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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长益街
50号丽都首府小区的
商业用房没商业烟
道，不能开餐饮。但
一楼大部分商铺都开
了餐馆，导致油烟弥
漫，严重扰民。前期
向中央督察组反映过
此事，大部分商铺都
停业或者迁走，现在
还有少量的几家面馆
依然在营业。诉求：
希望对这些面馆也予
以取缔。

武侯
区

大气

（一）基本情况
丽都首府小区位于长益路50号，属商、住小区，由成都朋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发，共3栋7个单元，1至3层均为商业用房，其余为居民住宅，2016年8月交付
使用。现经营的面馆有4家，分别为武侯区南粉渝面馆、武侯区兵哥米粉店（店
招：绵阳开元米粉）、武侯区姚氏燃面馆（店招：宜宾燃面）和武侯区爱尚味面
馆（店招：尚味）。
（二）调查情况
丽都首府小区6家产生油烟的餐饮店中，武侯区好知味中餐馆，武侯区仔姜辣米王
餐饮店，武侯区正月正中餐馆，武侯区大话酒肉餐饮店，成都良品记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等5家已完成搬迁；武侯区酒肆海鲜里餐饮店1家已于12月1日停业。目前在
经营的4家面馆主体资格合法，经营过程中未在店内采用烹炒、烧烤和油炸等方式
加工食品，不产生油烟，且经营业主也书面承诺不经营产生油烟的项目，不存在
油烟扰民的问题。群众“希望对这些面馆也予以取缔”的诉求于法无据。
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

不属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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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责任单位：武侯区城管局（综合行政
执法局）、武侯区市场监管局；责任
人：武侯区城管局（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局长汪毅；红牌楼街道办事处主任
张斌；武侯区市场监管局局长郑伟。
1.区城管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市
场和质量监管局和红牌楼街道办事处将
加强在丽都首府商业用4家面馆的日常巡
查和监管，严格要求经营业主按照许可
经营范围开展经营活动，禁止经营进行
煎炒、油炸等产生油烟的项目。
2.行政处罚：无

区追责问责组
对涉及该案的
区城管局（综
合行政执法
局）、区环保
局、区行政审
批局、区市场
监管局、区统
筹局和红牌楼
街道办事处6
家单位履职情
况开展了调
查，并于2018
年11月12日向
市追责问责组
和第四纪检监
察室报送了核
查情况报告。
经区追责问责
组调查核实:自
2017年9月以
来，相关职能
部门能依法依
规履职，没有
发现表面整改
、虚假整改、
敷衍整改，以
及相关部门推
诿和不作为的
现象。



关于“蓝天小区配电房变压器运行时产生
的低频噪音扰民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蒋
明；责任单位：区经科局、区环保局、
火车南站街道办事处；责任人：区经科
局局长叶茂，区环保局局长赵钢，火车
南站街道办事处主任孙蓓。
建议该小区物业公司做好配电房设施设
备的定期年检维护和进一步降噪处理，
避免对周边住户产生影响。
行政处罚情况。无

无
不属
实

（一）基本情况
投诉人反映的武侯区科华南路1号蓝天小区建成时间为2004年5月，为军区经济适
用房，共21栋21个单元1050户。物业公司为成都市顺兴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
业负责人常杰军。投诉人反映的配电房位于蓝天小区住宅楼一楼，二楼为顶呱呱
政企服务中心，三楼以上为小区住户；该配电房主要为该小区住户配送电源，产
权属空军蓝天小区所有，而非国网供电公司产权，目前由小区物业管理公司代管
。配电房内配电设备正常运行时有噪音产生。
（二）调查情况
依据2011年环境保护部《关于居民楼内生活服务设备产生噪声适用环境保护标准
问题的复函》（环函〔2011〕88号）：“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以下简称《噪声法》）未规定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居民楼内
的电梯、水泵和变压器等设备产生的环境噪声。处理因这类噪声问题引发的投
诉，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适用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二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和《社会生活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都是根据《噪声法》制定和实施的国家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这两项标准都不适用于居民楼内为本楼居民日常生活提供服务而设
置的设备（如电梯、水泵、变压器等设备）产生噪声的评价，《噪声法》也未规
定这类噪声适用的环保标准。”因该配电房变压器为小区住户配送电源，故适用上
述环保部复函，配电设备噪声无相应的排放标准。
为有效解决投诉人反映的问题，2018年12月5日，区环境监测站在位于配电房三
楼的居民室内进行了噪声监测，监测站出具的《情况说明》（见附件2。因不适用
于国家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监测站无法出具监测报告）显示：“蓝天小区5栋301卧
室内，在配电房设施正常开启情况下，仪器显示值为：
31.5Hz=49.2dB,63Hz=43.0dB,125Hz=35.7dB,250Hz=34.4dB,500Hz=29.4 dB ”。参
考《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室内噪声排放标准，该配
电房变压器敏感点噪声低于规定限值。
经现场调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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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南
路1号 蓝天小区配电
房变压器运行时产生
的低频噪音扰民。

