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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2GD2

02109

24032

3

2021 年起地铁四号线施工产生的噪音、车辆

经过产生的噪音对光明大第小区居民生活造

成影响。

光明

区
噪音

经光明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属实。

一、举报反映的光明大第小区实为光明区金城大第花园，地铁四号线

实为在建的地铁 13 号线二期北延段，距离金城大第花园小区最近约 70 米，

目前处于隧道基坑支护阶段。

二、9月 25 日，市生态环境局光明管理局在施工现场选取 6 个点位进

行噪声监测，其中 1 个点位噪声超标，其余 5个点位噪声均达标。

属实

一、市生态环境局光明管理局约谈项目负责

人，要求其全面履行建筑施工“八个必须”噪声防

治主体责任，优先选用低噪声的施工工艺和设备，

合理布局施工机械设备，落实各项隔声降噪措施，

确保施工场界噪声达标排放，降低施工噪声对周边

居民影响。

二、针对该工地施工噪声超标的违法行为，市

生态环境局光明管理局已下发《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决定书》，并依法立案查处，拟处罚人民币 3 万元。

已办

结
无

2

X2GD2

02109

24031

5

小区是工改住，工厂与小区一墙之隔，创辉业

金属加工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噪音、金属碎末

粉尘对小区居民生活造成影响。

龙岗

区

噪音,

其他

污染,

大气

经龙岗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属实。

一、举报反映的创辉业金属加工厂实为深圳市创辉业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主要从事钢铁类管件的生产加工。该公司距离熙璟城小区直线距离约

20 米，熙璟城小区于 2012 年进行工改住，2015 年建成入住。

二、9月 25 日，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现场检查，深圳市创辉业金

属材料有限公司正常生产，打磨工艺生产车间处于密闭状态，产生的粉尘

经抽风装置排到厂外，车间未安装隔音门窗。市生态环境监测站龙岗分站

对该公司厂界无组织颗粒物和噪声进行监测，结果厂界无组织颗粒物达标，

噪声值超标。

属实

一、针对深圳市创辉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厂界

噪声超标排放的违法行为，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

局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并立案查

处，拟处罚人民币 3 万元，在完成整改前该公司产

生噪声和粉尘的工艺不得生产。

二、深圳市创辉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计划通过

安装隔音棉、隔音板等措施降噪，安装布袋进行除

尘，预计 10 月 20 日前完成整改。

未办

结
无

3

X2GD2

02109

24030

8

金山碧海花园住户在晚上或者清晨闻到垃圾

臭味和化工异味，怀疑是北山道右侧青麟坑垃

圾焚烧发电厂排放的废气导致。深圳能源青麟

坑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规划和环评没有进

行民调。希望能向小区公开气体采样监测报

告，对项目审批过程文件进行公开。

盐田

区
大气

经盐田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一、举报反映的青麟坑垃圾焚烧发电厂实为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盐田垃圾发电厂，位于盐田区盐田坳青麟坑，于 1999 年 9 月由原深圳市计

划局批准立项，2002 年 8 月 8 日开工，2003 年 12 月建成投产。该厂于 2016

年 9 月进行提标改造，2017 年 6 月 30 日完工，技改后实现污染物排放优于

欧盟 2010/75/EU 标准。金山碧海花园小区距离盐田垃圾发电厂约 2 公里。

二、盐田垃圾发电厂于 1999 年 3 月完成环评报告编制并取得批复，

2001 年 11 月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6 年 8 月取得环保竣工验收决

定书。该厂 1999 年环评报告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HJ/T2.1-1993）

