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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十二批 2021年9月8日）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8月27日进驻广东。进驻期间（2021年8月27日-9月27日）设立
专门值班电话：020-83187732，专门邮政信箱：广东省广州市第A125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
间为每天8:00-20:00。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
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
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入驻公告

珠海市9月14日收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18批信访举报问题5宗，其中香洲区1宗、金湾区2宗、
斗门区2宗，涉及水、大气、噪音等污染类型。

目前，信访举报问题正在调查处理中，后续处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珠海市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

（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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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珠海市香洲区优特桂
语香山小区的业主，反映
珠海市优特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所属商业购物中心有
关污染环境的情况。

珠海优特广场项目位
于香洲区银桦路102号，
现购物中心屋顶（相当于
住宅10楼的高度）为露天
设备层，购物中心的风机、
空调设备冷却塔以及餐饮
商户油烟排放口均设置于
该屋顶之上，购物中心屋
顶距离居民住宅最近处目
测仅十余米。1、油烟大
气污染问题，据了解目前
购物中心没有采用集中统
一的油烟处理及排放设
施。每家餐饮商户在购物
中心楼顶自建了简单的处
理设施，自行粗暴排放。
造成饭点时间住宅楼居民
家中充斥着商场餐饮排放
出的浓烈油烟和恶臭气
味。2、噪声污染问题，购
物中心屋顶距离住宅楼较
近，且设置了众多风机及
冷却塔，其中冷却塔装置
没有采取任何噪音控制设
施，部分居民家中噪声可
达到70分贝以上，在白天
可清楚听到购物中心屋顶
冷却塔发出的持续轰鸣噪
声。3、光污染问题商场屋
顶玻璃幕墙设计存在缺
陷，造成部分居民家中光
污染情况严重。

反映靠近“狮山社区
服务中心”左边有间烧焊
铺，火光四射，噪音滋扰，
附近有一个排洪鱼塘，原
来是市水利局修建的，近
几年鱼塘堤围杂树丛生，
清水变臭水，时有臭气发
出，污染空气。

来信反映珠海市梅溪
水库，这里既是一级水源
保护区和水系统，也是生
态管控区，总计2992亩，
是香洲区水保站的水土保
持试验地，也是一级水源
保护区和水系统，更是生
态管控区。然而，珠海市
在此先开发房地产，后把
水源保护区和水系统以及
生态管控区搞成了房地产
的后花园香山湖公园。

正方控股有限公司在
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以
打着为全市百姓的旗号，
开发了一级水源保护区和
水系统，原始森林和公益
林被砍伐，破坏原植被。
小卖部，酒店，各种娱乐项
目，甚至厕所紧挨着一级
水源保护区梅溪水库水域
面。

梳群村石九村尾有一
养鸡场（马湾山鸡场），养
殖过程中的鸡粪产生的臭
味，对周边村民生活造成
影响。已持续十多年。

行政
区域

香洲区

香洲区

香洲区

斗门区

污染类型

大气，噪音，
其他污染

水,噪音

水,生态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一、领导重视情况
9月8日收到案件后，香洲区委常委、副区长孙成第一时间对案件办理进行部

署，并带领翠香街道、市生态环境局香洲分局、区城管局赶赴优特汇购物中心对案件
进行调查核实，现场进行分析研判，对投诉问题仔细排查走访。

二、调查核实情况
（一）关于优特汇购物中心油烟大气污染问题
优特汇购物中心现有餐饮单位共计56家，其中存在油烟排放的餐饮29家，餐

饮商铺总面积1.3万平方米。因楼层内机电管道密集，公用排油烟管道竖井集中排
放可能存在较大的火灾安全隐患，因此，中心顶楼没有采用集中统一的油烟处理及
排放设施，建设了餐饮烟道，并按照多区域多出口方式规划，由商家“一户一排”分散
排放，餐饮油烟的排放均配套有油烟净化器、除味器、风机等油烟净化设施设备。

