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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2GD2

02109

17017

9

反映宝安区新安街道信义领御小区住宅楼正对面有一

个垃圾回收站，常年恶臭无比，每天 24 小时都会飘来

一股恶臭，严重影响周围民众的正常生活。

宝安

区
大气

经宝安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属实。

一、投诉反映的垃圾回收站原为信义领御小区存放装修材料和

装修垃圾的临时堆放点，住户入住后因小区内部垃圾存放点容量不

足，物业公司将此处作生活垃圾临时堆放点。

二、该垃圾临时堆放点地面未硬化，无配备冲洗设施，未按照

规范做好密闭和除臭措施，垃圾堆放产生异味，对周边居民产生影

响。

属实

一、宝安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对信勤物业

公司存在公共地块临时堆放生活垃圾等行为，下达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物业公司立即拆

除垃圾临时存放点，清理堆放垃圾，保持路面整洁。

9 月 19 日，信勤物业公司已清空该临时堆放点垃圾并

拆除临时围挡，恢复原状。

二、宝安区新安街道办协调将临时垃圾收集点改

至 400 米外暂未启用的空置物业，以解决该小区生活

垃圾收集中转问题。

三、宝安区新安街道办约谈了信勤物业公司负责

人，要求严格落实环境卫生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

的主体责任，加强对新设临时垃圾收集点管理，避免

出现垃圾异味扰民问题。

已办

结
无

2

X2GD2

02109

17010

4

投诉高筑墙烧烤档非法营业，噪声扰民，废气污染。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华强城市花园的一个普通百

