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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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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处理

情况 

1 

X2GD2

02109

25028

4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帝堂路与锦程路交汇处西南侧

的沙井水质净化厂二期进水中镍长期超标，由于该厂

的工艺不具备去除的能力，导致该厂排水中的总镍长

期超标。 

宝安

区 
水 

    经宝安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一、沙井水质净化厂二期的处理对象主要为城镇生活污水，采

用多段强化脱氮改良型 A²/O 生物处理工艺，未设计总镍去除的专门

工艺。 

    二、国家、省市对城镇污水处理厂没有设定具体的进水标准，

进水水质控制指标按照BOT协议约定执行。根据沙井二期项目的BOT

协议，对进水总镍没有设置考核指标。2021 年，沙井二期污水处理

系统运行正常，未出现过水质重大异常情况。 

    三、9月 26 日，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现场核查，沙井水质

净化厂二期整体运行正常，对总排口 2次采样监测，结果均达标。 

部分

属实 

    一、宝安区政府相关部门将督促沙井水质净化

厂二期落实主体责任，配合水务部门开展纳管范围

污染类别调查及评估，积极研究增加除总镍等重金

属工艺必要性，推进提标升级工作。 

    二、宝安区政府将推进涉镍企业产业转型升级

政策，加大企业扶持力度，淘汰一批低端、高能耗

企业，逐步减少总镍排放总量。 

已办

结 
无 

2 

X2GD2

02109

25025

4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岩文化艺术中心对面工地，

开发商是深圳市宏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去年开

工以来长期泥头车昼夜进出，工地昼夜施工，周边居

民饱受噪音和扬尘污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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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的工地为宏发悦云花园工程。2020 年 6 月以来，宝

安区受理该项目噪声投诉 8 宗，均已及时反馈处理。经查阅视频监

控记录，该项目土石方运输分包单位泥头车存在超时作业行为。9

月 26 日至 27日，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在该项目两个边界点位

进行噪声监测，结果达标。 

    二、现场检查发现，宏发悦云花园工程项目存在红线范围内部

分裸土未覆盖问题。目前，该项目进出工地泥头车约 3 车次/天，周

边路段未见扬尘污染。 

基本

属实 

    一、宝安区住建部门已责令施工方进行裸土防

尘绿网全覆盖，施工现场增加移动式降尘雾炮设备

抑制作业扬尘。 

    二、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对工程土石方运

输单位存在泥头车超时作业的违法行为，下达了《责

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三、宝安区住建部门已依法立案查处工程施工

单位裸土未覆盖的违法行为，并在省工程施工质量

安全动态管理系统对施工、监理单位及项目经理、

总监进行扣分。 

已办

结 
无 



3 

X2GD2

02109

25025

3 

和丰路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的一条区间路，连

接宝安大道和新湖路，道路两边餐饮店产生的油烟对

小区住户造成严重影响，还有污水横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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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的和丰路全长约 600米，是一条城中村区间路，道路

两侧为村民自建的裕和花园、裕丰花园两个城中村。和丰路上有餐

饮店 33家，其中，无油烟的餐饮店 8 家；有油烟产生但未安装净化

设施的餐饮店 15 家；有油烟产生且安装净化设施及高空排放油烟管

道的餐饮店 10 家，现场检查时油烟净化设施均运行正常。 

    二、和丰路建有完善的排水系统，现场检查时管道排水正常，

无管道堵塞、污水外冒，存在部分商户冲洗地面、洗菜洗碗和空调

冷凝水导致地面湿漉和轻微积水的问题。 

基本

属实 

    一、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约谈了 15 家未安

装油烟净化设施及高空排放油烟管道的餐饮店负责

人，并下发《监察意见书》。目前，10 家餐饮店已

完成整改，4家停业整改中。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

局对未整改仍违法经营的 1家餐饮店下发《责令改

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并立案调查。                                                                     

    二、宝安区新安街道办对店外洗菜洗碗现象巡

查管控，并整治夜市占道经营。     

已办

结 
无 

4 

X2GD2

02109

25021

3 

反映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半山道一号周边的下坪填

埋场渗滤液处理厂、郁南环境园、厨余垃圾处理厂等

企业，产生臭气对居民造成影响。 

龙岗

区 
大气 

    经市城管和综合执法局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一、下坪填埋场位于罗湖区清水河街道，主要承担罗湖、福田

