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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2GD2

02109

20009

0

集信大厦肆坊商场一楼二楼餐厅没有专用烟管，产生

的油烟对楼上居民产生严重影响。

宝安

区
大气

经宝安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基本属实。

一、集信大厦肆坊商场位于松岗集信大厦 1 至 3 楼商业层，该

商业楼层建成之初未配套建设专用烟道。深圳鼎域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承租开办肆坊商场后建设了商业楼层专用烟道，并配套安装了油

烟净化器。

二、肆坊商场内有 8家餐厅，均安装了油烟净化器。其中 5家

餐厅的油烟经店内油烟净化器一级处理后接入商场专用烟道，经商

场配套的油烟净化二级处理后从商场三楼排放；另外 3家餐厅的油

烟经店内油烟净化器一级处理后从商场排放。油烟管道排放口与居

民楼较近，对居民造成影响。

三、9月 21 日，宝安生态环境部门现场检查发现肆坊商场内

的顶峰茶餐厅油烟净化设施运行不正常，其余 7家餐厅油烟净化器

均正常运行。

四、9月 22 日，宝安生态环境部门对肆坊商场 8家餐厅油烟

采样监测，其中 2家餐厅油烟超标。

基本

属实

一、宝安生态环境部门约谈了肆坊商场 8家餐厅

及物业方鼎域公司，要求餐厅油烟全部接入肆坊商场

专用烟道经过二级净化处理后达标排放，并加强油烟

净化处理设施日常维护，定期开展油烟检测，确保达

标排放。要求鼎域公司对油烟净化设施提标改造。

二、宝安生态环境部门下达《环境监察意见书》，

要求鼎域公司及 8 家餐厅限期完成整改。截至 9 月 24

日，3 家餐厅已对油烟净化设施及管道进行清洗维护，

1 家餐厅已购置新的油烟净化器。

三、宝安生态环境部门对不正常运行油烟净化

器、油烟超标排放的餐厅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决定书》，并依法立案调查处理，拟处罚人民币 5.5

万元。

阶段

性办

结

无

2

X2GD2

02109

20021

4

深圳海洋新兴产业基地陆域形成工程中，施工单位大

量非法套采近海海砂进行陆域吹填作业施工，一方面

造成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套采国家资源，

扰乱砂石市场秩序。工程施工单位砂石来源资料造假，

瞒骗监管。

市辖

区
生态

经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不属实。

一、深圳市海洋新兴产业基地项目涉及的近海区域的浅层海

砂资源极少，主要为淤泥质底土，深层海砂资源埋藏于-14米至

-20米之间需使用专业采砂船开采。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海事

部门对非法采砂、采砂船只加强监管执法，保持高压态势，未发现

有采砂船只在项目附近活动，也未发现项目施工有盗采海砂行为。

根据《项目施工期海洋生态环境监测验收报告（2018 年 3 月—2021

年 2 月）》和《2021 年度水文泥沙监测阶段成果报告》，工程施

工期所在海域无环境损害、污染事故发生。

二、项目施工已使用粉细砂 434.4 万立方米，主要来源为接收

周边包含粉细砂的疏浚弃置料 242 万立方米以及从周边码头以及

湛江东海岛砂场购买的 192.4 万立方米粉细砂。中粗砂已进场

375.7万立方米，主要来源从湛江东海岛砂场和项目周边码头购买，

包括部分建筑基坑砂。各项砂石来源凭证资料较为清晰。

不属

实

一、9月 21 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工作组赴

现场突击检查，项目未进行填海施工，河道疏浚作业

位于用海审批范围内。工作组要求施工方依法依规作

业，不得盗采海砂资源。

二、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将加强海上巡

查，并利用信息化手段强化监管，要求项目业主单位

持续开展海洋生态环境跟踪监测，做好生态补偿和生

态修复工作。同时，各职能部门将严格落实《住房城

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加强海砂开采运输销售使用管

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强海砂倒查溯源，坚决维护

正常的海砂开采利用秩序。

已办

结
无



3

X2GD2

02109

20019

9

举报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松白路宏源发花卉苗木产

业园在水资源保护区内违章建筑达 30000 多平方，严

重影响当地农业生态环境及居民正常出行。该违章建

筑挂名为花卉苗木产业园，实际是用来高价出租场地

谋求暴利。其它占用水资源保护区的违章建筑大部分

都依法拆除，该花卉市场被人多次投诉，至今仍然屹

立不倒。

宝安

区
生态

经宝安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一、宏源发花卉苗木产业园位于二级水源保护区，现有 1 栋 4

