52号地块位于凯宾斯基酒店北侧，二环路南侧，归属四川电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面积
为6316.29平方米，原作为该公司电力设施堆放场地。2011年8月18日四川电力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将其租赁给凯宾斯基饭店作为内部职工停车使用。
2.2017年成都市委市政府将二环路增设隔音屏工作列为2017年十大民生实事工作目标，成都市
城乡建设委员会会同二环路沿线各区人民政府，对二环路沿线建筑分类及与高架桥距离、既有
隔音屏以及里面整治已安装中空隔音窗的情况进行梳理提出了二环路隔音屏建设实施方案，并
报经市政府同意。其中，二环路人南立交节点东北侧成都棕南妇科医院、中国民航局第二研究
所段新增隔音屏约136米，西北侧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门诊部段新增隔音屏约82米，该工作已
于2017年底完成。2017年以来，按照市委、市政府“三治一增”战略部署，市公安局交管局、
武侯区公安分局立足自身工作职责，以开展“科学治堵”、“重拳治霾”为载体，积极参与道
路交通综合治理，强化交通噪声整治。
一是组织专班，常态严管。为确保二环高架路人南立交段的交通管理措施落实到位，从2017年7
月至今，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处高架大队每天安排警力13人次，采取固定值守与巡逻管控相结
合的方式，每日22时至次日凌晨7时，全覆盖加强路面管控。同时，研发重点交通违法研判模
型，依托“情指勤”警务机制，精准打击突出违法行为。区公安局巡警（防暴）大队每天7:30
时至19:00，采取固定值守与巡逻管控相结合的方式，配合属地交警一分局全覆盖加强路面管控
。据统计，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12月2日，公安交警部门在二环高架路人南立交段累计查处交
通违法行为1884件。
二是削减车种，减少噪音。2013年5月30日起，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向社会发布了《成都市
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关于加强二环高架路交通安全管理的通告》，禁止所有货车、大客车（含中
型客车）、危险化学品运输车、摩托车、非机动车和行人驶入二环高架路的交通管理措施，同
时，全线设置配套交通标志215面，安装电子抓拍设备183套，对违法驶入高架路、超速行驶等
违法行为实施自动抓拍，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12月2日，共抓拍超速违法行为342件。
三是尾号扩面，调控总量。在2012年10月实施的“二三环之间区域”的汽车尾号限行管控措施
基础上，按照法定程序，2018年1月22日起，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将尾号限行区域扩大至绕
城高速（G4201）（不含）以内的所有道路，中心城区交通出行削减总量由实施前的11-14%,增
加到20%。
四是严格禁鸣、强力执法。向社会发布了《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关于禁止机动车鸣喇叭的
的通告》，2017年8月16日起，对绕城高速（G4201）以内（不含）的区域全天禁止机动车鸣喇
叭。严查机动车违禁鸣笛等违法行为，形成有效执法震慑。
五是依托“蓉e行”平台，培育绿色交通习惯。为逐步引导市民摆脱对小汽车出行的依赖，坚持
将路权向公共交通以及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倾斜，鼓励支持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车位“三
个共享”交通发展，交警支队建立全国首个“蓉e行”交通众治公益联盟平台，发动企业和群众
力量共担治堵责任。按照区委区政府部署，武侯区公安分局充分发动区级各单位、各街道办事
处、社区及派出所工作人员推广“蓉e行”，进一步增长“蓉ｅ行”注册用户人数，提高平台的
知晓率和覆盖率。“蓉e行”平台自上线以来，注册用户突破200万人，其中武侯区新增注册用
户2万人。
2018年11月19日，火车南站街道办事处收到1起涉及凯宾斯基酒店侵占桐凤路绿化带作为停车场
的投诉（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X510000201811180001号投诉案件）。火车南站街
道办事处庚即会同区建设局、区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区交通局、区公安分局、区国土
分局、区规划分局核查。经调查核实，投诉人反映停车场侵占桐凤路绿化带的情况不属实。
二、现场调查情况。
1. 关于“二环路南三段与人民南路四段的跨桥，车流量大，汽车噪音扰民，请修隔音屏和安装
限速电子眼”问题。
2018年11月15日、17日成都市交警一分局会同武侯区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分2次（昼间、夜间）
对人民南路四段过往车辆噪声进行现场检测。选取了凯莱帝景C座及盘谷花园四栋1单元2个点位
进行了测试，各测试20分钟后，监测结果显示：
凯莱帝景C座居民楼外1米处昼间噪声为64.4分贝，盘谷花园四栋1单元居民楼外1米处昼间噪声
为61.3分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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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限值为昼间≤70分贝）；凯莱帝景C座居民楼外1米处夜间噪声为64.5
分贝，盘谷花园四栋1单元居民楼外1米处夜间噪声为58.3分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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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限值为夜间≤55
分贝）。投诉人反映“二环路南三段与人民南路四段的跨桥，车流量大，汽车噪音扰民，请修
隔音屏和安装限速电子眼”问题属实。
2. 关于“桐凤路52号规划为绿地被占用为停车洗车场，长期排放洗车废水，要求恢复绿地”问
题。
经现场调查，关于“桐凤路52号规划为绿地被占用为停车洗车场，长期排放洗车废水，要求恢
复绿地”问题。该地块所有权属四川电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8月18日起成都向阳凯宾斯
基饭店有限公司与四川电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场地租赁协议后现作为饭店员工内部停车使
用。目前，该停车场已于2018年11月20日自行停止使用，投诉人反映情况不属实。