及南山部分区域的垃圾处理和全市垃圾应急处理。郁南环境园区位

于龙岗区吉华街道，主要设施有卫生无害化处理厂、粪渣无害化处

理厂。半山道 1号小区位于下坪填埋场和郁南环境园之间，距离分

别为 1.2公里和 2.4公里。 

    二、2019 年 11 月前，下坪填埋场在极端不利气象条件下，填

埋库区周边会出现短时填埋气浓度偏高的情况，存在臭气扰民的现

象。2019 年 11 月以后，下坪填埋场已不再填埋原生生活垃圾，填

埋区对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目前下坪填埋场产生的渗滤

液雨季为 1800吨/天，旱季为 1200吨/天，通过场内的两座渗滤液

处理厂全量就地处理，各项指标达标排放，渗滤液处理在线监测结

果与市、区环保部门实时联网。 

    三、下坪填埋场年投诉量从 2017年 906宗，下降到 2020 年 17

宗，投诉量大幅下降，治理效果非常明显。查阅近年来检测数据，

下坪填埋场场界大气质量长期稳定达标。 

    四、查阅近年来检测数据，郁南环境园场界大气质量长期稳定

达标。郁南环境园与半山道一号小区直线距离 2.4公里，中间有多

重山脉阻隔。近年来，未收到过半山道一号居民对郁南环境园臭气

问题的投诉。 

部分

属实 

    一、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将进一步提升精

细化管理水平，按要求开展环境监测，确保下坪填

埋场和郁南环境园生产运行稳定达标；持续推进园

区转型升级和景观提升工作,打造安全文明、科普教

育、鸟语花香的生态环境园标杆。  

    二、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将加大园区设施

和进厂运输车辆密闭化管理，保持运输车辆的干净

整洁，杜绝“跑冒滴漏”现象。 

已办

结 
无 



5 

D2GD2

02109

25005

6 

反映桂湾 3路龙海家园楼下的类似空调外挂机、冷却

塔的大型设备，发出噪音，夜间持续带十一二点，影

响居民生活。 

南山

区 
噪音 

    经市住建局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属实。 

投诉的噪音源来自自龙海家园小区配套的 4座空调冷却塔设

备，分列于桂湾三路两侧。冷却塔设备运行时间为 9:00至 22:00，

受噪音影响的主要是龙海家园 11栋、12栋塔楼部分住户。 

属实 

 

    一、市住建局已责令运营单位关停空调冷却塔

设备，同时开展空调冷却塔设备检测、检修工作，

并采取安装隔音屏等有效措施降噪。 

    二、9月 28 日，运营单位对冷却塔的风机进行

了更换，并将于近期委托检测机构开展噪声检测，

符合环保要求后，再重新启动使用。 

已办

结 
无 

6 

X2GD2

02109

25020

7 

永生电器（深圳）有限公司未批先建，产生废气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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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 日在现址新建开办，已向市生态

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材料，目前处于

受理公示期间。 

    二、2021 年 9月 26 日，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现场检查时，

永生公司注塑、焊锡、移印、喷涂等产生废气的工艺因配套设备还

未完全安装，未投入使用，厂房内暂无生产废气产生。同时，配套

建设了相应的废气治理设施。 

部分

属实 

  

