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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群众信访举报
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黄埔区）
（以下案件均正在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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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罗兰花园小区建在北岸环城高速路边，车辆噪声严重扰民，
附近有小学和幼儿园。高速路未安装隔音装置，
业主自行监测高速路，其噪声严重超标。
金龙工业园中工业污染源废气扰民，16 年环保督察时反映过，
当地政府在 16 年 12 月 15 日承诺过立即启动整个工
业园的关停搬迁工作，并出整改方案，后期相关部门多次沟通协调承诺，
至今未落实。
黄埔区云埔工业区 8 家企业长期偷排废气，影响周边居民生活。2016 年中央督察期间投诉过，至今未解决。今年
5 月全国环境执法工作会议上，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重点点名要求整改该问题。
黄埔区中泰天境小区业主反映黄埔区九龙镇福润五金制罐厂，
九龙镇政府承诺该厂 2016 年要停产搬迁，
但至今未
搬迁，每天不定时排放废气，
污染严重，
影响居民健康。
九龙镇镇龙中泰天境小区业主反映九龙镇政府责令小区周边 2 家化工厂在 2016 年 12 月 15 日前搬迁的事情仍未
落实。
黄埔区中泰天境小区业主投诉小区旁的福润化工厂，政府之前已出文勒令该厂于 2016 年底前搬迁，
但该厂至今仍
未搬迁并继续生产、排放废气。
黄埔区中海誉城小区旁边的宏仁集团、台一铜业公司废气污染，
排放絮状物。2016 年中央督察期间已投诉过，
但
没彻底改善。
黄埔区金碧世纪花园小区业主反映东风本田发动机制造厂排放废气，有投诉过，
环保局测过废气，
但未向小区业
主公布，至今企业问题仍未改善。
黄埔区九龙镇中泰天境花园小区附近的福润五金制罐厂，
喷漆造成刺鼻气味，
影响到小区业主生活，
投诉到黄埔
区环保局后未果。
中泰天境小区旁的福润五金制罐有限公司，排放废气扰民，
多次向黄埔区环保局投诉未果。2016 年 12 月 15 日九
龙镇人民政府已责令该公司全面停工停业，但未落实。
黄埔区九龙兴龙工业区广州市福润制罐有限公司，离居民区只有 14 米远，
排放废气异味扰民。2016 年中央督察已
投诉过，要求该厂关停，
但目前还在生产。
宏信塑胶工业有限公司被区环保局要求从 6 月 1 号开始无限期停产，
原因是居民投诉。该企业员工反映企业合
法，
污染治理设施已验收并投入使用至今，
第三方监测结果达标，
确定无污染行为，
质疑是否因近期中央督察而停产。
黄埔区宏信塑胶工业有限公司之前被投诉气味问题，公司斥巨资整改，
于 2018 年 5 月 28 日接停产停工的通知，
于6
月 5 日停产至今，计划搬迁，
现面临员工失业问题。
黄埔区福润制罐有限公司离小区近，排放刺鼻气味，影响居民生活。多次投诉未果。2016 年中央督察期间再次投
诉，九龙镇政府要求金龙工业园区于 2016 年停产搬迁，
至今未解决。
云埔工业区 7 家企业长期偷排废气，影响居民生活。2014 年开始投诉，至今仍未改善。督察组来就停产，
督察组
走了就恢复生产。
黄埔区洛科威防火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不定时排放刺鼻气味，
附近小区的业主经常闻到气味，
投诉到黄埔区环保部
门后没有解决。
黄埔区实地常春藤小区旁的洛科威防火保温材料有限公司散发浓烈电焊气味，经多次投诉到 12345 和区环保部门
