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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

武汉市群众信访举报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一批 2018 年 11 月 1 日）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大气
污染

锅顶山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由武汉博瑞环保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行，
11 月 1 日，
武汉市环保局环
境执法人员对博瑞公司进行了突击检查，
其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
执法人员查阅了近期的污染源自
动监测数据，
未发现烟尘自动监测数据存在超标情况,并非信访人反映的
“每天晚上 7、
8 点到夜间排放
烟尘”
；
厂区无明显异味，
博瑞公司 3 台焚烧炉常年至少有 1 台焚烧炉 24 小时运行，
产生恶臭气体的物
质均可通过收集系统进入焚烧炉焚烧，
废气经烟气处理设施处理后通过烟囱高空排放，
但由于垃圾运
输车辆因密闭不严存在渗滤液跑冒滴漏现象，
导致汉阳大道至博瑞公司进厂路段有一定异味。

大气
污染

2018年以来，
区环保局先后3次对该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组织监测。锅炉烟尘排放浓度、
二氧
化硫排放浓度、
烟气黑度均符合国家标准限值，
该公司加气车间排气筒、
无组织排放废气进行检测，
臭气
浓度均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标准。针对群众反映春笋集团
“异味”
问题，
区环保局监察人员先期
已进行过深入调查，
调查中取得了中国加气混凝土协会专家论证意见：
石灰、
水泥无味，
群众反映的
“异
味”
为水中杂质经过高温后产生的气味，
属无毒无害气体，
目前，
国家对此类气味无具体排放标准。
青山区环保局接到此次交办件后，立即组织监察人员再次对该企业进行调查，
该企业环保设施
运行正常，未发现异常情况。同时，该公司已安装颗粒物 24 小时在线监控系统，在区环保局环境监
察人员定期检查巡查中，未发现颗粒物异常排放问题。区环保局在检查过程中未发现该企业有排
放黑色粉尘的情况，但在生产过程中的蒸汽确实存在一定异味。

紫菘枫林上城小区后面有 20 多
家餐馆，长期油烟、噪音扰民。2016
年环保部到湖北省督察时已经反映
过，
《长江日报》曾公示处理方案，但
大气
未彻底解决。现在油烟和噪声扰民
污染
情况越来越严重。投诉人 2018 年 7
洪山区
月又反映到省环保督察组，
街道和社
噪音
区把餐馆关停一个星期，要求整改，
污染
商户重新开业后，
没有明显效果。居
民代表也和街道领导以及城管、工
商、质检等部门当面开了协调会，居
民一致要求关闭这些餐馆。

经查，桃园路餐馆夜间出店占道产生的油烟、噪声扰民问题，
目前已基本得到控制；
居民投诉较
多的 13 栋楼下的 4 家餐馆，2 家已自行停业，1 家经营面馆无油烟扰民，1 家因店主罹患癌症，家庭生
活来源及看病费用仅靠经营该店为生无法即刻迁离，经多次协调劝导后，现该店主已同意尽快迁
址。

汉阳锅顶山垃圾焚烧厂每天晚
D420000
上 7、8 点到夜间排放烟尘，异味扰
201810310051
民。

D420000
多次投诉春笋集团每天夜间异
201810310039 味扰民。

D420000
201810300013

行政
区域

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建设 11
路绿地香树花城200 米处有一个砖厂
D420000
叫春笋墙材公司，
排放黑色的、
刺鼻、
呛
201810310084
人的粉尘，
对周边居民生活有影响，
尤
其是早上7点、
8点时气味特别明显。

汉阳区

青山区

青山区

大气
污染

1、武汉市沌口开发区碧桂园旁
牛海湖附近的湖水比较臭，颜色泛
水
绿；
污染
2、
晚上
10
点以后空气中偶尔
开发区
D420000
（汉南区） 大气
201810310037 会有浓烈的烧焦气味、油漆味；
3、每隔两三天，在凌晨 4 点左
污染
右小区对面的长力（利）玻璃公司的
烟囱冒黑烟。

与武汉市青山区建设 11 路绿地
D420000
香树小区一墙之隔的春笋墙材厂每天
201810310080 晚上8点至次日8点期间排放大量的粉
尘，
情况很严重，
对周边居民影响很大。

青山区

大气
污染

类同 D420000201810310039 的情况

1、2018 年 11 月 2 日，区环保局现场核实。
（1）牛海湖旁有一自然积雨形成水塘、一连通渠、一废
弃鱼塘经检测，水质为 V 类，但不属于黑臭水体。
2、2018 年 11 月 2 日，区环保部门到武汉嘉和伟业汽车饰件有限公司进行调查，现场能闻到轻
微异味。经查该企业从 2018 年 9 月 20 日停止生产至今，查阅废气处理设施 2018 年 1 月-9 月运行及
保养记录台账，均显示正常运行；
2018 年 7 月 20 日监督性监测报告，显示污染物达标排放。
3、2018 年 11 月 2 日，区环保部门到武汉长利玻璃（汉南）有限公司进行调查，现场能闻到轻微
异味。检查了废气治理设施，
运行情况正常；
查看在线监控数据，
显示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达标；
查
阅脱硫脱硝除尘处理设施 2018 年 1 月-10 月运行及保养记录台账，除设备检修时段，其余时段均显
示正常运行。由于玻璃行业生产工艺的特殊性，在废气治理设施检修和设备故障期间窑炉不能停
火，因此可能出现超标排放现象。

