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9月25日，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武汉市第五批生态环境问题43件（见附表）。我市高度重视，及时分办至相关区政府、市直部门进
行处理。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五批）

武汉市群众信访举报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五批②）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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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区域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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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问责
情况

9
〔2020〕
25-010

投诉人反映：1. 武
昌区大东门天桥和石山
铁路围合拆迁区域原规
划是一个绿化工程，现
在突然改为停车场，绿
化缺失。2.武昌区秦园
东路修隧道，现有道路
要扩宽。公示要占用沙
湖公园5米宽的绿化区
域及金沙小区门口的绿
化带。群众觉得破坏占
用绿化的行为不合理，
希望相关部门拿出合理
方案。

武昌区 其他

经调查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武昌区大东门天桥和石山铁路围合拆迁区改为停车场”
目前，武昌生态文化长廊工程二期工程正处于前期工作阶段，按照市规划院编制的武昌生态文

化长廊修规，蛇山北坡将定位为武汉之门，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景观绿化、驿站、服务建筑以及广场硬
质铺装，同时建设连接蛇山、长春观景观轴线的空中景观步道，形成武昌生态文化长廊的空中门户景
观。该信访件反映的建停车场情况属实，但属规划绿地建设前的临时措施，不存在毁绿和改变绿化
用地性质问题。

二、两湖隧道工程秦园东路段调查核实情况
两湖隧道工程秦园东路段占用沙湖公园用地情况属实，占用金沙泊岸小区绿化用地不属实。两

湖隧道工程道路红线拓宽需占用沙湖公园用地，该处用地现为绿化带，本工程已获规划及相关部门
审批同意，工程开工后，城投公司将与园林部门积极沟通，按相关要求办理园林恢复手续并实施。

信访涉及金沙泊岸小区于2013年取得工程规划许可，方案中已考虑隧道预控线。两湖隧道工
程设计方案在金沙泊岸一侧维持2010年控制的40米道路红线不变，设计按规划红线形成，金沙泊岸
小区需将占用的市政道路用地退出。

两湖隧道是事关武汉长远发展的基础性、功能性、前瞻性的重大城建项目，对于解决区域交通拥
堵、改善民生具有重大意义。两湖隧道规划方案按程序组织召开了部门意见征求会、专家评审会，不
存在破坏占用绿化不合理情形。

属
实

一、关于“武昌区大东门天桥和石山铁路围合拆迁地块”
武汉铁投公司将加快武昌生态文化长廊（二期）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尽快

推进该地块绿化建设。在项目正式动工建设前，武昌区人民政府加强武汉铁
投公司项目用地现场管护，并做好对群众的解释告知工作，确保规划绿地不改
作他用。

二、关于“两湖隧道工程秦园东路段”
两湖隧道工程建设业主单位在方案设计阶段应当统筹考虑环保性、经济

性、安全性等因素后确定设计和实施方案。城建主管部门要组织项目实施单
位及相关部门，进一步优化论证设计方案，力争在新建道路红线范围内增加种
植大规格树木，确保绿量不减和绿化品质、景观效果提升，同时充分征求社会
公众的意见。

无
问
责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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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5-011

投诉人反映：洪山
区至武昌区武泰闸区域
巡司河可能为劣Ⅴ类水
质，请领导重视并来现
场调研。

武昌区

洪山区
其他

经调查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洪山区委、区政府和武昌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巡司河整治情况，据武汉市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

室公布的全市主要河流湖泊水环境质量状况，2019年巡司河全年平均水质为劣Ⅴ类，2020年1-7月
份平均水质为劣Ⅴ类。信访人反映巡司河劣Ⅴ类水质的问题属实。

2016年，为解决巡司河黑臭问题，我市启动巡司河黑臭水体治理工作，实施了巡司河综合整治工
程、黄家湖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黄家湖东线截污干管工程等措施。2018年起，在市委、市政府的
领导下，结合军运会水体提质攻坚要求，市、区两级对巡司河排口进行截污，保证晴天无污水直排河
道。通过市、区两级大力整治，巡司河水质已达到国家关于黑臭水体整治中基本消除黑臭（即初见成
效）的判定标准要求。