编制，该导则中无民调或公众参与等相关要求，项目开展规划工作时，也

没有相关法律及规定要求需要开展民调工作，该厂的规划和环评均符合当

时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导则要求。

三、9月 25 日晚上、9 月 26 日清晨，市生态环境局盐田管理局连续对

盐田垃圾发电厂、金山碧海花园开展臭气检测，结果均达标。2021 年以来，

市生态环境局盐田管理局对该厂开展多次执法检查，废气处理设施正常运

行，废气监测各项指标均达标，未发现环境违法行为。

四、盐田垃圾发电厂的废气排放等信息在深能环保集团官网、厂内外

部分

属实

一、盐田区相关部门梳理盐田垃圾发电厂建厂

以来的审批文件，并根据当时规划和环评法规要

求，向金山碧海花园小区居民作出解释说明。

二、9月 27 日上午，盐田区相关部门组织金山

碧海花园小区居民代表实地参观盐田垃圾发电厂，

了解垃圾焚烧发电全过程、废气排放监测情况及项

目审批材料。居民代表们对盐田垃圾发电厂的处理

工艺、运营管理、园区环境表示满意，对垃圾处理

技术及废气处理情况基本认可。

已办

结
无



电子屏均有公布，企业监测信息在生态环境部污染源监控中心平台和排污

许可证信息公开平台上进行了公开，市民可通过登录网站或者直接到该厂

查看相关信息。

4

D2GD2

02109

24005

6

民治街道春华四季园小区旁梅观高速交通噪

声很大，希望能在该路段建设全封闭的隔音

屏。

龙华

区
噪音

经市交通运输局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属实。

一、梅观高速清湖南段市政道路工程项目拟将现状 6 车道扩建为 14 车

道，全长 7.975 公里。其中民治段于 2020 年 10 月正式开工，预计于 2024

年底完工。春华四季园小区位于梅观高速公路东侧，与现状梅观高速最近

距离为 74 米，与改造后的道路边线最近距离约为 63 米。小区内住宅建筑

共有 43 栋，其中 4 栋受噪声影响较严重。

二、为减少道路扩建对春华四季园小区的噪音影响，梅观高速清湖南

段市政道路工程项目设计中已在该小区沿线计划建设 220 米半封闭隔音屏。

属实

一、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噪声监测单位编制完成

梅观高速公路清湖南段市政道路工程噪声敏感点

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方案，结合专家咨询意见修改

完善，同时督促相关单位加快推进春华四季园小区

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工作。

二、市交通运输局邀请春华四季园小区居民召

开座谈会，听取了小区居民代表的降噪诉求，对居

民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居民代表表示理解支持。

阶段

性办

结

无

5

D2GD2

02109

24003

8

松岗街道江边创业三路深圳市金和源科技有

限公司，主要从事电镀，分租四十多家企业，

废水批复排量 70 吨每天，实际每天产废水量

2000 多吨，自来水进水管道存在多条，废水、

废气存在偷排行为，不定时在晚上偷运废渣、

污泥。每次检查时都停产，怀疑该公司在逃避

检查。

宝安

区

水,大

气,土

壤

经市生态环境局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一、深圳市金和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五金制品生产加工，有 32 个

生产车间，批复废水排放量 70 吨/天，建有配套的废水、废气治理设施。

二、经专家现场核查测算，深圳市金和源科技有限公司废水日均排放

量超过 70 吨，2021 年 1 至 7月，该公司 CODcr 排放总量超过排污许可证载

明的年排放量限值。

三、经宝安松岗自来水有限公司现场核查，初步判定深圳市金和源科

技有限公司自来水进水管道 3 条。

四、9 月 26 日和 27 日，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对深圳市金和源科技

有限公司开展突击检查，现场废水治理设施运行正常，废气处理设施未同

步开启。在废水处理设施总排口采样监测，结果达标；调阅该公司水平衡

监控记录，暂未发现废水偷排行为。

五、经核查评估，深圳市金和源科技有限公司污泥实际产生量与其在

广东省固体废物管理平台申报登记的危险废物产生量不一致，目前正在依

法调查处理。

六、2020 年以来，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对深圳市金和源科技有限

公司开展现场执法检查 21 次，对废水排放口采样监测 6次，废气排放口采

样监测 4 次，检查、采样时企业均正常生产，暂未发现该公司停产逃避执

法检查的情况。

部分

属实

一、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已约谈深圳市金

和源科技有限公司，责令该公司提升环境管理水

平，严格按证排污，对废水、废气处理设施进行提

标改造，并在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安装视频监控，做

好危险废物台账登记管理，依法依规处置。目前，

深圳市金和源科技有限公司已停产整治。

二、针对深圳市金和源科技有限公司涉嫌不正

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及未按规定设置大气污

染物排放口，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排放浓度、

排放量等许可事项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市生态环境

局宝安管理局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并依法立案调查，拟处罚人民币 58 万元。

三、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将进一步调查核

实深圳市金和源科技有限公司污泥产泥量与实际

拉运量严重不符情况，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未办

结
无

6

X2GD2

02109

24010

5

上寮北方科技园 E 栋鸿泰无铅焊锡厂酸水电

解车间无证经营重金属提炼，生产车间直排工

业废水、废气，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

宝安

区

水,大

气

经宝安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不属实。

一、深圳市鸿泰州无铅锡制品有限公司持有环评批复文件，主要有电

解提纯、加热灌模、冷却、压制成型、拉丝及包装的工艺，生产工艺与其

环评批复文件一致，不属于无证经营重金属提炼。

二、深圳市鸿泰州无铅锡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用水均循环使用，车间内

设有水循环利用设施，车间内和厂房周边均无废水排放口及排放管道，无

工业废水外排。

三、深圳市鸿泰州无铅锡制品有限公司生产废气经管道收集后至楼顶

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9月 25 日，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现场检查，

该公司涉气生产车间的密闭措施、收集管道和废气治理设施运行正常，没

有发现废气未经收集处理直接排放的情况。现场进行废气采样监测，结果

达标。

不属

实

一、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已督促深圳市鸿

泰州无铅锡制品有限公司落实环保主体责任，做好

生产废气的密闭收集治理，建立日常管理台账，加

强自查自纠，12 月 31 日前完成生产车间内环境整

治。

二、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将加强对深圳市

鸿泰州无铅锡制品有限公司监督性监测频次,严厉

打击偷排、超量、超标排放行为。

已办

结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