武侯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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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底在成都市武侯
区玉林北街1号玉林品
尚旁边开设了一家全
景医学，前期没有任
何公告，认为环评不
合规，希望调查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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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底在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1号玉林品尚旁边开设了一家全景医学，前期没有
任何公告，认为环评不合规，希望调查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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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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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底在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
街1号玉林品尚旁边开设了一家全景医学，
前期没有任何公告，认为环评不合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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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街1号玉林品尚旁边开设了一家全景医学，前期没有任何公
告，认为选址不合规，希望督察组调查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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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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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玉林
品尚旁边开设了一家全景医学，前期没有任
何公告，认为选址不合规，希望督察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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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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
街1号玉林品尚旁边开
设了一家全景医学，
前期没有任何公告，
认为选址不合规，希
望督察组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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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
监测中心站对成都市
武侯区全景医院的选
址评估结果不真实
（川辐评（2018）50
号），请核查一下是
否真实。

成都
市

其他
污染

经调查核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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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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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群众反映“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对成都市武侯区全景医院的选址评估结果
不真实（川辐评（2018）50号），请核查一下是否真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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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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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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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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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近两年行政主管部门对被投诉单位的工作情况。
近两年我区未接到涉及该单位的相关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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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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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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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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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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全景医
院涉及核废料的排
放，担心辐射对身体
健康有影响。

武侯
区

辐射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的情况不属实。
一、基本情况。
1.投诉人反映的泛悦国际位于武侯区科华中路新6号，是成都中水电海赋房地产有限公司
开发的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举报人反映的户外LED广告显示屏位于泛悦国际在科华中路
与长荣路交汇处裙楼顶上（5楼），大小为26.4米×5.12米，目前由成都中创泽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进行管理。
2.泛悦国际户外广告于2016年6月14日通过武侯区城市管理局组织召开的专家评审会，并
于2016年6月23日通过武侯区城市管理局审批，此户外LED广告位符合设置条件。
2017年8月18日，武侯区城市管理局收到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来电来信举
报件（编号20170817068），反映“成都市武侯区科华中路泛悦国际商场的户外巨型LED
广告显示屏，夜间光线刺眼，严重影响附近居民休息”问题，武侯区城市管理局在2018年
8月18日，要求泛悦国际在户外LED广告显示屏播放时降低亮度，并于夜间21:00准时关闭
。该LED广告显示屏管理方按照武侯区城市管理局要求，将亮度从35%调低至9.8%，并在
夜间21:00准时关闭。期间，火南街道办事处加强对泛悦国际户外LED广告显示屏的监管
。
二、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LED广告显示屏光线刺眼问题”：由于光污染暂无国家标准，无法对光源进行监测
。2017年8月18日，武侯区城市管理局已要求商家将光源亮度从35%调低至9.8%（光源亮
度最高值为100%）。2018年12月4日、12月6日，武侯区城管局先后2次随机进行现场查
看，LED广告显示屏光源亮度均为9.8%。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2.2.关于“LED广告显示屏通宵开启问题”：现泛悦国际户外LED广告显示屏画面播放由成都
中创泽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管理，每天播放时间由电脑后台控制，播放时间17：00至
21：00，播放记录系统自动留存，武侯区城市管理局随机抽选了2017年11月5日、2017
年12月6日、2018年4月3日3个时间，定时播放时间显示均为17:00至21:00。投诉人反映
问题不属实。