类同 D420000201810310039 的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属实

市环保局已致函相关部门协调解决门前异味问题。下一步，武
汉市环保局将持续加强对博瑞公司的环境监管，督促其严格落实主
体责任，加强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
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属实

目前，区政府为改善居民群众的生活环境，
已经将春笋公司列入
搬迁规划，并且成立工作专班，由一名区级领导牵头，协助企业选址
搬迁，拟在青山区北湖工业园异地重建。区土地储备中心已与武钢
北湖公司签订土地征收协议，区开发区正在配合武钢北湖公司进行
土地整理及土地成本核算等项工作，力争 2019 年 9 月完成土地摘牌
工作。
春笋公司搬迁前，
青山区环保局将进一步加大对该企业的巡查、
检查力度，督促该企业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定期维护环保设施，
严格执行国家排放标准，
确保大气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属实

洪山区关山街成立巡查专班，
由关山街城管中队队长负责，执法
人员每日两班进行巡查控管：
一是加强巡查守控，
确保桃园路无出店
占道经营情况。二是每日督促商家定时开启油烟净化设备。三是定
期检查餐饮店油烟设备清洗台账，督促商户进行维护清洗。四是督
促餐饮商家更换净化效果欠佳的油烟净化主机。

属实

属实

属实

类同 D420000201810310039 的情况

1、
根据武汉开发区河湖长办的要求，
东荆街办事处今年 9 月专门
对牛海湖边渠道、
洼地进行了整治，
清除周边垃圾，
加强巡控。牛海湖
西面连通渠已纳入乌金河综合整治范围，
拟于 2019 年启动建设。
2、对于（2）、
（3）经开区环保部门接件后及时赴现场进行调查处
理，根据存在问题制定以下整改措施。
（1）在安排常规监测的基础上，
对小区周边可能产生异味的企业，
增
加臭气浓度或挥发性有机物的检测。如发现超标现象，
将依法进行查处。
（2）强化监管、严格执法。增加巡查频次，加大污染防治设施检
查力度，依法依规查处违法排污行为，
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3）督促企业切实履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环保管理制
度，落实各项环保措施。

类同 D420000201810310039 的情况

碧桂园小区附近华顶工业园长
利玻璃厂、典金玻璃厂、污水处理厂
D420000
开发区 大气
等企业生产产生的气味刺鼻，晚上 8
201810310022
（汉南区） 污染
点后尤其严重。投诉人怀疑有夜间
偷排行为。

1.2018 年 11 月 2 日到武汉长利玻璃（汉南）有限公司、武汉典金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调查，现场能
闻到轻微异味。检查了废气治理设施，运行情况正常；查看在线监控数据，显示烟尘、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排放浓度达标；查阅了脱硫脱硝除尘处理设施 2018 年 1 月至 10 月运行及保养记录台账，除
设备检修时段，其余时段均显示正常运行。由于玻璃行业生产工艺的特殊性，
在废气治理设施检修
和设备故障期间窑炉不能停火，
检修期间可能出现超标排放现象。
2.2018 年 11 月 2 日到武汉景川天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进行调查，现场能闻到异味。查阅生物
滤池除臭设施 2018 年 1 月至 10 月运行及保养记录台账，均显示正常运行；查阅企业 2018 年 6 月 22
日、7 月 16 日、8 月 20 日、9 月 17 日自行检测报告以及 2018 年 8 月 1 日监督性监测报告，均显示污染
物达标排放。污水处理厂虽采用了 2 套生物滤池除臭设施，但由于厂区不是全封闭，在进水收集池
粗格栅处、污泥存放点仍有异味挥发。

属实

区环保部门采取了以下整改措施：
1. 在安排常规监测的基础上，对小区周边可能产生异味的企业，
增加臭气浓度或挥发性有机物的检测。如发现超标现象，将依法进
行查处。
2. 强化监管、严格执法。增加巡查频次，加大污染防治设施检查
力度，依法依规查处违法排污行为，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3. 督促企业切实履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环保管理制
度、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在达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排放，尽可能消
除异味。

位于江夏区郑店街办事处黄金
工业园黄金北路 3 号的武汉鸿发彤
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每天晚上污水
流到场地上面，
目测有很多地沟油的
渣子，怀疑私自加工地沟油，因为他
们租的工业园的场地，
没有任何环保
设施、也没有相关环保措施，污水的
臭味难闻，
严重影响周边企业。

水
污染

郑店街办事处和区环保局两次派人前往现场进行现场核查，
未发现污水和地沟油的渣子，无加
工地沟油情形，车间内堆放有部分待安装的生产设备，天然气锅炉在安装调试中，未发现有原材料
（即废油脂）和产品，该公司未进行生产。