    一、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依法责令永生公

司停止设备安装，约谈公司负责人，督促其尽快完

善环保手续，取得环评批复前，不得擅自投产。加

强对被投诉工业企业的监管，提高监管频次，严格

依法监管。 

    二、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督促永生公司加

强正常生产后的日常管理，严格落实“三同时”制

度，按要求完成竣工验收手续，确保废气治理设施

正常运转，稳定达标排放。 

    三、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督促永生公司主

动与周边居民进行沟通协调，及时发现问题，及时

解决问题。 

已办

结 
无 

7 

X2GD2

02109

25018

2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碧头工业区邑升顺电子（深圳）

有限公司污水超标排放。 

宝安

区 
水 

   经市生态环境局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不属实。 

一、9月 26 日、27日，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组织对邑升顺

公司进行突击检查，对该公司废水处理设施总排放口采样监测，监

测结果达标。2019 年以来，对邑升顺公司开展“双随机”检查 3次，

均未发现废水超标排放等行为。查阅邑升顺公司近半年废水在线监

测数据，暂未发现超标排放废水的情况。 

    二、2017年至今，邑升顺公司已对废水处理设施进行三次升级

改造。9月 26 日，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联合行业专家对邑升顺

公司废水处理设施运行状态进行可行性评估，评估认为邑升顺公司

废水处理工艺设计合理，达标能力可行。 

不属

实 

    一、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约谈了邑升顺公

司，督促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严格遵守环保法

律规，严格按照废水处理操作规程，对废水处理设

施加强管理，确保废水稳定达标排放。 

    二、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责令邑升顺公司

做好废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管理，加强水质在线监测

设备的运维使用，确保各类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废

水稳定达标排放。 

已办

结 
无 



8 

X2GD2

02109

25018

1 

投诉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铁岗村水库路 166号的深圳

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存在擅自扩大生产规模、废

气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等问题。 

宝安

区 
大气 

经宝安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不属实。 

一、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印制电路板及高端

电子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生产工艺为钻孔、内/外层线路制作、

镀铜、沉金、印刷。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组织核对该公司的排

污许可内容，该公司生产地址未发生改变、未新增生产工艺、工序，

未发现擅自扩大生产规模的违法行为。 

    二、9月 26 日，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现场检查时，景旺公

司正常生产，废气收集、治理设施运转正常，运行台帐完整。对该

公司的 7套废气治理设施排放口进行废气采样监测，结果均达标。 

    三、2020 年以来，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对该公司开展废气

有组织排放监测 4次，结果均达标。 

不属

实 

    一、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约谈了景旺公司

负责人，要求在达标的前提下继续升级改造废气污

染防治设施，落实工位密闭收集措施。 

    二、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将加强日间常态

巡查和夜间突击检查，实现全天候全方位巡查，一

旦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从严查处。 

    三、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将通过“人工＋

科技”手段加强监管，加密监测频次，安装在线监

控设备，全面监控企业生产和废气治理设施运行情

况。 

已办

结 
无 

9 

D2GD2

02109

25005

0 

金海湾花园外的福荣路休闲长廊广场舞噪声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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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荣路休闲长廊长期存在居民跳广场舞的情况，时段为

7:00-9:00、19:40-21:30，人数约 160 人，跳舞过程中使用伴奏音

响外放音乐。 

    二、2021 年 9 月 27 日晚，市生态环境局福田管理局在跳广场

舞期间对其昼间噪声进行监测，结果超标。 

属实 

   一、福田区公安部门建立迅速出警处置及时劝导

机制，与跳广场舞群体协商降低音响外放音量，并

合理调整音响位置和活动时间。 

    二、福田区城管部门加大巡查力度，发现噪声

扰民现象及时规劝。 

    三、9 月 29 日，福田区城管、街道等部门在该

处设置温馨提示牌，并提供隔音箱，定向播放音乐，

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已办

结 
无 

10 

D2GD2

02109

25003

9 

永丰化工、绿绿达化工、吉鹏化工、万松化工等多家

化工厂经常在周末偷排废气，半夜尤其严重，造成村

里弥漫难闻臭味，村民难以忍受。怀疑这些化工厂在

惠盐高速旁有废水偷排口。多次投诉一直没有得到彻

底解决。 

龙岗

区 

大气,

水 

    经龙岗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一、案件反映的同德社区池屋村位于宝龙街道东北方，除投诉