后，该公司集中在晚上偷排，
白天偶尔排放，影响居民生活。
黄埔区泰华路 3 号洛科威防火保温材料有限公司经常排放刺鼻电焊气味，
影响附近居民健康，
该公司白天监测合
格，但晚上气味浓烈，怀疑偷排（无组织排放）。
保利罗兰国际小区业主购房时，
房地产商承诺会协调北二环高速路建全封闭隔音墙，
至今依未建，
小区居民受高
速路噪声污染困扰多年。投诉过，答复将建 3 米高隔音墙，
但希望建全封闭隔音。
投诉者反映 16 年中央环保督察后有要求金龙工业区里所有工厂搬迁，
但广州市福润五金制罐有限公司至今未搬
迁，臭气扰民。多次投诉无果，投诉者认为是忽悠老百姓。
中海誉城小区居民反映宏仁企业集团和台一铜业废气、粉尘扰民。2016 年底中央环保督察曾处理过，
但后面又恢
复老样子。6 月 1 日宏仁企业集团停产，投诉者认为是应付中央检查，
希望督察组到现场了解情况。2016 年底上
报中央要在玉泉学校建立空气监测系统，但至今无下文，希望能真实解决问题。
广州宏信塑胶工业有限公司员工反映公司一直守法生产，
2015 年就已投资 2000 万安装了环保设施，
但因附近居民
投诉，2018 年 5 月 28 日被区环保局通知停产，
国外客户反映强烈，
来信致电区政府要求恢复企业生产，给予时间完
成未交货的订单，并按搬迁进度进行后续的工作。大气环境复杂，
绝不是单一的工厂停工就可以解决的。希望督
察组查核及到宏信公司查访。
黄埔区中海誉城小区居民反映云埔工业园内宏仁集团（塑胶生产）、万绿达、融盛、香雪制药、国际香料厂和台一铜
业等企业长期偷排工业废气污染空气。
中泰天境花园业主要求根据中央环保督查工作要求和环保部门意见，对广州市福润五金制罐有限公司、广州市中
瀚民福涂料有限公司等金龙工业区涉环保问题企业关停改造和整体搬迁。目前上述工厂未有搬迁迹象，
工厂毒
气和噪音扰民。
黄埔区文冲街中冠安泰股份有限公司从 2008 年至今一直排放废气，
粉尘飘逸，噪音扰民，
多次投诉无果。
天河区珠吉路景安花园小区居民反映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和东风本田发动机有限公司臭气扰民，
多次投诉均
无改善，仍于夜晚闻到臭味。
投诉云埔工业区内宏仁塑料集团、台一铜业、香雪制药、国际香料四间厂，
臭气扰民，
多次投诉无果。
反映台一铜业和宏仁集团，每天排放刺鼻气体和棉絮状的物体，
投诉到当地环保局部门没有效果。5 月 30 日，
宏
仁集团贴出告示从 6 月 1 日开始停产，投诉人质疑是为应付督察组进驻。
投诉云埔工业区内所有企业，散发刺鼻气味，
影响附近学生和居民的生活和健康，
多次投诉，
回复千篇一律。最近
为应付中央督察组的检查，工业区内多家企业停工，质疑环保部门表面处理。最近工业区内还在建设汇香源香料
和波思涛（具体厂名不清楚）两间厂，
担心以后污染更加严重。
永和大道禾丰路以南泰华街 3 号的洛科威防火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排放刺激性气体，
影响斜对面实地常春藤小区
居民身体健康。
开创大道演艺中心斜对面的罗兰国际花园楼盘旁，北二环路车流量大，
造成噪声和震动扰民。
金碧世纪花园小区附近经常在下雨天、凌晨闻到恶臭气味，
曾向区环保局反映情况，
但无监测结果反馈。业主联
名写信给环保部门、信访办，
均无回复。投诉人怀疑是东风本田发动机制造厂排放的气味。
金碧世纪花园小区业主反映半夜经常闻到烧焦的化工气味，
怀疑小区附近的大型的汽车制造厂偷排。
中泰天境小区旁广州福润五金制罐有限公司废气扰民，严重影响居民健康。2016 年 12 月 15 日九龙镇人民政府发
文（九龙府通〔2016〕627 号）要求该司关停，
但至今仍在生产。
九龙镇广州市福润五金制罐有限公司臭气扰民，多次投诉仍未得到解决。曾于 2016 年中央督察投诉过，
九龙府
〔2016〕627 号要求金龙工业园区于 16 年底前停产搬迁，