属实

一、（一）关于“二环路南三段与人民南
路四段的跨桥，车流量大，汽车噪音扰
民，请修隔音屏和安装限速电子眼”问题
。
责任领导：武侯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成
员潘永革，武侯区政府副区长吴影梦，成
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陈顺治，市公
安局副局长、交通警察支队支队长李文
胜；责任单位：火车南站街道办事处、成
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市公安局交管局、
武侯区公安分局；责任人：火车南站街道
办事处主任孙蓓、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城建处陈俊材、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处长
钟祥、武侯区公安分局副分局长杨光。
人南立交桥和二环路高架桥通车后已移交
市城管委进行管养维护，市建委建议市城
管委加强立交维护管理，及时修复受损路
面，保障道路路面平整度及完好度。
市建委建议市公安交管局保障道路标识牌
及相关设施完好。对道路全路段进行管
控，加强对立交桥上行驶车辆的管理，严
格控制行车速度及鸣笛问题，有效降低行
驶噪音，减少行车带来的交通噪声。
市公安局将持续做好宣传监督，一是会同
属地街道办等相关部门，定期深入二环高
架路人南立交段沿线楼盘，及时倾听群众
意见建议，回应群众依法合理表达诉求。
二是引导群众依托“蓉e行”平台参与二
环高架路人南立交段交通秩序治理，共建
共享文明绿色交通。三是结合二环高架路
人南立交一线常态化勤务管理工作，邀请
媒体采用随警出击、专题报道等方式，强
化超速、鸣笛等交通违法查处力度报道。
同时借助网络直播平台，强化执法力度和
违法曝光密度，培养货车驾驶员文明驾驶
的理念。
区公安局配合交警一分局开展辖区交通秩
序常态化管理，继续强化二环高架路各类
机动车的违法管理力度，特别是对违禁鸣
笛、超速车辆的管理。
（二）关于“桐凤路52号规划为绿地被占
用为停车洗车场，长期排放洗车废水，要
求恢复绿地”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成
员潘永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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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侯区交通局、武侯区城市管理局（综合行
政执法局）；责任人：火车南站街道办事
处主任孙蓓、武侯区交通局局长邬千里、
武侯区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局
长汪毅。
2018年12月3日，武侯区交通局工作人员
到桐凤路52号侵占绿化带停车场现场调
查，发现该停车场已停止经营行为，不存
在洗车排放废水的情况。场地内相关设施
设备已拆除，仅剩大门的岗亭暂未拆除，
其停车场负责人表示岗亭仅用于看守场
地，防治社会车辆进入以及运渣车倾倒建
渣，待其合同到期，将立即拆除岗亭。
火车南站街道办事处加强督促成都向阳凯
宾斯基饭店有限公司做好该租赁场地的日
常管理工作。
二、行政处罚情况：无。