的 4 家企业外，无其它化工厂。投诉的 4 家企业分别为深圳龙岗永

丰化工有限公司、深圳市绿绿达环保有限公司、深圳市吉鹏硅氟材

料有限公司、深圳市万松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其中深圳市万松化工

实业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永丰化工有限公司计划搬迁，目前处于搬

迁过渡阶段。 

    二、9月 26 日，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对池屋村进行无人机

VOCs 走航以及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达标。9月 26夜间至 28 日，

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对投诉的 4 家公司进行检查，其中深圳市

吉鹏硅氟材料有限公司 1 楼车间未密闭，存在有机废气外泄现象，

现场对该公司排放废气采样检测，结果达标；现场对深圳市万松化

工实业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永丰化工有限公司进行厂界无组织排放

废气监测，对深圳市绿绿达环保有限公司进行有组织废气监测，结

果均达标。 

    三、深圳市绿绿达环保有限公司有生产废水，其余 3 家均无工

业废水产生。现场检查时，深圳市绿绿达环保有限公司工业废水经

处理后通过废水总排放口排出厂外。市生态环境监测站龙岗分站对

该公司废水进行采样监测，结果达标。惠盐高速池屋段未发现排污

口，仅西侧一段排水明沟因惠盐高速公路扩建被阻断，有周边汇水

散排情况。 

   四、经核查，2020 年以来龙岗区未收到关于上述 4 家企业的信

访投诉案件。 

部分

属实 

    一、针对深圳市吉鹏硅氟材料有限公司产生有

机废气的分装工艺未在密闭空间进行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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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依法立案处理，拟处罚人民币 2 万

元。9月 28 日，该企业已完成整改。 

    二、对于惠盐高速排水明沟被扩建施工阻断导

致周边有汇水散排的现象，市龙岗排水有限公司要

求施工单位于 2021 年 10 月 4 日前完成汇水散排整

改。    

    三、龙岗区相关部门将持续跟进宝龙街道池屋

村周边环境问题，督促深圳市万松化工实业有限公

司和深圳龙岗永丰化工有限公司做好停产、搬迁工

作。 

阶段

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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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基一百大厦餐饮企业在 32 楼楼顶排放的油烟对居

民造成污染影响，设置的设备和电线对居民还有安全

隐患。 

深圳市公安局大楼裙楼西侧有约 20台空调主机设备，

噪音很大，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曾经向当地相关

部门反映，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罗湖

区 

大气,

噪音 

    经罗湖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基本属实。 

    一、KKMALL 京基百纳空间内 5家餐饮企业共同使用的商用烟道

油烟排放口设置在京基 100蔡屋围老围花园 C栋 1单元天面层，可

能会对靠近 C栋 1单元天面层的居民造成影响，该 5家餐饮企业均

能提供近半年内的油烟检测报告，检测结果均达标。 

    二、罗湖区相关部门现场排查出 2处安全隐患，物业公司已当

场完成整改。 

    三、深圳市公安局于 2021 年 7月接到住户反映空调冷却塔噪声

扰民同类问题，立即调整冷却塔开启时间；9 月 24 日开工实施冷却

塔加装吸隔音罩降噪改造工程，预计 10 月底完工。 

    四、9月 26 日下午，罗湖区生态环境部门委托专业机构对市公

安局指挥中心裙楼西侧冷却塔进行噪声检测，结果达标。  

基本

属实 

     

    一、KKMALL 京基百纳空间物业公司已于 9月 27

日在商用烟道排烟口增设弯头，油烟由平行排放改

为垂直排放，降低油烟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二、9月 26 日晚，罗湖区桂园街道办会同区应

急局到现场排查出 2处安全隐患，已督促物业公司

当场完成整改。 

    三、市公安局推进冷却塔加装吸隔音罩降噪治

理工程，改造期间将与周边居民代表保持沟通。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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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林荔园阁小区一期东边、东南方分别在建 2座高楼

工地，没有事先公示，日夜施工产生的噪音、扬尘严

重扰民，对小区居民生活造成影响。 

福田

区 

噪音,

大气 

   经福田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一、荔园阁小区一期东边及东南方的 2个在建工地分别为创富

大厦主体项目、上梅林雅苑项目。该 2个项目均在施工区主出入口

外侧设置工程概况牌、建筑施工噪声、扬尘污染防治公示牌、夜间

作业证明、管理人员名单及监督电话牌等。 

    二、2021 年以来，市生态环境局福田管理局立案查处创富大厦

主体项目超时施工违法行为 1宗，上梅林雅苑项目施工噪声超标排

放违法行为 1宗；福田区住建部门对上梅林雅苑项目扬尘污染问题

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 3次。 

    三、2021 年 9月 26 日，市生态环境局福田管理局对 2个项目

施工噪声进行监测，其中创富大厦主体项目监测结果达标，上梅林

雅苑项目监测结果超标。 

部分

属实 

    一、9月 26 日，福田区住建部门对创富大厦主

体项目、上梅林雅苑项目硬化路面存在扬尘的情况，

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市生态环境局福田管理

局对上梅林雅苑项目施工噪声监测超标情况已下达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并依法立案查处。 