为进一步改善巡司河水质，提升流域水环境，我市全面谋划推进巡司河流域综合治理工作，主要
内容包括新建武泰闸污水处理厂（15万吨/日）、调蓄池（8万立方米及12万立方米）及配套截流管道，
新建巡司河初雨调蓄池（12万立方米）、配套管道及泵站。通过工程建设，将有效解决巡司河流域合
流区溢流污染和初雨污染问题。

目前，市水投公司已在晒湖闸建设4万砘/日的分散处理设施；武昌区在武泰闸建设2万吨/日的
分散处理设施；洪山区在瑞安街建设2万吨/日的分散处理设施，对污水进行处理，提升巡司河水
质。现在，洪山瑞安街排口及雅安箱涵的污水通过瑞安街分散处理站进行应急处理。

属
实

洪山、武昌区政府高度重视改善巡司河洪山段水体水质，通过开展控源截
污、环境综合整治、水质提升、规范管理等多措并举大力整治巡司河水体黑臭
问题。

1.制定巡司河黑臭水体综合整治整改方案。要求各责任单位高度重视，
严格按照《方案》认真组织开展专项治理，确保按时按要求完成各项整改任务。

2.巩固控源截污成果，加强溢流污染管控。前期巡司河洪山段黑臭水体
控源截污共整治38处排污口。

3.加快拆迁遗留问题的整改工作。
4.落实水质修复措施，持续降低黑臭指标。
5.坚持长效管理维护，保障水体黑臭不反弹。
6.加强水质监测检测工作，对症施策。及时通报水质情况并分析水质变

化的原因，对症施策尽快提升水质，消灭黑臭水体。

无
问
责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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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5-012

投诉人反映：2016
年投诉1号轻轨噪音，当
时在中央巡视组挂号，
并问询地铁公司整改情
况，表示已整改，但是效
果不明显，至今个人测
得噪音值可能超标。轻
轨运行时间为早6点至
晚 23 点，实际为 5 点至
24点。凌晨左右还会运
行，严重影响正常生活，
请领导重视，最好回复
处理情况。

江岸区 噪声

经调查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金地京汉1903小区是金地集团武汉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金地·名郡建设项目，位于江岸

区京汉大道869号。该项目于2010年1月办理环评审批手续，同月获得江岸区环保局批复（岸环审
〔2010〕13号），并于2014年6月开始交付入住。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于2000年正式开工建设，
2004年7月建成试运营，开工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获得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批复（环审〔1999〕473
号文）。轨道交通1号线在工程规划、设计和施工期间，采取了设置不同类型隔声屏、优化线路设计、
强化车辆选型等降噪措施；金地京汉1903小区在开发阶段已采取了门窗安装双层中空隔音玻璃等
噪声预防措施。

自金地京汉1903小区业主反映轻轨噪声投诉以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多次与武汉地铁集
团就安装隔音屏、开展技术降噪等工作进行协商。球场街道、环保局多次组织召开协调会、座谈会，
邀请居民代表和地铁集团参加，搭建平台“面对面”沟通，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工作。2018年，地铁集团
针对居民反映噪声较为强烈的点位进行了技术处理，对道轨进行了改造降噪。之后区政府、球场街
道、环保局始终与地铁集团保持紧密联系，积极协同解决群众投诉问题，得到居民的理解。投诉人反
映情况属实。

属
实

在目前无法对轻轨安装隔音屏的条件下，江岸区将继续做好如下工作：
一是继续协调武汉地铁集团进一步落实金地京汉1903小区旁轻轨的技

术降噪措施。
二是继续做好小区居民的宣传解释工作，及时通报相关工作进展情况，争

取小区居民的理解支持。

无
问
责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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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5-013