不
属实

鉴于该公司尚未投产，
郑店街道办事处、区环保局要求该公司严
格履行相关行政许可手续，完善环保治理措施，否则不得投入生产。
该公司书面承诺在取得环保、安全等部门行政许可后再投入生产。

三产
污染

2008 年以来，该项目陆续建成西区和东区的一期（一区）、二期（二区、六区、九区)及柴泊大道北
侧的三期（三区）。东区已开发小区地块连成“匚”形，中间的四区、五区、七区、八区，已完成征地退
地工作，但暂时没有开发。这部分地块内的原村落居民房屋大多数没有拆除，
造成类似城中村改造
的空白区域，加上阳逻地区没有建筑垃圾消纳场所，保利物业对院外环境问题放任自流，保利及周
边装修人员便将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随意乱倒在三期北边的空地上。

属实

新洲区已责成经开环卫公司对保利圆梦城三期小区外垃圾问题
进行分类处理，目前垃圾和灰尘问题已经整改完成。同时，督促保利
博高华公司履行职责，加强督促管理，将建筑垃圾运送到指定地点，
切实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责成阳逻开发区加大该道路的管控力
度，及时清运垃圾。责成新洲区城管部门定期巡查该区域，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并迅速确定阳逻地区建筑垃圾消纳处理场所，确保彻底解
决此处的建筑垃圾乱堆乱倒问题。

D420000
201810310026

保利圆梦城三期小区外面堆放
D420000
了很多建筑和生活垃圾，车辆驶过
201810300006
时，灰尘比较大。

武东街道北面有国营武汉重工
炼钢厂，烟筒有黄色烟雾，去年投诉
多次未果，
周围东彭路有一家武汉石
油联化厂，
有化工臭味。还有一家武
汉鑫鼎诚建材公司，石灰石味道刺
D420000
鼻，这些工厂附近有一条严西湖，被
201810310030
这些工厂废水污染。当地环保局与
我们缺少沟通，
这些问题影响居民正
常生活，
一直得不到解决。我是实名
投诉，希望督察组随时与我联系，我
手机里还有很多照片。

江夏区

新洲区

青山区

大气
污染
水
污染

2018年11月2日，
武汉市环保局环境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核实，
并查阅了重工铸锻厂企业生产报
表、
除尘器运行记录等，
现场未见黄色烟雾，
该企业各车间正常生产，
除尘器等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3
月，
故障引起黄烟，
投诉人所见的黄色烟尘属放散煤气所致。及时对该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
2018 年 8 月 13 日青山区环境监测部门对重工铸锻厂外排废水进行了监测，
结果显示氨氮浓度为
0.545mg/L，
对严西湖明渠上游、
中游两个点位也进行了监测，
结果显示氨氮分别为 7mg/L、
5.75mg/L。
2018 年 10 月 17 日-18 日，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对重工铸锻有组织排放废气和厂界无组织排放
属实
废气（夜晚监测）进行监测，
结果显示达标。
青山区政府接到交办件后，
立即组织青山区环保局监察人员对相关企业生产情况进行现场检查。
对武汉联合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检查，并查阅了该公司相关环保台账，
厂界外未闻到明
显化工臭味，生产情况均正常。
关于投诉
“武汉鑫鼎诚建材公司，
石灰石味道刺鼻”情况中的刺鼻气味，群众反映的
“刺鼻气味”
是水中杂质经过高温后产生的气味，目前国家对此类气味无具体排放标准。

责令企业对放散行为进行处理，做好应急处置工作，避免出现类
似情形。重工铸锻厂已完善作业安全规程并对相关负责人做出了停
职及罚款等处理。
下一步，市区两级环保部门要对企业加强监管，杜绝事故性排
放，对超标行为坚决查处，确保稳定性达标。青山区环保局要加强与
武东地区居民沟通。
青山水务部门，已将该地区污水直排入湖问题列入整治计划，拟
将污水导入建设中的北湖污水处理厂，彻底解决上述地区的污水入
湖问题。

春 笋 集 团 离 居 民 区 不 到 500
米，每天制造砖块，排放大量废气、
D420000
大气
石灰粉，味道很呛人，严重影响居民 青山区
201810310075
污染
生活。之前向青山区政府、环保局
反映过，没有得到解决。

类同 D420000201810310039 的情况

属实

类同 D420000201810310039 的情况

D420000
多次投诉春笋集团每天夜间异
201810310050 味扰民。

类同 D420000201810310039 的情况

属实

类同 D420000201810310039 的情况

建议：国家能否将城市下水道
分两步走，一是将卫生间的污水含
粪便集中收集，由国家组织有关部
D420000
门送到农村去，做有机肥使用，尽量
201810310060
减少使用化肥，改善土壤；二是将其
他城镇生活污水收集进入城市污水
处理厂，减轻污水处理厂负担。

青山区

大气
污染

水
污染

目前，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标准，
武汉市城市生活污水处理采用的是通过管网收集输
送至污水厂集中处理的方式。

不
属实

市水务局进行了认真研究。城市生活污水通过管网收集输送至
污水厂集中处理，是城市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该投诉人提出的
建议在实施中难以达到环保、高效的要求，
满足不了城市生产生活的
需要。

问责
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