    二、目前，创富大厦主体项目和上梅林雅苑项

目施工现场均已开启围挡喷淋，易扬尘施工点已开

启雾炮机抑尘。福田区政府将督促该 2个项目建设

单位、施工单位提高环保主体责任，将扬尘、施工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落实到位。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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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深云村深铁懿府项目经常晚上

施工，包括中考和高考期间也不停止，产生噪声和扬

尘，没有配套治理设施，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南山

区 

噪音,

大气 

经市住建局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一、经核实，深铁懿府项目垃圾转运车辆进场转运建筑垃圾和

工地前道路临时停放的外部货车会产生噪音。 

    二、中、高考期间，市住建局和市生态环境局南山管理局针对

该项目存在室内施工作业的情况，约谈了施工单位负责人，要求遵

守《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加强中、高考期间噪声污染管理的通告》

相关规定。此后，施工单位落实整改，在中、高考期间全面停工。 

    三、经现场核查，深铁懿府项目现场裸露场地及堆放土方已进

行覆盖，作业时采取了喷淋等降尘措施，未发现存在明显扬尘污染

情况。 

    四、深铁懿府项目采取了混凝土浇筑隔音棚、隔音钢筋加工棚

以及低震动的混凝土振捣棒等措施，并安装了噪声在线监测设施。 

部分

属实 

    一、针对深铁懿府项目施工单位夜间施工的问

题，市住建局已下发《责令停工整改通知书》，责

令深铁懿府项目各责任单位进行停工整改。 

    二、市住建局已督促项目建设、施工单位落实

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噪声污染防治方案。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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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反映：南澳西涌鹤薮村两个污水厂新旧污水处理

机器都有严重质量问题，达不到设计处理量，因 9 月

19 日下了一点雨，管道就冒了两天污水，怀疑政府的

钱都白花了。 

大鹏

新区 
水 

    经大鹏新区管委会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一、投诉的两个污水厂实为大鹏新区南澳办事处西涌社区西涌

1号和 2号临时污水处理站。此两座临时污水处理站于 2016 年 7月

开工建设，2019 年 10 月正式运营。此两座临时污水处理站扩建工

程于 2021 年 5月开工，2021 年 8月建设完工，质量评定结果为合

格，满足设计处理规模。目前，扩容设备正在调试和试运行阶段。 

    二、管道冒水发生于扩容设备调试和试运行时期，9月 19 日强

降雨，西涌 1号临时污水处理站扩容设备停产调试，污水处理量降

低，污水管网高水位运行，于 19 日下午至 21 日出现溢流情况；西

涌 2号临时污水处理站因扩容设备膜池液位计故障，于 19 日 19时

至 21时出现溢流情况，更换液位计后恢复正常。 

    三、西涌 1号、2号临时污水处理站未建成前片区污水均直排

入河，建成后大大提高了片区污水收集率，河道水质也显著提高，

现河道水质长期稳定在四类水质以上，取得了良好的治污效果。 

部分

属实 

    大鹏新区管委会将加强西涌 1号、2号临时污水

处理站建设管理，加快扩容设施试运行调试进度，

确保调试和试运行阶段设备工况稳定正常；继续对

西涌片区的污水管网进行清疏工作。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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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溪涌盐村公司在溪坪南路

11 号违法抢建占地约 4000 平方米的菜市场，该地位

于生态保护区，破坏生态环境。 

大鹏

新区 
生态 

    经大鹏新区管委会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不属实。 

一、投诉的溪坪南路 11 号土地属于盐村股份合作公司所有，

1988 年至 2013 年间，由溪涌社区原有水产市场转变为综合市场。

该市场年久失修，破损严重，2019 年 6月，由盐村股份合作公司在

原有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建筑面积为 892.67平方米，而非投诉所

述 4000平方米。该市场按环境综合整治的要求在原有破损建筑基础

上进行升级改造，未新增面积，并作为溪涌社区唯一综合菜市场，

主要满足居民生活需求，有相关手续，不属于违法抢建行为。 

    二、经核查，该处地块未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不涉及林地、

大鹏半岛市级自然保护区、登记在册古树，不涉及海岸带管控区范

围，不涉及水源保护区，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该项目市政排污管

网已建成完备。 

不属

实 

     一、9月 27日，大鹏新区相关部门对综合市场

升级改造项目的满意度开展问卷调查，大部分溪涌

社区居民认为综合市场升级改造后，周围环境品质

大大提升，同时解决了群众买菜难问题，对改造工

程表示支持和满意。 

    二、大鹏新区将继续抓好改造工程项目的排污

管道、市场环卫、公共卫生、疫情防控等配套设施

设备的前期准备工作，确保市场投入运营后保持干

净、整洁、环保、有序的良好环境。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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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光明区塘家大道 140号深圳金都凹版工业有限

