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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载新海南客户端进入问政频道，
点击“直通海南省网上督查室”提供线索；
2 登录南海网(www.hinews.cn)“问政海南”栏目提供线索；3 拨打南国都市报 966123 热线提供线索。

海口江东水岸小区

水泵嗡嗡响 低频噪音让人抓狂
目前低频噪音防护存在法规空白，也是世界难题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9 月 28 日讯（记者 陈悄 文/图) 近日，海
口市美兰区江东水岸小区 F1 栋的谢先生
向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问政海南”栏目反映，他近年购买了江
东水岸小区的新房，去年搬进居住后，
发现一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有
一种“嗡嗡嗡”的噪音，被吵得睡不着
觉。他们多方查找原因后，发现噪音是
从位于住宅楼地下的水泵室传来的。他
们多次跟开发商、物业以及灵山镇相关
部门反映，但噪音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希望能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

掉整个泵房设备的话，费用是比较昂
贵，物业方无法承担，他们将继续跟托
管的开发商沟通反映。同时他们将聘请
专业检测噪音技术的企业，针对现状进
行检查做出整改方案，方案做出后，将
向全体业主公示申请启动小区的维修基
金来进行更换，业主们表示认可。

低频噪音防护是世界性难题
我国法规条文对此仍存空白

住进新房两月怪异声不断
多方查因原是泵房在作祟
9 月 27 日，记者来到江东水岸小区
见到了业主谢先生，他告诉记者，他在
江东水岸购买了一套新房，去年七月份
装修以后，就跟家人一起搬进来入住
了，前两个月一切正常，但之后房间开
始传来了“嗡嗡嗡”的怪异声，“分贝不
大，但是震感特别明显，就像苍蝇在你
耳边飞来飞去的声音”
，谢先生介绍，这
种声音在整个房间都有，在卧室尤其明
显，晚上总是被吵得睡不着。
“不只是我们家，楼上 5 层的住户也
都听到了”
，谢先生称，他们这一栋楼的
大部分业主都听到了这种奇怪的声音，
但是他们察看了家里和小区各个角落都
没有问题，最后才发现是地下室的水泵
房，在往小区蓄水池抽水作业时发出的
震动响声。谢先生告诉记者，小区的蓄
水池如果低出了警戒线，水泵就会自动
抽水作业，24 小时从不间断，整个小区
供水系统的泵室就安在 F1 栋的地下室，
所以他们这一栋震感响声特别强烈。
谢先生告诉记者，他们跟物业还有开
发商反映了多次，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江东水岸小区已经被政府指定的其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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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地下室的水泵 陈悄/摄
发商托管了，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找物业
“，
谢先生称，物业叫人来维修过，但都是治
标不治本，噪音减弱两三周后，又开始严
重起来，谢先生说他也跟职能部门反映了
很多次但都没回声，
“ 我们现在就是盼望
能把噪音的事情解决了，买了新房我父母
搬过来一天，受不了又搬出去了，现在只
有我跟爱人在住，我爱人现在又怀有身
孕，整晚整夜地睡不好。
”

多方职能部门到现场处理
物业表示将全力配合整改
对此，记者联系了海口市生态环境
局美兰分局、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
兰分局灵山中队的工作人员以及江东水
岸的物业负责人到达现场沟通、协商。
灵山中队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接到
过 12345 转来的案件，他们来现场看过
一次，“我们城管一般管的是三类工地噪
音、装修噪音、高音喇叭噪音，这个水
泵的噪音不在我们的范围内”。

生态环境局的网格员王先生告诉记
者，他们前天也来到现场看过泵房，在
这个噪声污染目录里，属于低频噪音，
分贝不高，但是穿透性很强，但是目前
海南对于低频噪音也没有相关的法规条
例来约束，而且水泵震动不属于生产活
动所产生的噪音，所以他们也管不到。
江东水岸管理方源茂物业管理公司
的杨经理介绍，他们接到了业主多次投
诉以后，也作出了多次相关整改，叫了
维修工人来换了轴承滚珠，但效果只能持
续两三周极短时间，也对泵室砌了隔音墙
密闭，但水泵的噪音穿透性强，砌墙后声
音全部往顶板冲击，反而更加严重了，目
前他们已经把隔音墙拆了。
“ 我们现在是
把生活水泵工作时间调整为早上 6：00 至
夜间 23：00；23：00 至次日 6:00 为停止
状态”
，杨经理介绍，目前他们采取分段抽
水的办法来暂时解决水泵的噪音问题。
对此，谢先生表示不是长久之计，治标
不治本，以后还要深受其害。
物业的杨经理告诉记者，要彻底换