层永久建筑、13 处临时建筑，为历史遗留建筑；另有 4 处花卉温

控大棚为 2019 年建成，未办理报建手续，相关部门已立案调查处

理。

二、该地块属于城乡建设用地，不是农业生态用地，不存在影

响农业生态环境的问题，产业园的经营活动没有超出园区地块范

围，不会对居民正常出行造成影响。

三、该产业园按规范完成了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生活污水

接入市政污水系统，雨水最终流入天圳河。经核查，排水设施运行

正常，没有发现影响水资源的问题。

四、该产业园承担花卉苗木种植、花市文创、科普教育功能，

每年定期在此开展农业植物防疫检疫宣传、安全农资普法宣传、农

业技术推广示范等活动，确有通过场地租赁收取使用租金，主要用

于维持科普基地日常管理。

部分

属实

一、宝安区政府相关部门加紧推进宏源发花卉苗

木产业园 4 栋花卉温控大棚查处工作，严格依法依规

推进案件办理。

二、宝安区政府将加大对宏源发花卉苗木产业园

执法巡查，排查处理园区内违法生产经营行为。

三、开展环保政策法规宣讲，督促园区企业履行

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完善排污处

理设施。

已办

结
无

4

X2GD2

02109

20018

5

鹅埠镇南坑水村村民反映乾泰技术动力电池的公司主

营业务是报废汽车拆解，去年开始到现在，乾泰公司

只是拆解电动汽车，且数量不多。现在，村民发现根

据乾泰公司的环评公示，他们要上马燃油汽车拆解及

燃油发动机再制造项目，项目的上马投产，显然对我

们村庄、附近河流会带来污染，带油污的废水会到处

流。为此，我们坚决反对。

市辖

区

其他

污染

经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部分属

实。

一、2017 年 12 月 4 日，乾泰项目一期工程拆解电动汽车内容

取得环评批复，批复同意乾泰公司拆解 2 万辆/年，去年至今实际

拆解 2370 辆，拆解数量不多。

二、2021 年 8 月 3日，乾泰项目一期扩建工程取得环评批复，

批复同意乾泰公司建设燃油汽车拆解及燃油发动机再制造等方面

内容。

三、目前，乾泰项目一期扩建工程尚未开工建设，该工程投产

后，生产废水不外排，雨水、生产废气收集处理后达标排放，不会

对南坑水村及附近河流造成污染影响，不存在带油污的废水到处流

的现象。

四、南坑水村未来将全部搬迁，现阶段村庄部分土地已出让给

工业企业，村庄四周现状用地均已明确拟建工业项目。

部分

属实

深汕特别合作区将从产业引进、环保准入、规划

选址、土地出让等方面加强源头把控，并做好以下工

作：

一、继续跟进乾泰项目一期扩建工程后续建设和

运营情况，督促企业完善后续环保手续。

二、加强乾泰项目一期扩建工程建设期和运营期

的日常生态环境监管，严格落实环保“三同时”制度，

确保各项配套建设的污染防治设施落实到位，严厉打

击非法排污行为。

已办

结
无

5

X2GD2

02109

20015

6

深圳市龙华区仁山智水花园与龙华区外国语学校一路

之隔，学校高音喇叭及学校保安的吹哨声产生的噪声

污染已有两年之久，期间曾就有关噪声污染投诉到学

校、区教育局甚至媒体，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又会提

高音量（可能是学校换了领导或换了管理高音喇叭的

老师），导致附近的居民受到很大影响。

龙华

区
噪音

经龙华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属实。

一、龙华区外国语学校与仁山智水花园相隔一条马路，直线距

离为 30 米。

二、华区外国语学校上课时段、课间活动广播和上下课高峰期

交通疏导均会产生噪声。

三、2018 年至今，龙华区教育局和龙华区外国语学校交通疏

导员共接到 3 宗噪声扰民投诉。学校处理整改后音量有所降低，但

举行大型活动或应急情况下仍会产生较大噪声，影响周边居民。

属实

目前，龙华区外国语学校上放学时段不再使用哨

子和手持式高音喇叭。课间操期间，学校广播系统音

量控制在 60 分贝以内，减轻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已办