但至今仍在生产。
九龙镇广州市福润五金制罐有限公司离居民小区不到100米，
天天排放刺鼻气味，
尤其是凌晨，
影响附近居民的健康。
福润五金制罐厂经常排放刺激性气味，未按九龙镇政府相关文件要求关闭生产线，
多次投诉上访无效，
质疑环保
部门通风报信。
福润五金制罐厂经常排放刺激性气味，未按九龙镇政府相关文件要求关闭生产线，
目前仍在生产，
并安装新设备。
九龙镇的福润五金制罐厂臭气扰民，影响附近中泰天境小区业主生活。
九龙镇福润五金制罐厂臭气扰民，
多次投诉上访均无效果。
九龙镇金龙工业园的福润五金制罐有限公司至今未按九龙镇政府相关文件（文号:九龙府通〔2016〕627 号）规定关
停，投诉人质疑政府不作为，
想知道该厂确切的关停时间。
广州倍绣生物技术公司生产噪音扰民，相邻居民阳台经常可见沉积黑色尘灰。
实地常春藤 500 米远的洛科威防火保温材料有限公司废气扰民。
实地常春藤 500 米远的洛科威公司废气扰民，
晚上有偷排情况。投诉至 12345、信访局等，
稍有改善，
但不明显，环
保局今年 5 月回复称监测达标，但居民仍不时能闻到气味。
宏仁电工业有限子公司、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融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国际香料中国有限公司、台一
铜业有限公司长期偷排废气扰民。2016 年中央环保督察期间投诉过，
当时停产，
说要整改，
但督察组走后报复性
排放废气。
中海誉城业主反映云埔工业区宏仁集团、万利达集团有限公司长期排放废气（尤其是周末及晚上 12 点后），影响业
主生活。投诉到 12345 未果。
中海誉城小区旁 8 家企业废气扰民。2016 年中央督察期间投诉过，
督察组检查时就没有异味，一走就非常臭。多
次投诉，回复称在整改、跟进，
但无效果，依然闻到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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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信塑胶工业有限公司2018年6月1日被停产，
因为中央督察回头看，
区政府要求宏信厂及周边工厂停产，
觉得不合理。
宏仁集团等 8 家企业长期废气扰民。2016 年中央督察期间投诉过，
但问题没解决。投诉者认为这不单是环保局
的问题，
还是规划局的问题，
不知为何要把住宅规划在工业园旁边。投诉四五年未果，
环保局回复称整改、搬迁，
但落实情况不知。
九龙镇福润五金制罐厂日夜生产，
散发刺鼻气味，
之前政府下发文件（九龙府通（2016）627 号）责令该厂必须在
2016 年搬迁，
但该厂至今仍在生产。
福润五金制罐厂生产过程中产生噪声、异味扰民。环保局一到现场检查就不生产，
所以每次投诉都无效，
现在中
央督察组来了，
又不生产，
强烈要求该厂搬迁。
2016 年中央督察投诉时，
当地政府下发红头文件要求金龙工业园的企业关停搬迁，
至今未落实。前两天致电投
诉，
当地部门现场检查时，
该厂通知员工放假，
应付检查。投诉者对处理结果不满意，
要求严处。
投诉福润五金制罐有限公司，
整夜散发刺鼻油漆味，
影响附近居民健康，
希望该厂尽快搬迁。
1.福润五金制罐厂排放刺鼻油漆味扰民，
向黄埔区政府投诉后，
电话回复称今年六七月份该厂会搬迁，
但至今该厂
仍在生产，
这几天投诉人听说该厂在督察期间会放假一个月。2.九龙镇的中瀚民福涂料有限公司不定时排放刺鼻气味。
投诉九龙镇政府不作为，
出了红头文件（关于金龙工业园企业关停搬迁方案）未落实，
这些企业至今还在生产。现
在中央督察组来了，
企业就停工放假一个月，
督察组走后将继续生产。尤其是福润五金制罐厂，
该厂离小区 50 米，
一有检查就停工，
6 月 5 日前（中央督察组来之前）排放废气严重，