记者翻阅了相关资料发现，在全国范
围内，发生了不少泵室造成噪声污染的案
例，2009 年北京市富贵园 8 号楼的一位
业主将富贵园开发商告上法庭，原因是楼
下水泵发出的低频噪音致他家出生仅 9
天的宝宝死亡，业主索赔 30 多万元。无
独有偶，去年北京日报也曾报道，北京朝
阳区朝阳园的多位居民集中反映小区地
下室泵房存在低频噪音扰民的问题。
记者也从多方了解到，低频噪音的
防护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低频噪音的传
播方式主要有：空气传播，结构传播，
以及驻波 （建筑物空间内的反射回波）。
由于低频噪音的波长较长，所以能够轻
易地穿透建筑物。所以即使水泵运转的
分贝不超过 50 分贝，可依然能叫人烦躁
不安，难以睡觉，严重的可能导致神经
衰弱、忧郁症等。
水泵作业等所产生的低频噪音，在
现行的噪声污染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中并不属于噪
音，因为这是根据噪音的分贝高低来划
分的。谢先生小区的水泵所产生的噪
音，从响度角度来说，的确不是噪音，
可是从频率来看，就成了不折不扣的祸
害。不过，目前我国法律中，只有针对
声音响度制定的标准，却没有针对频率
的，这也就造成了谢先生的无奈。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
报将持续关注本次事件后续。

《屯昌一橡胶厂无视封条仍违规生产涉嫌违法排污》

腰子河涉事橡胶厂下游河段

水质已恢复至Ⅱ类水质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9 月 28 日讯（记者 石祖波）南国都市报 9
月 24 日 A9 版《屯昌一橡胶厂无视封条仍
违规生产涉嫌违法排污》，报道了屯昌县
南坤镇腰子河南老河段，盛都橡胶厂涉嫌
非法排污问题，相关报道也引起屯昌县委
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根据屯昌县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9 月 12 日、19 日，该县已
先后两次组织工作专班联合执法部门到
现场执法，从源头彻底关停该橡胶厂所有
生产用水用电，从源头杜绝污染。经过近
几日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该橡胶厂关停
后，腰子河下游河段水质已经从关停之前
的劣 V 类水质恢复至Ⅱ类水质。

9 月 11 日当天，接到屯昌县“河长”
办报告关于屯昌县腰子河南老河段，盛都
橡胶厂涉嫌非法排污问题后，屯昌县委主
要领导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研究部署，要
求组织专班开展调研，抓好落实问题整改
工作。9 月 12 日，屯昌县组织县级“河
长”、镇级“河长”和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人，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部署盛都橡
胶厂涉嫌非法排污问题调查执法，以及腰
子河南老河段及周边水域水质监测和排
查工作。
9 月 12 日、19 日，屯昌县委相关领导
牵头，组织工作专班，赶往现场逐一排查
调研，
并召开现场工作会议。

9 月 12 日，屯昌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执法人员对盛都橡胶厂生产车间电箱张
贴封条，责令停止生产。但因该橡胶厂生
产车间用电复杂，经部门调查发现，9 月
12 日至 18 日，该橡胶厂仍然存在继续生
产和排污的迹象。为杜绝该橡胶厂违规
生产经营和排污，9 月 19 日，屯昌县综合
执法局再次组织执法人员，彻底关停该橡
胶厂生产用水用电，从源头杜绝污染。
经屯昌县生态环境局调查发现，该橡
胶厂使用氨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存
在氨氮超标的情况。目前，在该工厂内现
存 1000 余立方米的废水待处理，该县生
态环境局已责令该橡胶厂限期无害化处

理完毕，否则，执法部门将通过第三方污
水处理企业进行处理。同时，针对腰子河
段沿线水质监测情况，连日来，屯昌县生
态环境局持续动态跟踪监测发现，自 9 月
19 日盛都橡胶厂关停生产、停止排污后，
腰子河盛都橡胶厂下游的加花岭村河段，
监测水质已经从今年 8 月份的劣 V 类，恢
复到了Ⅱ类水质。
据介绍，屯昌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将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涉事橡胶厂进行处
罚。此外，屯昌县生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
也将对涉事河段及周边水域进行逐一排查，
及时处理污染源并对受污染的水进行处
理。同时，
举一反三，
避免发生类似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