结
无



6

D2GD2

02109

20002

3

反映香蜜湖路 4003 号万科温馨家园距离香蜜湖路五

六米，该路段车流量很大，夜间大车较多，噪音很严

重，形成噪音扰民，希望加装降噪措施，降低噪音，

避免噪音扰民。

福田

区
噪音

经福田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基本属实。

一、万科温馨家园小区与香蜜湖路车行辅路最短间距约 14

米，与车行主路最短间距约 38 米，其中车行辅路西侧有 5至 10 米

的绿化隔离带。

二、根据福田区交警部门测算，单向车道全天车辆直行和左转

弯通行数约为 205 辆/小时；单向车道夜间车辆直行和左转弯通行

数约 72 辆/小时。

三、9 月 21 日、22 日、24 日，福田生态环境部门分别在万科

温馨家园小区楼顶及地面进行昼间、夜间交通噪声监测 4次，结果

昼间噪声均达标，夜间噪声均超标。

四、福田区交通运输部门于 2007 年在香蜜湖路万科温馨家园

段主路设置隔音屏，并于 2020 年更换为隔音效果更佳的新型材料；

香蜜湖主路与辅路均为具有降噪功能的柔性沥青路面；同时万科温

馨家园与香蜜湖路主路之间设置有竹林、乔木绿化带隔离，具备一

定隔音降噪功能。

基本

属实

一、福田区交通部门已要求养护企业进一步加强

常态化巡查保养，确保该路段和隔音设施完好。

二、福田区交警部门已加强香蜜湖路万科温馨家

园段巡查，严厉查处机动车鸣笛等违法行为。

三、蜜湖街道办已加强万科温馨家园周边区域巡

查，降低生活噪声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已办

结
无

7

D2GD2

02109

20002

2

反映观禧花园小区闻到一阵一阵的臭味，化工味，令

人呕吐，从东面吹来，早上、晚上六七点、下雨天异

味问题较为严重。

龙华

区
大气

经龙华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基本属实。

一、观禧花园小区位于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环观南路和观天

路交汇处，处于观澜（深圳）与凤岗（东莞）交界处。龙华生态环

境部门、观澜街道办等对观禧花园小区周边归属于深圳市辖区的企

业进行现场检查，各涉气企业废气处理设施均正常运转，车间密闭，

暂未发现环境违法行为。

二、龙华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对观禧花园小区空气质量进行检

测，结果达标。

三、观禧花园小区东面的逸吴工业园、西旺工业园、科力兴工

业园、雅商科技园等均归属于东莞市凤岗镇，今年 8 月底有过废气

扰民投诉情况，工业园内企业涉及注塑、印刷、喷漆等多种产生废

气的工艺，产生的臭气因气候因素可能对观禧花园小区造成影响。

四、2021 年 9 月以来，龙华生态环境部门对观禧花园小区及

周边多次进行巡查，暂未发现在早上、晚上六七点钟、下雨天存在

异味严重的情况。根据观禧花园小区周边 VOCs 走航检测结果，深

圳市辖区范围内暂未发现异常情况。

基本

属实

一、深圳龙华生态环境部门联合东莞市生态环境

局凤岗分局研究提出了具体工作方案，成立了交叉执

法行动领导小组，召开了现场部署会，并于 9 月 26

日开展联合执法行动，以观禧花园小区周边区域为重

点，着力解决跨界污染问题。

二、深圳龙华生态环境部门对观禧花园小区及周

边群众进行了走访，并通过微信群等方式及时向群众

反馈了调查处理情况。

阶段

性办

结

无

8

D2GD2

02109

20001

7

禾花社区工作站至信德学校之间约 400 多米有多个工

厂，每天排放类似农药、油漆、油墨、烧焦等刺鼻气

味，尤其是晚上至凌晨特别明显，对周边居民、师生

有严重污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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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花社区工作站至信德学校之间约 400 多米存在 28 家工

