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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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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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责情况

16
〔2020〕
25-020

投诉人反映：全武汉市
各种挖机、大货车、工程车
等大型车辆外表都很脏，另
外渣土车拖渣土时易漏，把
路面弄得很脏，希望各种大
型车辆外表清洗以后上路，
请有关部门加强监督，对以
上各种车辆进行整顿。

武汉市 其他

经调查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湖北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来的[2020]25-020号交办件关于“渣土车拖渣土

时易漏，把路面弄得很脏，希望各种大型车辆外表清洗以后上路，请有关部门加强监督”
内容为工作建议的信访件，未涉及投诉事项，不存在是否属实的情况。

属
实

1.强化智能、视频监控。市城管委组织完成了资质渣土车
监控终端设备的安装，建立了“政府监管，企业监管、监管执法
App、微信公众号”平台，2016 年正式上线运行。2020 年 1 至 8
月，通过视频监控、智能系统巡查发现全市违规出土问题 818
起，调度各区执法队伍处置违规行为462次。

2.强化对违规工地和违规建筑垃圾运输车辆专项执法。近
年来，市城管委对建筑垃圾运输车辆执法保持高压态势，持续
组织开展联合执法、专项执法、卡点执法，联合交管、建管部门
开展专项执法整治行动，严厉打击违规出土工地及违规建筑垃
圾运输车辆。2020年1月至9月，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112138
人次，出动执法车辆21077台次，查处违规行为6850起，查处一
般案件1640个，共处罚款944.9万元，联合交警查扣建筑垃圾运
输车辆1905台次。

无问责情形

17
〔2020〕
25-021

投诉人反映：新洲区李
集村任河村100米附近养鸡
厂散发出臭味；造成大量苍
蝇、蚊虫的滋生；鸡粪到处随
便倾倒，对附近居民生活带
来困扰，希望有关部门尽快
解决问题。

新洲区 大气

经调查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养鸡厂散发臭味情况属实，系种植业主高某某将购置鸡粪堆放不合理所

致。粪便堆积发酵过程中，未采取加盖措施，加上近期持续阴雨，导致产生大量臭气和蚊
蝇滋生，对周边村民生活环境造成一定影响。投诉人所反映的鸡粪随意倾倒问题不属
实，该村7家养殖场均配置有机肥厂，以及与周边种植大户签订了粪污委托消纳协议，粪
便得到了及时清理外运。

属
实

新洲区责成相关单位认真调查研究，制定整改措施：
一是立即清理。责令瓜蒌种植业主高某某即日彻底清理

基地所堆积的发酵鸡粪，改进鸡粪发酵工艺和设施条件，按照
粪污发酵要求科学利用鸡粪。

二是加强管理。因李集街为全区畜禽规模养殖大街，责
成李集街进一步加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认真开展养殖
场环保配套设施运行、粪污运输及种植大户科学利用鸡粪等
环节监督管理和协调指导，加大排查处置力度，确保不出现
类似问题。

无问责情形

18

〔2020〕
25-022
25-026
25-030
25-036
25-037
25-041

投诉人反映：洪山区富
安街平安路交会处将建设南
湖新城高压变电站，该站离
居民小区仅30米，周围有5
个大型小区，7000余户居民，
11所幼儿园，1所小学，按国
家相关规定居民区周边300
米内不允许建高压变电站，
建成后将对周边居民造成辐
射和噪音影响，群众反映强
烈。希望有关部门关注民
生，不要在此处建高压变电
站。

洪山区 其他

经调查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该变电站项目还未开工建设，正处于建设项目选址阶段，已取得建设项目用地预

审与选址意见书（武自规（洪）用[2020]004 号），建设地块是市政府 2015 年批准实施的
武汉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供电用地，面积约 4300 平方米。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
该报武汉市生态环境局审批，目前还未收到南湖新城变电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报批申请。

根据武汉市建设世界一流城市电网工作安排，该项目土建部分由洪山区政府筹资建
设。电磁辐射是由高频设备产生的，而变电站内所有电力设施为频率50赫兹的交流电
器，无电磁辐射。目前国家的法律法规、设计规范等并无110千伏变电站与民用建筑的距
离要求规定。信访内容中“国家规定居民区周边300米内不允许建高压变电站”说法无依
据。变电站厂界昼、夜噪声预测值符合国家标准《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敏感点昼、夜噪声预测值符合国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限值要
求。

拟建高压变电站属实。

属
实

洪山区将搭建好沟通平台，要求各相关部门做好宣传解
释工作。待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通过武汉市生态环
境局环评审批后，洪山区生态环境分局将按照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表提出的防治措施对其进行日常监管。

南湖新城 110 千伏变电站为城市规划变电站。国网武汉
供电公司无权调整南湖新城 110 千伏变电站位置。电能是一
种清洁、干净、安全的能源。电力设施建设是为了满足广大
电力用户的需要，是为了提高对电力用户优质服务的需要，
变电站建设完全满足国家相关技术规范，不会伤害人身健
康。电网建设项目都是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审批、核准
的，并全程接受环保部门的监督和检查，验收合格后，电网建
设项目方可投入运行。

无问责情形

19
〔2020〕
25-025

投诉人反映：江岸区幸
福街黄孝河同安家园小区背
面20亩空地有人在此种菜，
另外堆放有各种生活垃圾，
异味难闻，严重影响周边居
民生活环境，希望有关部门
加强监管。

江岸区 其他
经调查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江岸区幸福街黄孝河同安家园小区背面20亩空地有2片菜地，3处零星白色生活垃

