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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是否
属实

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核实，
信访人反映事项不属实。具体情况如下：
9 月 28 日上午，青山区生态环境分局监察人员对武汉源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现场检
查，现场未见投诉人反映的大土堆及污泥露天堆放情况。企业污泥全部堆存于 7000 平
方米厂房内，
有部分陶砂、陶粒露天覆盖堆放。场内道路、场地用矿渣硬化。在道路边安
装有水管用于喷淋降尘，
每个喷淋口间隔 15 米左右。

属实

经调查核实，
投诉人反映的 3 个问题具体情况如下：
1. 反映砂石料厂占用耕地、压坏通湾公路、噪音和扬尘扰民问题基本属实。
2. 反映在修完武英高速后遗留的土坑堆积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情况不属实。
3. 反映安仁湖内投肥养鱼、丢弃死鱼，
臭味熏天，
污染环境的问题基本属实。

属实

经调查核实，
具体情况如下：
该垃圾收运车辆的垃圾箱体密封条存在封闭不严，作
业过程中出现了渗滤液渗漏。

是否
属实

不属实

经调查核实，
具体情况如下：
一、前期信访工作情况
前期，项目选址周边居民通过多种渠道反映项目建设问题，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相关
工作，本着项目建设为群众创造良好居住环境的初衷，积极耐心解答群众相关疑惑。
2018 年 12 月 10 日，
市水务局在市信访局接访，
对上访群众现场进行答复，
并对群众承诺：
规划塔子湖地下分散净化处理设施在取得合法合规手续之前，不会开工建设；规划塔子
湖地下分散净化处理设施在取得周边大多数居民同意之前，
不会开工建设。
二、项目手续情况
该项目是黄孝河、机场河水环境综合治理二期工程的子项之一，采用 PPP 模式建设，
实施机构为市水务局，政府出资代表及项目实施责任单位为武汉碧水集团，社会资本方
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截至目前，
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选址意见书、初步
设计办理等前期手续，
均严格履行了报批程序，
取得了相关部门批复。2018 年 5 月 24 日，
市政府专题审议通过《黄孝河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修建性详细规划》；2018 年 6 月 15 日，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市发改委批复；2018 年 7 月 12 日，原市国土规划局向武汉碧水集
团发放了塔子湖地下分散净化处理设施项目的选址意见书；
2019 年 12 月 20 日，
项目可行
性研究补充报告获市发改委批复；2020 年 5 月 18 日，项目初步设计获市发改委批复。该
项目相关前期手续合法，
未开工建设。
三、项目对周边环境和居民健康影响情况
塔子湖地下分散净化处理设施为全地下式建设，采用了先进的处理工艺和除臭设
施，
规划配套建设完善的臭气收集处理系统、污泥收集处理及密闭外运系统、噪音隔绝与
降噪系统、消防及通风系统等，并有可靠的安全、应急设计及管理措施，主要节点均安装
环境检测仪器，
实施监控厂区环境质量，
并同步对公众发布。地上将建设为风景优美、功
能齐全的公园，
使设施既满足功能需求，
又不影响居民居住生活环境，
为塔子湖片区居民
提供长效、稳定、安全健康的公共服务。

属实

经调查核实，
信访人反映的事项属实。具体情况如下：
2020 年 9 月 27 日，
武汉经开区（汉南区）水务局到现场对纱帽河排水明沟（纱帽河、泥
湖河）进行了核查。现场水质感官上不是黑臭水体，且无明显异味。反映今年夏天黑臭
问题，
分析原因应该是今年夏季强降雨，
由于前期雨污合流排口采取的是旱季截污措施，
强降雨时会有溢流外排，
但持续时间不长，
一般在雨后三天时间内处理完毕，
故反映今年
夏天纱帽河泥湖河部分河段有异味情况属实。
由于纱帽河排水明沟（纱帽河、泥湖河）部分河道地质条件差，
有较深的淤泥层，
加之
部分河道岸坡较陡，
导致约 200 米较陡河道护坡滑坡的情况属实。t