向广州市市政府、黄埔区信访办投诉未果。
投诉福润五金制罐厂，
散发刺鼻气味，
影响附近学校和小区居民生活，望督察组督促该厂尽快搬迁。
中泰天境花园业主投诉福润五金制罐厂排放刺激性气体，
2016 年投诉到中央环保督察组，
当时九龙镇政府发文件
（九龙〔627〕号）要求关停，
未落实。近期中央环保督察组过来，
未闻到气味，
据说转移了地方生产。2016 年至今多
次致电 12369，
并到区、市政府上访，
均未果。
中泰天境花园业主投诉福润五金制罐厂排放刺激性气体，
2016 年投诉到中央环保督察组，
当时九龙镇政府发文件
要求关停，
未落实。近期中央环保督察组过来，
未闻到气味，
据说转移了地方生产。2016 年至今多次致电 12369，
并到区、市政府上访，
均未果。
投诉福润五金制罐厂、中瀚民福厂（距幼儿园 20 米）排放刺激性气体，
2016 年投诉到中央环保督察组，
当时九龙镇
政府发文件要求关停，
未落实。前两天已有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据说该厂里放假一个月，
不知是否等督察组走后
继续生产。
云埔工业区 7 家企业长期偷排废气（尤其晚上），
影响居民生活。投诉多次，
均未解决。
中海誉城小区居民反映周边工业区臭气污染造成居民（小孩）长期呼吸系统疾病，
只在督察期、国庆及大风时才闻
不到气味。同时投诉黄埔区环保局值班电话（8211870）形同虚设，
黄埔环保局从去年 7 月到 9 月开了三次座谈会，
除了表面安抚，
并无实质内容。投诉者非常反感流于形式的整顿，
他们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可以自由呼吸的好空
气。望本次重点督察广州云埔工业园。
宏信塑胶工业有限公司员工写信投诉：
2018 年 5 月接到停产通知，
无法接受，
望解决企业员工生计问题。
宏信无锡厂无法接受关停要求。自称为云埔工业园区优质的外资开拓者，
合法经营 20 年，
环保投入 39000 万元，
频繁检测，
稳定常态达标，
并勇于请求上级部门任何方式监测，
愿意配合政府规划执行产业转移，
恳请协助平稳过
渡，
希望避免“一刀切式全面停产转移”。并表示居民投诉该企业 738 人次，
实则恐只有数十人，
真假难辨。
恒运电厂排放废气、灰尘，
噪声扰民，
投诉多次，
没人处理。
科城山庄小区旁北二环高速路没做隔音设施，噪声严重影响附近小区住户。业主自己监测噪声(显示晚上 60-70
分贝）。广州市计划将六车道的北二环高速扩建到十车道，
未公开环评情况，
届时噪声污染将更严重。投诉者要
求政府对北二环扩建工程要进行严格的环评审查，
并向社会公开审查情况，
对高速扩建可能带来的噪声污染做详
细分析，
在现有的高速公路加装全封闭隔音墙。
洛科威环保保温材料有限公司经常偷排废气。从 2018 年 2 月开始向 12345、黄埔区环保局投诉计 738 次，
得到的回
复都是监测达标，
有少量异味，
已责成整改，
但问题仍未解决。今年 6 月 8 日晚偷排更严重，
希望该厂能搬迁。希
望开通微信平台投诉渠道。
洛科威防火保温材料有限公司经常排放恶臭气味，
下雨天特别明显。
洛科威防火保温材料有限公司经常偷排废气，下雨天特别明显。
洛科威防火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晚上排放电焊味和烧焦味气体，
影响居民生活，
投诉到当地环保部门未果。
怀疑中海誉城大气监控平台数据造假，
2016 年中央督察期间投诉过该情况，
未果。玻思韬制药厂和汇香源食品添
加剂厂正在建设，
附近居民担心污染问题。
瑞和路万科东荟城小区业主投诉，
在小区不定时能闻到类似垃圾的臭味，
不清楚臭味源头，投诉到黄埔区环保局
后得到回复说臭味来自广州市兴丰垃圾填埋场。
1.万绿达厂离居民区只 800 米，
汽车拆解过程中形成的金属颗粒扰民；
2.宏信厂长期排放臭气味扰民；