优特汇购物中心推荐商户采购的5台公用净化设备处理油烟异味效能较小
（安装UV光解净味），各商户自行采购安装的设备质量欠佳，在客人集中用餐时排口
气味较大，油烟处理效果较差，导致中心顶楼位置油烟气味浓度较大。

（二）关于优特汇购物中心噪声污染问题
优特汇购物中心部分建筑的顶楼设置有24台屋面排油烟风机、3组大型冷却

塔和1组风冷模块机组。2021年6月，优特汇购物中心已对排油烟风机周边安装独
立静音房进行降噪处理，降噪检测合格，但冷却塔、风冷模块机组未采取噪音控制措
施，设备运行时现场测量环境噪声为75dB（A）。设备与相邻两栋公寓最近直线距
离仅有 50 米，噪声对住户造成影响。

（三）关于优特汇购物中心光污染问题
优特汇购物中心5楼顶部的采光天窗玻璃采用的是斜面幕墙的设计，玻璃天

窗面积约1500平方米，斜面幕墙正对两栋公寓楼，在上午阳光照射下形成反射，对
两栋公寓楼部分居民造成光污染。

综上所述，举报人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

一、领导重视情况
9月8日收到案件后，香洲区第一时间对案件办理进行部署，由狮山街道牵头办

理。狮山街道党工委立即组织召开了会议，对交办案件进行了分析研判，会后立即
联合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生态环境局香洲分局、香洲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香
洲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珠海市老年大学赶赴现场对案件进行调查核实。

区委常委陆尧高度关注案件进展，9月9日上午带领相关部门人员到现场调研。
二、调查核实情况
（一）关于胡湾路55号烧焊铺噪音扰民问题
经现场核查，经营者在该店门外切割不锈钢管。该店店内空间不足，经营者经

常占用门前空地进行室外切割、焊接不锈钢管作业，产生的噪音滋扰周边居民。举
报者反映情况属实。

（二）关于胡湾里五街附近水塘发臭问题
经现场核查，未发现有居民小区生活污水排放至水塘的情况。沿线摸排和走访

后发现，由于湖旁生长杂树杂草，且时有居民在此丢弃固体垃圾，湖水自愈能力不
足，部分水域偶尔产生臭气。举报者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综上所述，举报者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

一、领导重视及工作机制建设情况
9月8日收到案件后，香洲区区委、区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立即成立核查处理工

作专班，迅速拟定工作方案并指定市自然资源局香洲分局商市生态环境局香洲分局
牵头，香洲区住建局、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及凤山街道配合对案件进行调查核实。

9月8日下午，市自然资源局香洲分局联合市生态环境局香洲分局组织相关职
能部门和凤山街道，前往现场进行调查核实案情。

9月9日上午，香洲区区长刘齐英同志带领专班成员，赴现场对案件情况进行调
查核实，并对调查核实工作进行再次部署。

二、调查核实情况
（一）关于梅溪水库周边开发房地产问题。梅溪水库管理单位为珠海市供水有

限公司，梅溪水库实行封闭式管理，不对外开放，水库24小时有专人值班值守。经
查，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内没有娱乐项目、厕所和房地产项目等。由于机构改革，原
水保站机构已取消，水保站所有用地已经移交正方公司管理，原水土保持试验地目
前仍未开发，亦无建筑物。

（二）关于在水源保护区建设香山湖公园的问题。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划
定珠海市饮用水源保护区的批复》（粤府函〔2013〕25号）的珠海市水库型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区划方案，通过比对梅溪水库一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香山湖公园的位置图
斑和现场核实，香山湖公园项目不在梅溪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的范围内，不存
在在水源保护区内建设公园的问题。