姓。小区楼下有个“高筑墙羊肉店"（具体地址深圳宝

安区华强城市花园 1 期与 3期之间的荔宝路），一直

以来占道经营，夜间客户饮酒作乐大声喧哗，摇骰子

猜码，噪声扰民，烧烤气味四处乱窜，使得楼上居民

长期居住在一个十分不良的夜间环境。众多住户投诉

却得不到有效解决。

宝安

区

噪音,

大气

经宝安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基本属实。

一、投诉反映的高筑墙烧烤档是宝安区福海街道利明丰烧烤餐

厅。该餐厅 9 月 15 日申请食品经营许可证变更，目前正在办理中。

该餐厅经营中存在超门店经营行为，存在顾客在室外就餐喧哗的情

况。

二、该餐厅设有 1 个无烟烧烤炉、1 台油烟净化和 UV 除臭一

体机，烧烤油烟经处理后通过专用管道在住宅楼楼顶高空排放。现

场检查时，油烟处理设施运转正常，但厨房门窗未按要求关闭，导

致油烟逸散存在扰民。

三、2021 年 4 月以来，宝安生态环境部门共收到该餐厅油烟

扰民投诉 5宗，均按要求及时处理，并督促该餐厅先后进行两次油

烟处理升级改造。9 月 19 日，宝安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对该餐厅油

烟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达标。

基本

属实

一、宝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利明丰烧烤餐厅无

证从事食品经营的行为，依法立案调查，现场查封该

餐厅经营场所，责令立即停业，取得《食品经营许可

证》前不得营业。

二、宝安公安部门对利明丰餐厅负责人及喝酒摇

骰子、大声喧哗的食客进行现场训诫 。

三、宝安区福海街道办对该餐厅超门店经营行为

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并查扣占道经营

设施，拟罚款人民币 1992 元。

四、宝安区福海街道办、社区工作站约谈了华强

城物业和利明丰餐厅负责人，要求物业管理公司加强

小区秩序管理，督促餐饮企业不得超门店经营。

阶段

性办

结

无



3

D2GD2

02109

17005

4

洪浪北地铁站 C口对面的建筑工地，全年无休止施工，

噪音扰民已持续几年，不时出现早上六七点开始施工，

晚上十一点多结束的情况。

宝安

区
噪音

经宝安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基本属实。

一、投诉反映的建筑工地为宏发新领域花园项目工程，该项目

的建设单位已按规定编制施工噪声防治方案，安装了扬尘、噪声在

线监测设备，设立了噪声污染防治监管公示牌。

二、经查看该工程视频监控记录，9 月 18 日早上存在超时施

工行为。9月 19 日，宝安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对该项目边界开展噪

声监测，结果达标。

三、2020 年以来，该项目共申请午间或夜间施工许可 38 次,

获得许可 37 次、驳回 1 次；宝安生态环境部门共受理该项目噪声

投诉 42 宗，均及时处理反馈。检查发现超时施工违法行为 1 宗，

已立案查处，罚款人民币 3 万元。

基本

属实

一、9 月 18 日下午，宝安生态环境、住建部门

与新安街道办联合约谈宏发新领域花园工程建设、施

工和监理单位负责人，督促其严格落实施工降噪措

施，不得在规定施工时段外超时施工。

二、宝安区住建部门已对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进

行约谈警示，对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在广东省房屋建

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质量安全动态管理系统

进行扣分，同时对项目经理、项目总监进行个人违规

行为扣分。

三、9月 18 日，宝安生态环境部门对该工地超时

施工的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依法立案查处，拟罚款人民币 3 万元。

四、宝安区住建部门已督促施工单位在工地围挡

明显位置设置信息栏，公开张贴工程相关信息。

已办

结
无

4

X2GD2

02109

17008

1

反映深圳市南华村改造项目破坏生态环境的情况。

该建设项目没有经过环保部门及专家论证，改变了城

市规划确定的建设原则和控制性要求，沿深圳河边修

建机动车道，在深圳河边、自然湿地附近修建 180 米

超高层住宅，将破坏项目附近湿地内鸟类等生物的栖

息环境，威胁鸟类飞行安全，打破该环境敏感区域的

生态平衡，破坏深圳湾生态圈的生态环境。

该建设项目处于深圳湾区域水鸟（鹭科、鸭科等）飞

行通道:沿东西方向往返于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米

铺自然保护区和深圳河中下游浅岸及梧桐山之间。该

建设项目破坏了鸟类迁徙通道的生态环境，对鸟类的

迁徙造成影响，沿河动车道夜间机动车的灯光照射，

以及超高层住宅夜间照明灯光及噪音，影响了在河对

岸湿地栖息的鸟类的生息，破坏了鸟类栖息地的生态

环境，导致自然保护区内鸟类的生存环境受到破坏。

福田

区

其他

污染

经福田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不属实。

一、南华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紧邻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距

米埔自然保护区边缘约 4公里、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边缘约 5.3

公里、深圳河河道约 30 米。

二、按照《深圳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备案管理名录

（2021 年版）》相关要求，该项目不需要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审批或者备案。

三、该项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和鸟类保护，已编制《深圳南华

村更新项目鸟类保护生态影响研究报告》和《福田区南园街道南华

村棚户区改造项目专项规划》，并经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建筑与

环境艺术委员会审批通过，不存在未经法定程序修改城市规划强制

性相关情况。

四、该项目规划设置沿河市政道路以满足机动车出行需求，改

善片区交通微循环，道路红线均在该项目拆除范围内，不涉及生态

控制线。该项目开发建设用地范围内沿河第一排住宅建筑高度严格

控制在 120-130 米以内，其余建筑高度控制在 180 米以内，满足对

规划区的建筑高度、开发强度控制要求，保障鸟类生物安全，维持

深圳湾生态圈生态系统稳定。

五、该项目按规划建成后噪声、夜间灯光对鸟类活动影响处于

健康状态，影响较小。

不属

实

福田区将在南华村棚户区改造项目设计、施工等

方面做好继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一、通过控制建筑立面、减少玻璃幕墙和高反光

材料使用、加强沿河景观绿化、减少夜间亮化泛光照

明、采用降噪沥青路面等措施构建鸟类友好环境，减

小对鸟类生态影响。

二、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防尘降噪措施，文明

施工，减少夜间施工，加强环境噪声监测，严厉查处

超时施工等违法行为。

三、畅通居民沟通渠道，充分听取居民意见，加

强信息公开，及时响应居民合理诉求。

已办

结
无



5

D2GD2

02109

17003

3

南头直升机场现在准备搬迁到龙华区，但是附近有居

民、学校，医院，担心以后受到噪音影响，质疑该项

目是否可以建设在居民楼附近，环评是否存在问题，

希望有更好的选址和方案。

龙华

区

其他

污染

经市发展改革部门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一、2019 年 9 月，《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圳南头直升机

场迁建项目核准的批复》同意建设深圳南头直升机场迁建项目，迁

建后的机场场址位于深圳市龙华区与龙岗区交界的樟坑径片区。

二、龙华樟坑径机场建成投用后对周边居民会产生一定噪声影

响，目前中国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开展了项目环境噪声评价有关研

究工作，尚未启动该项目环评报告书编制、征求公众意见及报批等

工作。根据本机场噪声影响评价初步分析论证，通过合理制定规划、

严格落实环保措施，严格管理，机场建成使用后噪声对环境影响可

满足相关规定标准。

三、市发展改革、规划和自然资源等部门分别委托专业机构，

先后在深圳市辖区内，以及与东莞凤岗、惠州惠阳交界区域等提出

了十余处备选场址，综合考虑地形、空域、气象、跑道、净空、水

源保护、电力高压线等条件，通过现场踏勘、资料调研、机场关键

性工程及飞行程序可行性分析，充分征求各方意见等，经专家评审、

军方、民航主管部门和深圳市政府审议决策，最终选定了樟坑径机

场场址。

部分

属实

一、市发展改革部门要求中国中海直有限责任公

司进一步评估机场投入使用后对周边区域群众生活

与工作的噪声影响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加快启动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征求公众意见及报批工作，优