公司，对外私自外售电镀研磨泥（含有大量铜离子，

危废）；其研磨车间外的蓝色铁硼是盛放铜泥的水池，

没有做防腐，有毒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周边下水道，

为了掩盖痕迹，用混凝土浇灌填埋，周边泥土也被污

染，建议挖开池子取样监测。 

光明

区 
土壤 

    经光明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不属实。   

一、市生态环境局光明管理局组织专家对深圳金都凹版工业有

限公司污泥产生量进行核算，该公司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9 月污

泥产生量与实际产生量基本相符。查看该公司近半年的监控视频和

汽车出入台账，未发现非法转移及对外私自外售电镀研磨泥的情况。    

    二、金都凹版公司此前将研磨废水过滤池设在一个蓝色铁棚内，

后因设施改造将池子废弃并用土壤覆盖填埋。2020 年 12 月，市生

态环境局光明管理局要求该公司挖开水池表面覆土，发现水池覆土

比较干燥，未发现暗管及排污或渗漏痕迹，该公司于 2021 年 1月用

混凝土将挖开的过滤池进行封填。市生态环境局光明管理局组织对

该公司生产车间、污水治理设施、排水管网进行多次监测，结果均

达标，未发现偷排废水、超标排污的现象。 

    三、9月 26 日，市生态环境局光明管理局对深圳金都凹版工业

有限公司进行全面检查，并对总排口采样监测，结果达标。同时组

织专家核算该公司工业用水情况，该公司 2021 年 1至 9 月工业用水

量和排水量基本吻合。 

不属

实 

    一、光明区政府将协调第三方监测机构加快完

成对深圳金都凹版工业有限公司的土壤监测，根据

监测结果，依法严格处理。  

    二、市生态环境局光明管理局已约谈深圳金都

凹版工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要求该公司严格按照环

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证等文件的要求，加强污染

设施规范化管理，确保污染物全收集、全处理，达

标排放。 

阶段

性办

结 

无 



    四、市生态环境局光明管理局组织对金都公司铁皮棚下土壤进

行取样监测，因分析化验需 10天左右，预计 10 月 6日出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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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坳路 18 号深圳市大数据管理中心的空调外机运行

产生的噪音对建龙苑小区居民生活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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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宽带网络交互中心及数据备份中心位于深圳市福田

区梅林街道梅坳路 18号，是大数据资源管理中心梅林机房。该数据

中心是全市电子政务外网、互联网出口、政务大数据、政务云平台

等重要电子政务基础设施的所在地，机房空调必须 24小时不间断运

行。2021 年 3月 29 日，该数据中心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噪声

检测，结果昼、夜间场界噪声均达标。 

    二、9月 26 日和 27日，市生态环境局福田管理局对深圳市宽

带网络交互中心及数据备份中心开展噪声检测，结果昼、夜间场界

噪声均达标。 

基本

属实 

    一、9 月 26 日，福田区公安、生态环境、街道

等部门进行现场核查，要求数据中心妥善处理群众

诉求，加强对机房空调设备维护保养。 

    二、9 月 29 日，福田区公安、生态环境、街道

等部门会同数据中心、市建筑工务署与部分居民代

表召开沟通协调会，会议对数据中心机房空调整体

降噪计划达成一致，采用消声罩、金属隔震垫等措

施提升降噪效果。 

    三、9 月 29 日晚，福田区政府要求数据中心加

快后续降噪措施进度，设立噪声在线监控设备，妥

善处理居民投诉。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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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峦湖花园后的南坪快速路噪音影响周边学生、居民

的生活，已建设 200米的隔音屏，但是没有完全覆盖

小学、小区沿路的区域，担心南坪快速干道二期路辅

道的噪声更为严重。希望采取安装隔音屏、限制大型

货车从该处上快速路等降噪措施。 

坪山

区 
噪音 

经市交通运输局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一、南坪快速路三期目前未限制大型货车通行，噪音来源主要