（三）关于原始森林和公益林被砍伐问题。经查，梅溪水库周边共有7处建设项
目，涉及林地部分均已按规定程序办理征占用林地手续与林木采伐许可证，林地林
种分别为：香山迎宾馆项目（一般用材林）、香洲区文化中心项目（一般用材林）、凤凰
山公园（香山湖段）一期项目（一般用材林）、凤凰山公园（香山湖段）二期项目（水土
保持林）、凤凰山公园（香山湖段）三期项目（水土保持林）、凤凰山公园（香山湖段）四
期项目（风景林）、香山湖四期（亲子生态教育基地）项目（一般用材林）。项目选址未
占用水源保护区，选址范围内无原始森林和公益林。

（四）关于梅溪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和水系统破坏问题。香洲区已在梅溪水库
一级水源保护区域设置边界界桩和在人群活动频繁的区域设置隔离网。经现场勘
察，公园厕所、小卖部、酒店均不在水源保护区红线范围内，公园厕所和小卖部产生
的生活污水通过收集池收集后均由珠海正方公共资源运营有限公司进行外运处置，
未排入外环境；酒店建成投入使用后，产生的污水将经酒店化粪池集中处理后排入
市政污水管网。

市生态环境局按年度工作计划，每月定期对梅溪水库水质进行采样监测，水质
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水，符合考核要求。梅溪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和水系统均未
受到破坏。

经核查，香山湖公园项目不在梅溪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的范围内，梅溪水
库周边建设项目，涉及林地部分均已按规定程序办理相关手续，废水均得到收集处
理，举报者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一、领导高度重视，部门迅速联合行动
9月8日收到交办案件后，市生态环境局斗门分局、斗门区农业农村局、乾务镇

相关工作人员立即到现场核实投诉情况，并与广东省珠海粮油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有关负责人召开落实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专题工作会议，要求马鞍山鸡场
严格对照中央环保督察要求，对存在的问题立行立改，避免鸡粪异味扰民。9月9日
上午，斗门区副区长夏宇带队赴现场检查立行立改情况并进行督办，再次要求马鞍
山鸡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群众信访投诉问题，立行立改，确保真实整
改，不得弄虚作假。市属国企珠海市农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珠海粮油
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高度重视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的督促落实工作，确保
压力传导到位，责任落实到人。

二、现场调查核实情况
9月8日，多部门联合检查发现，马鞍山鸡场异味扰民主要由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鸡舍的鸡粪通过自动清粪系统输送到鸡舍外围的收集池，收集池的鸡粪会自然
的散发出臭味；二是为保持鸡舍的温度恒定，每个鸡舍配有抽风机，抽风机运行的时
候，会把鸡舍内有异味的气体排出；三是工人清运鸡粪时，会在鸡粪转移的路径上散
发出臭味；四是厂区内卫生死角堆积的鸡粪或者其他污垢，会散发出鸡粪臭味。再
加上温度变化、风向的转变等因素，会导致周边村落闻到鸡粪臭味。对此，各部门做
好职责范围内指导和督导，提出了立行立改措施要求，督促鸡场整改。

综上所述，举报者反映的问题属实。

是否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8月29日，香洲区在处理第2批6号反映优特汇购物中心一楼音
响噪音扰民交办案件时，要求翠香街道举一反三，同步对优特汇购物
中心其他噪音问题开展排查。翠香街道发现优特汇购物中心顶楼油
烟处理装置不完善及冷却塔工作时声音过大等，一并要求该中心采取
措施进行整改。

9月6日，香洲区收到市舆情宣传组转来关于优特汇购物中心油
烟污染、噪声污染、光污染问题等网上留言，安排翠香街道继续到现场
督促整改，约谈中心负责人。经了解，优特汇购物中心针对上述问题
拟采取督促商家整改油烟处理设备、冷却塔外围安装静音房、光源镜
面铺滤光网等措施进行整改。结合9月8日现场调查和分析研判，处
理情况如下：