化完善机场运营后噪声防治措施，及时回应周边群众

诉求，主动做好沟通解释工作，真实有效地做好环境

影响评价。

二、市发展改革部门会同交通运输部门、龙华区

政府和龙岗区政府，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主动与拟

选机场选址的周边居民做好解释工作，及时回应群众

关切诉求。

三、机场建成投用后，市交通运输部门将督促机

场运营单位选购噪声更小、性能更优的直升机机型，

优化航班安排、飞行程序及起降路线，严控休息时段

航班频次，减轻噪声影响。

已办

结
无

6

X2GD2

02109

17006

8

海祥阁小区正前方的南山投资集团赤湾食堂，油烟排

放严重超标，扰民严重。小区业主经常投诉，但一直

没有效果。

南山

区
大气

经南山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一、投诉反映的南山投资集团赤湾食堂为中国南山开发（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职工食堂，由深圳市赤湾商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日常管理。该食堂油烟管道排放口位于食堂楼顶北侧，毗邻海祥阁

小区，直线距离约 40 米，油烟对海祥阁小区居民有一定影响。

二、9 月 18 日，南山生态环境部门对该食堂油烟进行监测，

结果达标。

三、收到交办案件前，深圳市赤湾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已接到海

祥阁小区业主反映其油烟扰民问题投诉。深圳市赤湾商业发展有限

公司已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启动赤湾食堂排烟系统改造工作，计划

于 10 月 7 日完成。

部分

属实

一、9 月 18 日，南山生态环境部门、南山区招商

街道办约谈了深圳市赤湾商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要求该公司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油烟对周边居民的影

响。

二、9月 20 日南山生态环境部门、南山区招商街

道办、赤湾社区工作站、深圳市赤湾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以及海祥阁居民代表在赤湾社区工作站召开了赤

湾食堂油烟问题整改协调会。深圳市赤湾商业发展有

限公司表示赤湾食堂排烟系统改造工作全过程将接

受海祥阁居民的监督，听取周边居民的意见建议，确

保于 10 月 7 日完成改造工作。

已办

结
无

7

X2GD2

02109

17003

3

反映西坑社区居民长期饱受环境污染，身心健康受到

严重影响，污染源来源两个方面：一、黄金冶炼和工

业废水提炼重金属主要企业：1、翠绿黄金精炼公司；

2、小福贵金属有限公司；3、点金贵金属精炼公司；4、

博远贵金属科技公司。二、喷漆行业主要企业：1、乔

丰公司。

2、慧明眼镜创业园。3、盛鑫源眼镜厂。

龙岗

区
大气

经龙岗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一、2020 年以来，龙岗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对西坑社区共进行

了 7次空气质量监测，结果均达标。2021 年 9 月 19 日，龙岗区园

山街道办对西坑社区的住户进行问卷调查，回收 128 份有效问卷，

其中 118 份表示未发现环境污染情况，10 份表示偶尔有闻到过异

味。

二、经现场核实，投诉的 7 家企业中，博远贵金属科技公司已

于 2020 年搬迁；深圳市盛鑫源兴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投诉的盛鑫

源眼镜厂）生产过程无废水、废气及危废产生；其余 5家均有配套

的废气、废水处理设施且危废均规范收集处置。

三、翠绿黄金精炼公司、点金贵金属精炼公司因 2021 年 9 月

中秋假期未生产。2019 年以来，龙岗生态环境部门分别对翠绿黄

金精炼公司、点金贵金属精炼公司两家公司进行废气监测 7 次和 8

次，结果均达标。

四、深圳市小福贵金属有限公司因污染防治设施升级改造未生

产，现场检查时，废气收集处理设施完好，废水废气处理设施没有

部分

属实

一、龙岗生态环境部门对深圳市慧明眼镜有限公

司注塑生产工艺未在密闭空间进行的违法行为，下达

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依法立案查处。

二、9月 19 日，龙岗生态环境部门对翠绿黄金精

炼公司、小福贵金属有限公司、点金贵金属精炼公司、

乔丰科技实业（深圳）有限公司、盛鑫源兴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约谈，要求各公司严格落实污染