业企业，涉废气排放企业 5 家。

二、9月 21 日夜间，龙岗生态环境部门对禾花社区工作站、

信德学校两个点位进行空气质量监测，结果均达标。

三、9月 22 日，龙岗区平湖街道办随机走访 90 名周边住户、

商铺经营者及学校师生，其中 85 位表示未闻到过刺鼻气味，5位

表示曾闻到过异味。

四、9月 21 至 22 日，排查发现深圳市粤之彩印刷有限公司覆

膜车间未密闭，存在废气外泄现象。9月 22 夜间，突击检查 5家

涉废气排放企业，1家企业在生产，未发现废气违法排放行为，深

圳市粤之彩印刷有限公司已停产，其余 3 家未生产。

部分

属实

一、龙岗生态环境部门对深圳市粤之彩印刷有限

公司覆膜车间未密闭废气外泄的环境违法行为，下达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并依法立案查处，拟

处罚人民币 2万元。

二、龙岗区平湖街道办向周边居民解释异味问

题、调查处理、整改情况和下一步计划，居民表示理

解和支持。

已办

结
无



9

X2GD2

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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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田街道和成嘉业名园小区配套的公共烟道出现裂

缝，导致油烟逸散，对小区居民生活造成影响。

龙岗

区
大气

经龙岗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属实。

龙岗区组织相关单位及专家现场查验论证，已排查出和成嘉业

名园小区配套的公共烟道因焊接工艺问题导致管道接驳处存在 11

处漏点，有少部分油烟从漏点渗出，进入消防通道，对居民生活造

成影响。

属实

一、龙岗区住建部门要求和成嘉业名园小区建设

单位根据专家论证意见实施整改。积极走访小区业

主，做好沟通解释工作并对整改和验收提出技术指

导。

二、截至 9 月 25 日，和成嘉业名园小区建设单

位已完成商业烟道的整改工作，并发布书面通知邀请

各方责任主体和投诉业主参与验收。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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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井街道共和社区第二工业区永捷确良线路板有限公

司排放的废气，气味非常难闻，特别是阴雨天气和夜

间，气味更加浓重，怀疑该公司有偷排废气的行为。

夜间该公司设备运行产生的噪音影响周边居民休息。

宝安

区

大气,

噪音

经宝安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基本属实。

一、9月 22 日，宝安生态环境部门现场核查，永捷确良线路

板（深圳）有限公司正常生产，车间密闭、管道收集良好和废气治

理设施运转正常，暂未发现废气偷排漏排行为。在该公司废气排放

口监督采样，结果达标。现场未发现难闻气味，但受距离、气候等

因素影响，可能有存在影响周边居民情况。

二、今年以来，永捷确良线路板（深圳）有限公司实施了多项

废气治理设施改造项目，搬迁了 2 条电镀生产线、增加 3套有机废

气处理塔、更换 2套酸碱废气处理塔，并增加自动加药控制系统。

三、永捷确良线路板（深圳）有限公司在楼顶风机、冷气房、

电机、空压机、鼓风机等噪声源头加装了隔音屏和减震装置，建设

了隔音墙和隔音门减震降噪。9月 22 日夜间，宝安生态环境部门

对该公司开展噪声监测，结果超标。

基本

属实

一、宝安生态环境部门对永捷确良线路板（深圳）

有限公司夜间生产噪声超标的行为，已依法立案查

处，拟处罚人民币 3万元。

二、宝安生态环境部门已督促永捷确良线路板

（深圳）有限公司实施减震降噪整改措施，将楼顶铁

质废气收集管道更换为 PVC 材质，将老旧电机更换为

静音电机，落实废气塔风机减震器保养，确保噪声达

标排放。

三、宝安生态环境部门将在永捷确良线路板（深

圳）有限公司安装废气、噪声在线监测设备，并纳入

宝安区智慧管控系统联网管控，实现废气、噪声排放

实时监控。

已办

结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