调查核实情况

属实

经调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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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 27 日，
接到本投诉信息后，
武汉经开区（汉南区）生态环境部门（简称经开
分局）到美的公司周边进行巡查，现场未闻到异味。随后，经开分局到美的公司进行调
查，
该公司正常生产，
检查了设施及运行台账，
显示正常运行。
2020 年 9 月 27 日，
美的公司四周空气质量微型监测站点显示主要污染物指标正常。
2020 年 9 月 27 日晚上 9 时—11 时左右，武汉经开区（汉南区）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工作
人员在美的工业园附近展开夜间巡查，
附近未闻到明显异味。
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好
转，企业复工复产已是当务之急。为服务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经营，避免复工复产后的环
境责任风险，
2020 年 4 月 14 日武汉经开区（汉南区）生态环境部门对美的公司进行全面环
境风险排查，并约谈该企业负责人，要求其加强内部环境管理，强化设施运行管理，确保
设施稳定运行，
发挥污染减排效率。
2020 年 8 月 10 日至 9 月 18 日，武汉经开区（汉南区）生态环境部门对辖区内 145 家企
业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现场帮扶行动，
对现场发现的问题均立即要求企业整改。
2020 年 9 月 25 日晚现场检查中，
武汉经开区（汉南区）生态环境部门委托第三方对美
的公司进行了废气监测，
监测结果显示达标。
武汉恒发科技有限公司自 2019 年以来车间内的 VOCs 系有组织排放，在生产过程中
存在异味，
但所有污染物都在生产过程中达到排放标准。
舒颜日化（武汉）有限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经车间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
管网然后进入新城污水处理厂，
车间废气采用活性炭处理，
污水废气采用碱洗+UV处理，
该
公司在生产经营中存在产生异味污染排放，
但所有污染物都在生产过程中达到排放标准。

属实

经调查核实，
具体情况如下：
2020 年 9 月 27 日，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环境水务局工作人员赴五八众创产业园进
行现场调查。工作人员在该产业园北门发现有积水从围墙溢流至高新四路路面，
随即对
园区内所有入驻企业和管网进行排查。经排查，
该园区入驻企业均为办公、仓储类型，
无
工业废水及工业废气产生，仅产生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豹澥污水处
理厂。但由于化粪池长期未清掏导致堵塞，
园区内污水经化粪池盖板溢流至围墙外。
信访人反映的五八众创产业园大门口（右侧），
污水直排路面、散发臭气的情况属实，
污水呈黑色状态。

不属实

其他

污染
类型

水

〔2020〕
26-X03

投诉人反映：江
岸区台北二路宝岛
公园门口，收生活垃
圾的车辆沿路泼洒
渗滤液，车辆牌照号
鄂 AFR644。

行政
区域

江岸区

14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大气、
水

受理
编号

土壤

序号

大气

〔2020〕
26-X02

江岸区

13

投诉人反映：我们是武汉市
江岸区塔子湖片区居民，近期，
武汉市在周边居民的强烈反对
下，拟在居住密集区规划绿地内
兴建污水处理厂，该项目属治污
项目，但强占绿地选址不当，一
旦建成将破坏公园绿地应有功
能，治污同时产生新的污染，损
害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

水

〔2020〕
26-X01

投 诉 人 反 映 ：武 汉 经 开 区
（汉南区）纱帽河、泥湖河去年说
消灭了黑臭水体，可是今年夏天
黑臭难闻，修的护坡也都倒了，
浪费了大量钱财。

污染
类型

土壤

〔2020〕
26-026

投诉人反映：1. 陈墩附近有
一废弃修理厂进驻了一砂石料
厂，利用耕地堆放砂石料，在生
产和运输过程中有噪音、扬尘污
染，并将附近的路面压坏，导致
路面扬尘严重，对周边居民造成
影响；2. 在修完武英高速后，陈
墩段附近遗留了很多挖土方的
大坑，土坑内堆满生活垃圾和建
筑垃圾，污染严重；3. 汪集街安
仁湖存在投肥养鱼，并将死鱼丢
弃在湖边，
臭气熏天，
污染环境。

武汉经开区（汉南区）

12

〔2020〕
26-023

投 诉 人 反 映 ：武 汉 经 开 区
（汉南区）后官湖附近一直闻到
有焦糊或刺鼻的异味，疑似有企
业偷排废气。之前都是半夜，最
近几天白天也时有发生，怀疑是
舒颜日化、恒发科技和美的工业
园排出的，
希望相关部门解决。

新洲区

11

投诉人反映：东湖高新区高
新四路与光谷二路交叉口，五八
众创产业园大门口（右侧），大量
白色污水直排路面，臭气难闻，
已经有两个星期，路上都长了青
苔，
请领导解决。

武汉经开区（汉南区）

10

〔2020〕
26-020

投诉人反映：青山区武钢北
湖渣厂内的武汉源闰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废水处理设施产生的
污 泥 露 天 堆 放（只 有 少 量 在 棚
内，百分之九十以上露天堆放），
为应付检查，会将少量黄土覆盖
在上面，下雨天污泥冲刷得到处
都是。进厂区后就能看到一个
大土堆，下面就是污泥，有七八
米深，
希望领导重视。