圾，有异味，主要来自于种菜使用肥料散发的气味。

属
实

1. 江岸区后湖街道组织人员于 9 月 26 日对生活垃圾进
行了清理，对两处菜地进行了铲除。

2. 江岸区后湖街道责成武汉三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加强管控，同时后湖街道加强监管巡查，落实长效管理机制，
防止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1.江岸区后湖街道
对武汉三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约
谈。

2.江岸区后湖街道
对城管中队管片队员吴
某某进行批评教育。

20
〔2020〕
25-027

投诉人反映：黄陂区汉
施公路与发展路交会处渣
土车在运输过程中造成很
大的灰尘，并且喇叭噪音扰
民，严重影响附近居民生
活，希望有关部门加强监督
管理。

黄陂区
大气
噪声

经调查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接到转办件后，9月26日，黄陂区迅速组织现场调查组对黄陂区武湖汉施公路汉口

御江澜庭小区路段进行排查和居民走访，汉施公路为G347国道，国道不能禁止货车（渣
土车）通行，汉施公路与发展路交会处渣土车在运输过程中带土上路、抛撒造成积尘，产
生了道路扬尘；该路段为非禁鸣路段，各类车辆在行驶中鸣笛是保障行车安全的一种保
障措施，导致喇叭噪声扰民。此外，由于今年雨水多、雨期长，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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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雨情又不能及时维修，造成道路扬
尘较大。

信访人反映黄陂区汉施公路与发展路交会处渣土车造成灰尘、噪音扰民的情况属
实。

属
实

收到交办件后，黄陂区高度重视，进一步加强了该路段
交通噪声和扬尘管控工作。立即调遣环卫作业车辆对该段
路面进行清洗，现已清洗干净。同时安排交警到该处疏导车
辆减速通行，协调武湖街第三方保洁公司加大对此路面的清
扫洒水频次，减少扬尘污染。

一是严格落实“一车三查”操作流程，严查密闭不严和车
身不洁的运输行为；

二是督促环卫作业单位加大路面清洗频率，及时清扫保
洁，避免造成路面扬尘污染；

三是定期组织召开渣土运输联席会议，强调文明驾驶，
教育司机队伍规范运输，自觉遵守城区规范鸣笛的规定，避
免噪音扰民；按规定程序实施禁鸣措施。

无问责情形

21
〔2020〕
25-029

投诉人反映：在江夏区
长江村靠近长江附近，约一
万平方米的土地上有大量
的塑料废渣，常年无法管
理。今年由于汛期，废料长
期浸泡在水中，担心对长江
水质造成影响，希望有关部
门重视。

江夏区 水

经调查核实，反映情况属实，具体情况如下：
该地点原为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所有并使用，该地块内原有一塑料制品

厂，多年前已关闭，现处于废弃状态，没有设置围挡设施，处于开放状态。现场的塑料废
渣垃圾为该塑料制品厂遗留，面积约500平方米。

属
实

针对现场遗留的塑料废渣垃圾，已责成江夏区金口街道
办事处于9月26日下午立即开展了清理清运等整改工作。

1. 金口街道党工
委已对金口街道办事
处责任干部李某某给
予书面检查处理，对金
口街道长江村党支部
书记陈某某给予诫勉
谈话处理，对金口街道
长江村时任分管干部
李某某给予党内警告
处分；

2.江夏区水务和湖
泊局已对江夏区堤防管
理段五里堤分段负责人
朱某某给予批评教育处
理。

22
〔2020〕
25-031
25-034

投诉人反映：在汉南区
后官湖庭小区居住快 4 年，
一直能够闻到异味，影响了
正常生活，怀疑是附近的
格力、东风企业排出。多
次向环保部门反映，没有
得到解决，希望能够查明
原因并解决。

武汉

经开区

（汉南区）

大气

根据以往该区域关于异味的投诉，信访件反映的情况属实。具体情况如下：
接到投诉信息后，2020年9月26日武汉经开区（汉南区）生态环境部门到商学院、后

官湖庭小区一带进行巡查，风向不定，途经东风大道、全力二路、全力一路、全力北路、全
力三路、全力四路、后官湖大道、薛峰社区，均未闻到异味。

2020年9月26日，武汉经开区（汉南区）生态环境部门到格力电器（武汉）有限公司、
武汉凌达压缩机有限公司、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武汉万宝井汽车部
件有限公司进行检查。执法人员检查了废气治理设施及设施运行台账记录，设施运行正
常，厂区内未闻到明显异味。

2020年9月21日，武汉经开区（汉南区）生态环境部门执法人员对格力公司、凌达公
司进行环保检查，废气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厂区无明显异味。

2020年9月24日晚至9月25日凌晨，武汉经开区（汉南区）生态环境部门执法人员
对后官湖庭小区、武汉商学院周边开展夜查，未闻到异味。当晚，武汉经开区（汉南
区）生态环境部门对格力公司及周边地区进行夜查，并组织第三方检测公司对格力公
司废气排放开展监测。

属
实

武汉经开区（汉南区）生态环境部门接件后及时赴现场进
行调查处理，并对发现的问题依法要求企业进行整改。

针对后官湖庭小区、武汉商学院周边异味投诉较多的现
状，尽管周边企业采取了一定的治理措施，目前检测显示污
染物排放均达标，区生态环境部门将继续加强宣传和引导，
鼓励企业提档升级，进一步减少VOCs排放。

无问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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