无

成都
市武
侯区

大气

经调查，投诉人反映情况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1.簇桥后街98号为簇锦苑小区，小区底层仅有一家店招名为“老号彭牛肉”的餐馆，餐馆位于
簇桥后街98号附15-17号簇锦苑临街商住楼底楼商铺，营业面积约为200平方米，于2000年1月开
始营业。
2.“老号彭牛肉”营业执照名称为“成都市武侯区老号牛羊肉店”，经营者为彭玉华；经营范
围是中餐类制售（不含凉菜，生食海产品，裱花蛋糕，现榨饮料）；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510107MA6D0UA13G；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为：JY25101070008978；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登记表备案号201851010700001978，证照齐全。
（三）现场调查情况。
经现场调查，“老号彭牛肉”已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净化设施能正常使用，但未及时清洗。

属实

责任领导：武侯区政府副区长吴影梦；责
任单位：区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
华兴街道办事处；责任人：区城管局（综
合行政执法局）局长汪毅、华兴街道办事
处主任付建松。
2018年12月3日，区城管局现场责令商家
立即对该净化设施进行清洗，商家当日即
清洗整改完毕。
2018年12月3日晚，商家自行委托第三方
监测机构对该点位进行了油烟监测，并出
具监测报告，监测报告（川嘉环检字
（2018）第284号）显示，该店厨房油烟
排放浓度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
行）》（GB184383-2001）限值要求。
华兴街道办事处将进一步加强对该小区底
层餐饮店铺的日常监管，督促餐饮商家定
期对油烟净化设施进行维护清理，避免出
现油烟扰民现象。
行政处罚情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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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簇桥后
街98号 簇锦苑小区底
层的几家餐馆油烟扰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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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晋吉北
路282号，长盛小区一
楼临街的商铺。餐饮
店油烟扰民，并且该
街有家皇庭KTV晚上营
业噪声非常大，严重
影响周围居民正常休
息。

成都
市武
侯区

大气,
噪音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基本情况。
投诉人反映的“长盛小区”为晋吉北路282号长盛续锦小区，2005年1月建成，2005年5月启用，
商铺位于该小区临近居民楼的三层纯商业楼。
该商业楼一楼有餐饮店13家，其中吹嗑子市井火锅、留一桌2家已停业；其余11家正常营业且均
涉及油烟排放，分别为：武侯区鑫记老妈兔头店（店铺名：双流老妈兔头鲜菌排骨汤锅）、武
侯区钢管厂五区小月君肝串串香店（店铺名：钢管厂五区小郡肝串串香）、武侯区胖哥肥肠粉
店（店铺名：胖哥肥肠粉）、武侯区唐记中餐馆（店铺名：人民食堂）、武侯区念记清粥小菜
馆（店铺名：清粥小菜）、成都市武侯区合家川菜馆（店铺名：合家川菜馆）、武侯区豹哥豌
杂面店（店铺名：豹哥豌杂面）、武侯区老牌子老火锅串串儿店（店铺名：老火锅串串）、武
侯区李不撑把把烧餐饮店（店铺名：李不撑把把烧）、武侯区渝香汇小吃店（店铺名：渝香汇
特色小吃）、正宗简阳野狗羊肉汤。
“皇庭KTV”为锦江区盛世皇廷音乐吧晋吉店，位于晋吉北路282号商业楼三楼，营业面积803平
米，有包间15个。
正常营业的12家餐饮店和KTV中，正宗简阳野狗羊肉汤未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皇庭KTV办理了《营业执照》，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其余10家商户均办理了相关
证照。
正常营业的11家餐饮店中，鑫记老妈兔头店、武侯区老牌子老火锅串串儿店2家餐饮店在生态环
境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备案系统进行了登记备案，其余9家餐饮店未进行环境影响登记备案
。
二、现场调查情况。
1. 关于“一楼临街商铺餐饮店油烟扰民”问题。
现场检查发现，除前期油烟监测合格的4家餐饮店，2家餐饮店安装了油烟净化器且符合监测条
件，分别是豹哥豌杂面店、老牌子火锅串串儿店；4家餐饮店安装了油烟净化器但烟道不符合监
测条件，分别是鑫记老妈兔头店、钢管厂五区小郡肝串串香店、正宗简阳野狗羊肉汤、渝香汇
小吃店；胖哥肥肠粉店因最近新增炒饭项目产生油烟，未安装油烟净化器。
投诉人反映“油烟扰民”问题属实。
2. 关于“皇庭KTV夜间噪声扰民”问题。
2018年12月3日，晋阳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在现场检查过程中向皇庭KTV负责人进行了相关法律
法规宣传，要求其在经营中切实做好降噪措施，避免噪声扰民现象发生。12月3日夜间22：00
时，区环保局组织人员对皇庭KTV营业状态下噪声进行了监测，监测报告显示噪声值小于50dB，
噪声排放达标。
投诉人反映“皇庭KTV夜间噪声扰民”问题不属实。