〔2020〕
26-021

行政
区域

东湖高新区

9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青山区

8

受理
编号

15

题
处理和整改情况

问责情况

下一步，青山区生态环境分局将加强对相关企业
生产排污情况的检查，督促企业稳定达标排放，污泥
有序入棚堆放，
扬尘管控措施落实到位。

无问责情形

9 月 27 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环境水务局工
作人员现场下达了《环境监察现场检查记录》，责令武
汉中元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对园区内的管网
进行检查与疏通，确保所有污水经市政污水管网排
放。9 月 28 日，武汉中元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专
业疏通单位签订了合同，约定于 9 月 30 日前完成化粪
池的清掏，
并对园区所有的管网进行排查和疏通。
下一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环境水务局将督
促该公司按时完成整改工作。

无问责情形

经开、蔡甸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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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促美的另外 3 台烘干炉尽快提档升级 TO 燃
烧炉设施，
减少 VOCs 的排放。。
2. 强化监管、严格执法。增加检查频次，加大污
染防治设施检查力度，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若发现
违法行为，
将依法进行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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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加强宣传，鼓励、引导企业改进生产工艺流程，
在达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排放，
尽可能消除异味。

无问责情形

新洲区相关部门经过认真研究，
制定如下整改措施:
1. 责令村民张某某于 2020 年 9 月 27 日当日内将
堆存的黄沙及时转运，不再用其作为堆场，并对场地
进行复耕处理。现已全部清理完毕。
2. 责令新洲区交通运输局督促该村在两周内恢
复压坏路面原状。
3. 立即安排汪集街城管执法中队对安装燃气破
路导致的少量水泥块进行清运，同时加大路面的清扫
力度和洒水频次。
4. 要求安仁湖生态保护站加大巡湖力度，不得将
死鱼随意丢弃在路旁，发现死鱼按要求进行处理，同
时对湖泊周边鱼池的死鱼进行收集，及时处理，并加
强私人鱼池管理力度。

无问责情形

目前纱帽城区排水明沟已进入长治久清阶段，武
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汉南区人民政府）将进一步督
促街级河湖长办、项目建设管理单位加强日常管理维
护，定期清除水面岸线垃圾，按照黑臭水体整治方案
及长治久清的工作要求持续开展相关工作。
1. 深化河湖长治，
加强巡查，
建立完善长效机制。
2. 加强项目后期维护。对于纱帽河护岸，管护单
位也在加强观测及保护，
确保河道排涝功能。
3. 加快纱帽城区的小区雨污分流改造和市政管
网混错接改造。已经启动纱帽城区市政管网混错接
及小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建设，从源头开展综合治
理，
减少河湖渠道污染。该工程预计 2021 年底完成。
4. 结合今年防汛期间发现的纱帽城区内涝问题，
拟对现状纱帽河进行扩挖，扩大过水断面，同时新建
外排入江泵站，彻底解决纱帽城区排水主通道不畅的
问题。该项目已启动前期工作。

无问责情形

1. 搭建公众交流平台。塔子湖街道与江岸区水
务和湖泊局共同搭建与群众交流的平台，就居民反映
的塔子湖水质净化厂的选址是否合理、对居民生活是
否有影响等问题进行释疑解惑，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消除居民顾虑。
2. 加强监管严格程序。江岸区水务和湖泊局协
调市级建设单位督促项目公司，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程
序规范，开展项目环境风险评估、稳定风险评估，及时
向社会公布评估结果。

无问责情形

处理和整改情况

问责情况

江岸区收到该信访件后，
立行立改。
1. 及时整改。对该作业车辆箱体密封条进行更换，确保封闭严实。抽
调清洗车辆对台北二路污染点位及沿线路面进行清洗。
2. 严格执法。台北街道办事处对武汉岸四清环卫有限公司处以 3000
元的处罚。
3. 举一反三。对全区的环卫作业车辆，重点对垃圾收集清运车辆的密
封条和其他安全问题进行全面排查，对不符合作业要求立即维修和整改，
严格规范职工作业行为，确保生活垃圾转运及时，转运流程文明规范，路面
清洗衔接到位，
管理区域干净整洁。

1. 江岸区环卫集团党委对武汉岸四清
环卫有限公司班子进行约谈，要求其全面
提升作业标准和规范化水平，杜绝类似问
题再次发生。
2. 台北街道对武汉岸四清环卫有限公
司责任领导刘某某进行约谈。
3. 武汉岸四清环卫有限公司扣除责
任驾驶员涂某某及副手陈某某当月绩效
300 元，并在公司作书面检查，取消其年
终评先评优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