为临近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运输成品车辆的重型半挂牵引车。

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监测南坪快速路三期（天峦湖段）南侧道

路声环境质量微量超标。目前，现场已采用声屏障，设计柔性路面，

提升道路绿化标准等降噪措施。 

    二、2018 年 6月，市交通运输局与坪山区政府共同研究提升天

峦湖段原南坪快速路三期声屏障设计。将原设计 173 米半封闭声屏

障调整为全封闭并延长至小区段共 263 米，并新增左、右幅直立式

声屏障共计 393 米。声屏障工程于 2021 年 4月开工建设，2021 年 5

月通过验收。马峦小学路段通过全封闭式声屏障全部覆盖，临近小

区路段通过直立式声屏障基本全部覆盖。 

部分

属实 

    一、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坪山大队正在调整

成品车运输线路。督导比亚迪公司落实企业管理责

任，加强成品车运输司机培训，确保运输线位调整

工作落地。 

    二、交通运输局将组织分析研判群众反映交通

噪声问题，合理制定行之有效的降噪措施，进一步

降低道路噪声对沿线居民的影响。 

    三、市交通运输局将加强与居民的沟通协调，

建立投诉反馈机制，及时回应居民诉求，争取居民

理解与支持。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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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石路与南光高速牛成入口交界处存在多处乱砍伐树

木，违建私人别墅、会所，该地块属于国家生态红线

范围内，属于水源二级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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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反映的地块为深圳市轨道交通 12号线土建三工区工程

项目部，作为该工程盾构施工的配套基地。建设使用单位为中国水

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浩然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二、深圳市浩然工程发展有限公司未经批准，擅自砍伐荔枝树

25棵、非法改变面积约 2818平方米的林地用途。 

    三、2021 年 9 月 23 日，宝安区石岩街道办依法对深圳市浩然

工程发展有限公司非法改变林地用途等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处

罚人民币 47906元，同时责令将林地恢复原状。 

    四、该项目部临时建筑由仓库、宿舍、办公楼、工具房、厕所

等组成，面积约 3000平方米，未取得审批手续，属于违法建设。宝

安区土地规划监察局已对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未经审

批建设建筑物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五、该地块位于基本生态控制线、铁岗水库-石岩水库饮用水水

源二级保护区范围内，未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部分

属实 

    一、9月 28 日，宝安区相关部门约谈水电七局、

浩然公司相关负责人，督促其严格落实处罚决定内

容，立即恢复占用林地原状。截至目前，浩然公司

罚款已执行到位，已开始自行拆除现场设施，并书

面承诺加快恢复原状。 

    二、宝安区土地规划监察局向水电七局下发《限

期拆除通知书》，并约谈相关负责人，督促其于 10

月 17日前拆除涉案范围内全部违法建筑。 

    三、石岩街道办组织应人石社区工作站加强与

周边群众沟通，走访附近村民代表，及时反馈案件

进展情况，争取群众理解支持。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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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福田区园岭街道办长城二花园物业管理处将架

空层自行车库改成配餐中心厨房和员工宿舍，没有专

用的油烟管道，产生的油烟直接外排，影响居民生活。 

福田

区 
大气 

    经福田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基本属实。 

一、根据建筑设计说明的总体规划要求，长城二花园小区六栋

底层可规划为商场等用房。经 2019 年 1 月 25 日和 2020 年 1 月 15

日长城二花园小区业主大会 2 次投票表决，同意利用六栋架空层原

自行车棚等建筑空间兴办食堂。目前已作为社区长者配餐快餐店，

配有餐厅、厨房和两间员工宿舍。 

    二、2021 年 9月份以来，其厨房增加 1个炒炉，已安装油烟净

化处理设施，未配备专用烟道。油烟经处理后在招牌处排放，影响

居民生活。 

基本

属实 

    一、9 月 26 日，福田区相关部门已要求长城二

花园小区长者配餐快餐店停止产生油烟项目，并对

员工宿舍进行清理。 

    二、9 月 27日，市生态环境局福田管理局对长

者配餐快餐店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要求其停止在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从事产生

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违法行为。 

    三、目前，员工宿舍已清理，炒炉已撤销。 

已办

结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