投诉人反映：在黄
陂区汉施公路与发展路
交会区域，汉口御江澜
庭小区每天日夜不停有
大卡车鸣笛，噪声、扬尘
污染严重，希望得到解
决。

黄陂区
大气
噪声

经调查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汉口御江澜庭小区西侧汉施公路为穿越武湖集镇城市建成区道路，车辆流量大，由于是城市进

出主通道，且由于长江新城启动建设，货车、建筑材料等重载货车流量也较大。汉施公路为G347国
道，国道不能禁止大卡车通行，未实施禁鸣措施。同时，由于长江新城核心区谌家矶建设加快，汉施
公路车辆明显增多，路面损毁严重，由于前期汛期雨水多，近期又连遇阴雨，破损道路不能及时维修，
致使道路积尘、扬尘大。

信访人反映汉施公路大卡车鸣笛，噪声、扬尘污染严重的情况属实。

属
实

收到交办件后，黄陂区高度重视，进一步加强对该路段扬尘和噪音管控工
作。截至目前，黄陂区武湖交警中队交警已到该处疏导车辆减速通行，后续将
进一步对重型货车运输较集中的道路加强巡逻密度，提高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拦
截率、查处率，重点查缉重型货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违法加高加宽货箱等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按规定程序报批实施禁鸣措施。9月26日，路面应急抢修已
恢复，对路面坑槽进行填补，完成坑槽填补167㎡，使用沥青料29.57吨，用料
33.6吨；发展大道与汉施大道搭肩破损部分已进行了沥青修复。武湖街第三方
保洁公司已加大对此路面的清扫洒水频次，减少扬尘污染，并长期坚持。

无
问
责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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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5-015
25-017

投诉人反映：在洪
山区爱家名校华城小区
和其工作的郑店同兴村
在晚上7点以后经常会
闻到一股垃圾的臭味，
怀疑臭味来源于江夏区
的长山口垃圾处理厂。

洪山区 大气

经调查核实，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具体情况如下：
通过回访同类投诉发现，不同投诉人反映的异味感受不一、产生时间不一，均非长时间存在，不

具备规律性，异味源难以确定。
华新环境车间废气经玻璃钢风机收集进入生物楼，废气中的大部分污染物被生物楼内滤料吸

收、吸附、降解去除。处理后的气体接着进入化学塔，与氧化洗涤液发生化学反应得到进一步净化。
“生物&化学”法处理后的气体达标排放。

为掌握华新环境废气外排的真实情况，市生态环境局监测机构于2019年7月、8月、9月、12月，
2020年1月、5月、6月、7月、8月多次对华新环境有组织或无组织废气排放情况进行抽查监测，监测
结果显示其臭气等主要污染物指标均达标。经反复分析论证，市生态环境局认为华新环境废气有组
织排放尽管达到国家排放标准，但不排除长时间外排气体受风向影响造成远距离臭气扰民的情况。
2019年8月以来市生态环境局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市生态环境局综合执法支队主要负责人、分管队
长，多次带队赴华新环境现场检查，要求该公司制订具体治理方案，特别是加大除臭设施的技术改
造，切实承担社会责任，将臭气扰民问题彻底治理好。

属
实

一、长山口区域华新环境企业治理情况
华新环境于2020年1月确定臭气治理方案，在项目原有生物除臭基础上，

投入800万元实施化学除臭治理。克服诸多不利因素，于2020年6月19日完
成化学除臭设备安装，7月2日初步完成调试。

二、下步措施
1.市生态环境局将继续加大对填埋场、焚烧厂、华新环境等企业环境监管

力度，督促其加强除臭设施日常运行巡检，完善记录台账，确保臭气处理设施
稳定良好运行；

2.继续与有关社区、物业、居民保持密切联系，在投诉人同意的情况下，推
动共同蹲守采样监测尽快实施；

3.城管委加强垃圾运输调度，提高效率，尽量缩短垃圾车排队等候时间，
减少环境影响；

4.洪山区环保部门仍将针对爱家名校华城小区等居民反映问题重点关
注、认真排查、仔细分析、及时掌握相关信息，并加强工业企业监管力度，发现
问题立即处理。

无
问
责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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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5-016