不属实

一、（一）关于“LED广告显示屏光线刺眼问
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吴影梦；
责任单位：武侯区城市管理局，火车南站街
道办事处；责任人：武侯区城市管理局局长
汪毅，火车南站街道办事处主任孙蓓。
武侯区城市管理局和火南街道办事处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将加强对泛悦国际户外LED广告
显示屏的监管，确保在播放时亮度不得超过
10%。
（二）关于“LED广告显示屏通宵开启问题”
。
责任领导：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吴影梦；
责任单位：武侯区城市管理局，火车南站街
道办事处；责任人：武侯区城市管理局局长
汪毅，火车南站街道办事处主任孙蓓。
武侯区城市管理局和火南街道办事处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将加强对泛悦国际户外LED广告
显示屏的监管，确保在夜间21:00准时关闭
。
二、行政处罚情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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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科华中
路泛悦国际5楼楼顶，
有一个巨大的LED屏，
灯光特别刺眼，通宵
开启，影响周围的居
民。

成都
市

其他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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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锦绣路
由于修建地铁，长期
昼夜施工，噪声扰
民，希望调查处理。

武侯
区

噪音

一、基本情况。
1.投诉人反映的点位为成都地铁8号一期4标川大望江校区站，车站为地下三层13m岛式
站台车站，标准段宽度为22.5m，全长328.8m（其中盖挖A段长度117.4m，盖挖B段长度
30.5m），采用局部盖挖、局部明挖法施工，施工时间2016年12月至2020年12月。该施
工点位周边有棕北国际、棕北小区、亚太大厦、棕南正街9号院及保利中心等小区，各小
区临街楼盘距离地铁施工点位约20米。
2.2017年以来，区建设局、区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跳伞塔街道办事处共接到61
起该区域地铁施工噪音扰民举报,其中58起为夜间施工扰民投诉,因该项目为重大民生工
程, 夜间施工均有许可证，且因工艺需要必须进行连续施工作业,接到投诉后，区建设局
、区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跳伞塔街道办事处均按照职能职责进行现场处理，要
求其在施工过程中采取降噪措施，22:00以后不再进行大型机械的施工。施工方投资700
余万，建立“降噪施工综合隔音棚”、安装噪音监控设备。
2018年9月，区建设局制定了《武侯区建设局关于建设工地噪音扰民的整改方案》，成立
了武侯区建筑建设工地噪音专项整治检查组，对全区建筑建设工地展开督察，按照《成
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规范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夜间施工管理的通知》（成建委〔2018
〕4号）要求，核发《成都市武侯区建设局城区夜间施工许可证》。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12月4日14时30分、22时20分，2次现场调查，成都地铁8号一期4标川大望江校区
站均在进行施工作业,施工方已办理夜间施工许可证（武建管（2018-02-0208-08）
号），现场机械运转、车辆装卸产生噪音。
投诉人反映情况属实。

属实

关于“成都市武侯区锦绣路由于修建地铁，
长期昼夜施工，噪声扰民。”问题。
责任领导：武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黎焰飚；
责任单位：区建设局、区城管局（综合行政
执法局）、跳伞塔街道办事处；责任人：区
建设局局长刘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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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建设局对该项目建设单位、监理单
位、施工单位三家责任主体单位进行约谈，
要求：噪音监控设备采取专人专管，定时填
写噪声测量记录，超过《施工场界噪声限值
》标准的，及时对相关因素进行调整；进场
使用的机械设备要定期维护保养、严禁超负
荷运转；暂缓发放《成都市武侯区城区夜间
施工许可证》，合理安排项目施工工序，尽
量减少夜间施工。
2.跳伞塔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加大夜间巡
查力度，如发现未经许可擅自进行夜间施
工，造成噪声污染的，将依据《成都市建设
施工现场管理条例》进行查处。
二、行政处罚情况：无。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