一、（一）关于“餐饮店油烟扰民”问题
。
责任领导：武侯区政府副区长吴影梦；责
任单位：晋阳街道办事处、区城管局（综
合行政执法局）；责任人：晋阳街道办事
处主任周宏波、区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
局）局长汪毅。
2018年12月3日，晋阳街道办事处对胖哥
肥肠粉店出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要求其12月5日前安装油烟净化设备，12
月3日商家已安装油烟净化设备。12月3
日，晋阳街道办事处委托四川佳怡德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对胖哥肥肠粉店以及豹哥豌
杂面店、老牌子火锅串串儿店3家餐饮店
烟油排放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均达标。针
对4家烟道不符合监测条件的餐饮店，晋
阳街道办事处要求其12月6日前完成整改
（餐饮店已作出书面承诺，目前已整改完
毕），并将于12月10日前对其油烟排放情
况进行监测，根据监测结果依法依规处置
。
晋阳街道办事处将加强街区巡查力度，若
已停业吹嗑子市井火锅、留一桌2家餐饮
店后续重新营业，晋阳街道办事处、区城
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将依据职能职责
督促其安装油烟净化器，确保油烟排放合
格。
（二）关于“证照不齐和未进行环评登记
备案”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政府副区长林金辉、武
侯区政府副区长黎焰飚；责任单位：晋阳
街道办事处、区市场监管局；责任人：晋
阳街道办事处主任周宏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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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8年12月3
日向正宗简阳野狗羊肉汤和皇庭KTV下达
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其规定时限
内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等相关证照，晋阳街道市场和质量监管
所、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将加强督促指导。
2018年12月3日，晋阳街道办事处督促未
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登记备
案的餐饮店10日内完成登记备案工作，截
至12月4日，除正宗简阳野狗羊肉汤因证
照不齐未完成登记备案外，其余11家在营
业餐饮店已完成登记备案工作。
若已停业吹嗑子市井火锅、留一桌2家餐
饮店后续重新营业，晋阳街道办事处将督
促其完善证照和环评登记备案工作。
二、行政处罚情况：无。