3.政府曾出
公示要求宏昌电子厂于去年 12 月搬迁，
但该厂未落实，
仍排放白色烟雾；4.融昌厂离玉泉学校 900 米左右，
经常排
放刺激性气味，
下雨天特明显；
5.台一铜业排废气异味扰民。
中泰天境小区业主反映福润五金制罐厂喷漆产生刺鼻气味，
影响生活。目前，
福润五金制罐厂已停工放假一月，
投诉者认为该公司待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结束后将继续生产。
中海誉城小区居民住户反映宏信塑料公司偷排塑料味废气，
台一铜业排放牛屎味气味，
尤其是半夜偷排，
投诉多
次未果。
云埔工业区的宏仁集团等六家企业废气扰民，特别是晚上，
投诉多年，黄埔区环保局口头承诺让这些企业搬迁，
未
落实。2016 年中央督察期间曾督办过云埔工业区内企业，
至今未落实。
云埔工业区的宏仁集团、台一铜业等企业废气扰民，
晚上这些企业错峰用电生产，
气味更加刺鼻。多次投诉，
2016
年中央督察期间曾督办过以上企业，
但未落实。
云埔工业区宏仁集团、台一铜业晚上偷排废气扰民。2016 年中央督察期间投诉过后有改善，
等督察组一走，
排污
变本加厉。投诉到黄埔区环保局未果。
本月 8 日晚 10 点宏仁集团散发出塑胶味异常气体，
台一铜业散发出牛屎味异常气体。
本月 8 日晚 10 点云埔工业区臭气扰民，宏仁集团散发出塑胶味异常气体、台一铜业散发出牛屎味气体。14 年至今
未解决，
环保部翟青副部长都点名批评。
本月 8 日晚宏仁集团和台一铜业废气扰民。
宏仁集团、国际香料、宏昌电子、台一铜业长期偷排废气，
影响业主生活。
云埔工业区宏仁集团、香雪制药等企业长期偷排废气，
投诉多次，
时好时坏，
督察组一进驻，空气就正常，
投诉者担
心督察组一走这些企业又开始偷排。
云埔工业区宏仁集团、融盛、香雪制药、国际香料厂和台一铜业等企业长期偷排工业废气污染空气。投诉三四年，
目前仍未解决。
宏仁电子厂等八家企业多年偷排废气扰民。中央督察组进驻后，
偷排不明显，
中央督察一走，
24 小时生产，
偷排非
常严重。曾向黄埔区环保局投诉未果。
宏仁集团、台一铜业排放废气粉尘扰民。在督察组进驻前，
宏仁集团出了一份停产通知，
但今年 6 月 8 日晚趁下雨
天大肆偷排，
投诉到黄埔区环保局未果。
宏仁集团和台一铜业从 2014 年开始长期排放刺鼻气体，
今年 6 月 8 日晚趁下雨天大肆偷排。2016 年央督期间勒令
这两间厂整改，
但没明显效果。
中海誉城业主投诉，
经常能闻到类似牛屎气味，
气味来源不清楚，
怀疑是附近的宏仁集团和台一铜业两间厂造成的。
1.云埔工业区宏仁集团等企业每晚偷排臭气扰民。2.最近小区附近还在建设玻思韬制药厂和汇香源香料厂，
这两
间厂距学校只两百米，
担心建成之后污染更加严重。3.黄埔区规划局和环保局说要在小区和企业之间建设一条绿
色规划带，
投诉人质疑规划带阻隔不了废气的扩散。
云埔工业区宏仁集团等多家公司长期偷排恶臭气味扰民，
2016 年中央督察期间曾要求这些企业搬迁，
未落实。
宏仁集团和台一铜业排放刺鼻塑料臭味、烧焦臭味和牛屎气味，
晚上尤其浓烈。投诉者质疑以上企业未安装污染
治理设施，
希望环保部门建立长效机制，
彻底解决云埔工业区污染问题，
尽快督促企业搬迁。
黄埔区环保部门对云埔工业园企业环保执法力度不够，中央督察组进驻广东之后，
当地环保部门才要求工业园内
企业停产，
属于应付上级检查，
没对周边环境做出实质性改善。投诉人担心督察组离开后污染情况又会故态复萌。
"中海誉城居民投诉宏仁塑料集团、
中海誉城居民投诉宏仁塑料集团、
宏信塑胶等多家企业长期偷排臭气扰民。相关部门没有执行中央第四环境保
宏信塑胶等多家企业长期偷排臭气扰民。相关部门没有执行中央第四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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