投诉人反映：武汉经
开区地铁东风公司站附
近绿岛花园小区内有一
块空地（房产证上标明此
地块属于绿岛花园小区
全体业主所有），开发商
没有征求业主意见，准备
在此建2栋分别是42层、
29层的高层建筑，规划
图上显示占用了小区两
边的消防通道，建成后将
对附近地铁和居民居住
环境造成影响，希望有关
部门解决问题。

武汉

经开区

（汉南区）

其他

经调查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信访提及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武开国用（2009）第19号，使用权人为武汉发总实业有限

公司，与现状绿岛花园居住小区非同一宗土地。
该宗土地详细情况如下：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发总）于1997年依法取得

开发区4号生活区内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武开国用〔2009〕第19号）。从2009年至今，关
于土地权属登记事宜相关利益人未提出任何异议。

项目审批情况如下：武汉发总实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17日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报绿岛
广场项目，于2017年11月8日正式审批该项目规划方案。结合企业内部开发计划，受第七届军运会
建设管控要求以及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的影响，近期企业启动项目建设。

综上，信访人投诉的内容不属实。

不
属
实

因投诉内容不属实，无需处理。

无
问
责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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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18
25-023

投诉人反映：东西
湖区永旺梦乐城制冷等
各种机器设备噪音扰
民，想核查东西湖区美
联奥林匹克花园小区6
期是否进行了环评审
批？鉴于现实状况，开
发商是否能够采取有效
措施解决噪音问题？希
望有关部门解决问题。

东西

湖区
大气
噪声

经调查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信访人反映东西湖区金银潭永旺梦乐城4楼各种设备噪声扰民情况属实，美联奥林匹克花园六

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于2014年10月24日通过环评审批。
关于永旺梦乐城噪声扰民问题，东西湖区将军路街城管执法队已于2020年8月31日收到市民反

映金银潭永旺梦乐城4楼噪声扰民的投诉，当即组织执法队员前往调查，发现噪声源位于永旺梦乐
城超市楼顶，为空调外机冷却塔运行时产生的噪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和

《武汉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的规定，区城管执法局于9月10日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
对该处的噪声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该处噪声超标。信访人反映永旺梦乐城噪声扰民问题属
实。

关于暴露垃圾的问题，东西湖区城管执法局环卫科督促将军路街城管所工作人员查看现场情
况，该点位属于永旺梦乐城内部区域用于存放垃圾容器的场地，并非暴露生活垃圾堆积点，但是该处
确实存在垃圾桶桶身脏乱、地面不洁、垃圾桶未盖桶盖导致垃圾暴露存放的情况。

属
实

针对永旺梦乐城4楼噪声扰民问题，区城管执法局已按照《武汉市城市管
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于9月17日对永旺梦乐城（湖
北）商业有限公司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要求其对噪声超标问题在
2020年10月10日前整改到位，同时在整改到位之前，要求其暂时停止使用产
生噪声的设备。若该公司未按期整改到位，区城管执法局将联合将军路街依
法依规做进一步处理。

针对永旺梦乐城的垃圾容器场地的垃圾桶脏乱、不洁，生活垃圾暴露存
放等问题，东西湖区已责成将军路街城管所督促物业公司对问题点位进行整
改：一是对地面及存放垃圾桶进行清洗，保障垃圾容器及地面干净整洁；二是
对存放垃圾桶日产日清，及时盖上垃圾桶盖，避免因垃圾积存产生异味；三是
加大对该处的清洁消杀力度，并完善长效化管理机制。

无
问
责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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