属实 无



经调查，投诉人反映情况属实。
（一）基本情况
磨子街长约200米，两侧共有3个老旧院落小区，临街铺面共开设有16家餐饮店。分别为：1、磨
子街3号院建于1989年，临街铺面开设7家餐饮店，分别为“锡纸花甲米线、老成都面馆（登记
名称：姐妹烧烤.老成都面馆）、磨子街烧菜馆（登记名称：磨子烧菜馆）、贵州羊肉粉、黄记
牛肉面张烧烤（登记名称：黄记牛肉面.张烧烤）、将就吃（登记名称：姐妹面馆.刘哥卤菜）
、龚姐中餐馆（登记名称：姐妹面馆.刘哥卤菜）”；2、磨子巷15号院建于1992年，临街铺面
开设3家餐饮店，分别为“胡姐冷锅串串（登记名称：武侯区胡姐冷锅串串香店）、兰苑小吃老
面馆（登记名称：成都市武侯区兰苑小吃店）、武侯区拾扒坊食品经营部（登记名称：武侯区
拾扒坊食品经营部）”；3、磨子巷8号院建于1997年，临街铺面开设6家餐饮店，分别为“乡理
面（登记名称：武侯区乡理面小吃磨子街店）、米粉先生、冒菜攻略（登记名称：武侯区向小
二冒菜店）、唐玖福（登记名称：武侯区唐玖福食品店）、菌香猪脚饭（登记名称：武侯区军
哥食品店）、隆江猪脚饭（登记名称：武侯区刘记隆江猪脚饭店）”。
（二）调查情况
1.关于“多家餐馆油烟扰民”问题
经调查核实，16家餐饮店中，有7家产生油烟，分别为兰苑小吃老面馆、胡姐冷锅串串、隆江猪
脚饭、磨子街烧菜馆、将就吃、龚姐中餐馆、黄记牛肉面张烧烤。其中，兰苑小吃老面馆、胡
姐冷锅串串、磨子街烧菜馆、隆江猪脚饭、黄记牛肉面张烧烤5家已安装油烟净化器，现场检查
能够正常使用，但烟道不符合监测条件；将就吃、龚姐中餐馆2家未安装油烟净化器。其余9家
未采用烹炒、烧烤和油炸等方式加工食品，不产生油烟，且业主也书面承诺不经营产生油烟的
项目。
投诉人反映问题属实。
2.关于“污水直排下水道”的问题
经调查核实，16家餐饮店铺的废水均排入城市污水管网，其中，兰苑小吃老面馆、胡姐冷锅串
串、乡理面、隆江猪脚饭、唐玖福、龚姐中餐馆6家安装了油水分离设施，且正常使用。其余10
家未安装油水分离设施。
投诉人反映问题属实。

属实

（一）关于“多家餐馆油烟扰民”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政府副区长吴影梦、武
侯区政府副区长林金辉；责任单位：区城
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区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跳伞塔街道办事处；责任人：
区城管局 (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汪毅、
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局长郑伟、跳伞
塔街道办事处主任周裕山。
1.  2018年12月4日，跳伞塔街道办事处
分别对5家未达到监测条件的餐饮店，分
别下达了《油烟净化设备不具备监测条件
的整改通知书》，要求相关商户于2018年
12月26日前完成整改。在其整改完成后，
将委托有资质的油烟排放监测机构对上述
5家餐饮店油烟排放情况进行监测，并根
据监测结果依法依规处理。
2. 2018年12月4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
2家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的餐饮店分别下
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成武伞城
责改字[2018]第000091号、000092号），
责令于2018年12月26日前完成整改。整改
后，跳伞塔街道办事处将委托有资质的油
烟排放监测机构对上述2家餐饮店油烟排
放情况进行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依法依
规处理。逾期不整改的，跳伞塔街道办事
处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将依法予以查处。
3. 对9家不产生油烟的餐饮店，区城管局
及跳伞塔街道办事处将加强日常监管，要
求其后续不得从事产生油烟的项目。
（二）关于“污水直排下水道”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政府副区长吴影梦、武
侯区政府副区长林金辉；责任单位：区城
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区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跳伞塔街道办事处；责任人：
区城管局 (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汪毅、
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局长郑伟、跳伞
塔街道办事处主任周裕山。
2018年12月4日，跳伞塔街道办事处对10
家未安装油水分离设施的餐饮店分别下达
了《环境违法行为告知书》，要求其在
2018年12月9日前完成油水分离器安装，
逾期未完成整改的，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
此外，针对餐饮店未完成环境影响登记备
案的问题，跳伞塔街道办事处执法人员已
要求磨子街区域16家餐饮店于2018年12月
26日前自行在环保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
记备案系统完成备案。
（三）行政处罚情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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