一、油烟大气污染整改情况
香洲区要求优特汇购物中心加强餐饮油烟治理，督促该企业尽早

更换或增加油烟处理设施，做到达标排放，降低对周边群众影响。8
月31日，优特汇购物中心到深圳宝安优城云谷购物中心考察学习油
烟处理方案。经该中心对商户油烟设备检查，发现11家商户油烟净
化及异味处理不合格，3家已整改，其余8家正在确定方案。目前，优
特汇购物中心参照深圳优城云谷油烟处理方案，委托第三方厨房咨询
顾问，对商户油烟排放进行专业检测，针对不合格油烟净化设备责令
商户更换或增加UV光解、活性炭过滤器等措施，以达到国家油烟排
放标准，并督促商户于10月30日前整改完毕。

二、噪声污染整改情况
香洲区要求优特汇购物中心尽快落实冷却塔及风冷模块机组的

隔音降噪措施，降低对周边群众影响。优特汇购物中心参照深圳华润
置地布吉万象汇项目，邀请3家公司参与降噪优化处理的现场勘察评
估，并出具书面解决方案。目前，优特汇购物中心已选出最佳设计方
案，拟在冷却塔、风冷模块机组外围安装静音房。项目的招标工作正
在推进中，预计11月中下旬完成整改。

三、光污染整改情况
优特汇购物中心按照香洲区要求准备初步在镜面铺上一层滤光

网，后续再参照华发商都处理方式，通过建设弧形玻璃反光区域，采用
镀膜工艺，最终解决光污染问题。施工单位拟于近期进驻施工，预计
10月中下旬完成整改，届时可有效消除光源反射现象。

一、关于胡湾路55号烧焊铺噪音扰民问题
9月8日，香洲区狮山街道、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现

场核实时发现香洲胜铭铝塑门窗经营部（门面招牌名称：顺鑫铝塑门
窗经营部）经营者在店门外切割不锈钢管，当场责令停止店外切割行
为，并发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协助调查通知书》，并要求当
事人当天限时整改到位。经狮山街道执法人员当天回查，扰民行为仍
存在。

9月11日上午,市生态环境局香洲分局联合狮山街道再次现场核
查，因经营者在有住宅使用功能的楼宇设立的经营金属服务项目，从
事加工服务，市生态环境局香洲分局根据《珠海市服务业环境管理条
例》进行立案处理。

二、关于胡湾里五街附近水塘发臭问题
9月8日收到案件后，狮山街道开展如下工作：
一是第一时间派人对胡湾里五街附近水塘开展专项环境整治，打

捞水面落叶及垃圾，清理岸边杂草杂树。
二是9月8日下午狮山街道联合市、区相关部门到胡湾里五街附

近水塘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向水塘附近居民入户了解情况、收集意见。
三是9月9日下午狮山街道委托成都勘测设计院对水塘选取6个

监测点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5号监测点氨氮浓度较高，6号监测点
COD浓度较高。经现场摸排，未发现附近存在排污口，但6号点附近
居民区存在化粪池满溢和污水井堵塞的情况，对此，狮山街道立即组
织人员清理了化粪池和污水井。

四是狮山街道计划9月下旬对附近居民区满溢、堵塞的化粪池进
行重建，从而彻底解决生活污水排放至水塘的问题。

经核查，未发现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行为。

9月8日收到问题反馈后，广东省珠海粮油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当天已部署马鞍山鸡场立行立改，经核查，主要如下：一是连夜清运鸡
场内积压的鸡粪约10吨；二是截至9月10日上午12时完成存栏活鸡
转运约1.4万余只；三是腾空靠近狮群村村尾村民附近的栏舍1栋，并
对栏舍内鸡粪及时进行清理及冲洗清洁；四是加强出鸡台及出栏活鸡
清洗。五是制定规范的鸡粪清运、栏舍清洁工作流程。安排专人负责
监督检查栏舍卫生，明确要求做到每天清理鸡粪2次（早、晚各一次），
及时包装好清理出来的鸡粪并及时运走。回查发现，该鸡场已落实部
分降低臭味的措施。

是否办结

未办结

阶段性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