防治主体责任，确保达标排放。

三、龙岗生态环境部门将对复工的点金贵金属精

炼公司、深圳市慧明眼镜有限公司及翠绿黄金精炼公

司 3 家公司进行监测，根据监测结果作进一步处理，

并督促问题企业整改到位。

四、龙岗区将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畅通群众

投诉渠道，及时依法处理环境违法问题。

未办

结
无



运转。2019 年以来，龙岗生态环境部门共对该公司进行废气监测

13 次，结果均达标。

五、乔丰科技实业（深圳）有限公司正常生产，废气和废水处

理设施正常运转。9 月 18 日，龙岗生态环境部门对该公司喷漆、

注塑车间废气排放口、厂界外无组织排放废气进行采样监测，结果

均达标。

六、深圳市慧明眼镜有限公司 1楼注塑车间在生产，车间未密

闭，产生的有机废气无组织排放至厂外，喷漆工艺未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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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映沙井街道新沙路京基御景珑庭小区正对面的竸华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产生异味，味道刺鼻，异味扰民问

题很严重，夜间也有这种问题。

宝安

区
大气

经宝安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一、京基御景珑庭住宅小区与竸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厂房距离

较近，存在一定的废气扰民情况。

二、9月 18 日夜间，宝安生态环境部门对竸华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废气工艺生产车间开展突击检查，现场废气处理设施运转正

常，暂未发现偷排、漏排等违法行为。

三、9月 19 日白天和夜间，宝安生态环境部门对竸华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总排口废气采样监测，监测结果达标；在敏感点京基御

景珑庭小区对无组织排放废气进行监测，结果达标。

部分

属实

一、宝安生态环境部门约谈了竸华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要求其在达标的前提下继续升级改造废气污

染防治设施，落实工位密闭收集。

二、宝安生态环境部门将加强日间常态巡查和夜

间突击检查，实现全天候全方位巡查。

三、加强与投诉群众沟通，及时公布环境监测、

整改、执法等方面的信息，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开展

入户上门、组织群众代表座谈。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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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下梅林一街 10 号的“梅林、香

蜜湖交警中队综合楼”工地施工噪声扰民，从 2021

年 5、6 月份开始梅林、香蜜湖交警中队综合楼工地就

开始打桩，打桩机噪声和其他施工噪声让人受不了。

福田

区
噪音

经福田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属实。

一、2021 年 5 月 6 日，福田生态环境部门对梅林、香蜜湖交

警中队综合楼项目项目存在超时施工违法行为，已依法处罚。

二、福田生态环境部门督促该项目的建设单位编制了噪声污染

防治方案，设置了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公示牌，设立了信访接待

室，安装了噪声在线监测设施，购置了隔音降噪设施但尚未安装。

三、福田生态环境部门对该项目 9 月 7日存在的施工噪声超标

排放的行为，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并依法立案查处。

四、9 月 18 日、19 日，福田区组织生态环境、住建等部门前

往现场检查，对该项目施工噪声进行监测，结果均达标。

属实

一、9 月 20 日，福田区信访、生态环境部门联合

约谈梅林、香蜜湖交警中队综合楼项目建设单位、施

工单位负责人，要求加快完善隔音降噪措施，严控作

业时间，减少施工噪声对周边居民影响。

二、9月 21 日，该项目已安装机械移动式隔声屏，

安排专人负责现场噪声管控，调整施工工序，高噪声

施工作业尽量安排在居民非休息时间段进行。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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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沙天虹百货后面的竞华电子公司、新沙天虹百货对

面的泰康电子公司经常在晚上、雨后、周末排放难闻

的工业废气，24 小时的生产加工噪音很大，严重影响

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

宝安

区

大气,

噪音

经宝安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一、9月 18 日夜间，宝安生态环境部门突击检查竞华公司、

松下泰康公司，现场废气处理设施运转正常，暂未发现偷排、漏排

等违法行为，暂未发现废气难闻的问题。

二、9月 18 日夜间、9 月 19 日白天和夜间，宝安生态环境部

门分别对松下泰康公司和竞华公司总排口废气采样监测，结果达

标。在两家公司厂界开展噪声监测，结果达标。

三、部分新建住宅小区与原有工业厂房距离较近，存在一定的

废气和噪音扰民问题。

部分

属实

一、宝安生态环境部门约谈了竞华公司、松下泰

康公司负责人，督促进一步完善废气、噪声污染防治

措施，确保废气、噪声稳定达标，减少对周边新建住

宅的影响。

二、宝安生态环境部门将对竞华公司、松下泰康

公司的监督性监测频次由每年 1 次增至每季度 1次，

噪声监测由 1次增至 2 次。

三、宝安生态环境部门将在周边小区安装空气质

量微型监测站，实现片区空气质量实时监控。

四、宝安区有关部门将加强与群众的沟通，及时

收集、积极回应群众诉求。

已办

结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