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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第十八批次交办信访案件核查处理情况
序号

街乡镇

举报问题

办理情况

5
是否属实

241

大峪街道

1.大峪街道滨河路 79 号院南侧圣海湖酒店房顶违建彩钢
经大峪办事处组织相关部门核实，
1.大峪街道滨河路79号院南侧圣海湖酒店房顶确实存在彩钢板房屋（该房屋为有10余扇窗户的1大通间），
经区规划分局认定，
该房屋未在该
板房 10 余间，
房顶还有十余台大型空调室外机和油烟机，
局取得相关规划审批手续，
城管执法部门已立案调查。关于房顶有十余台大型空调室外机及一台油烟净化装置，
区环保局于11月24日对油烟排放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预计五
油烟扰民。希望拆除违建彩钢板房，
解决空调室外机空气
个工作日由检测单位出示，
将依据检测结果依法处理。2.朋源来酒楼现有液化气瓶间不符合规定，
区城管执法局向朋源来酒楼经营者开具了责令整改通知书，
并要求其在2017
污染和油烟机油烟扰民问题；
2，
大峪街道滨河路 80 号院小
部分属实
年11月23日前整改完毕；
区消防支队已责令其进行整改使用天然气经营，
并于11月23日对朋源来酒楼液化气瓶间实施临时查封强制措施。对已安装的油烟净化设施，
区环保
区外“朋源来酒楼”在小区门内南侧存放液化气罐，存在
局已于11月24日对油烟排放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预计五个工作日由检测单位出具，
将依据检测结果依法处理。我区责成大峪办事处、
区城管执法局、
区规划分局、
区安监局、
区
安全隐患，该酒店不使用油烟净化装置，造成油烟扰民现
消防支队、
区环保局加大对该地区的巡查力度，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象严重，希望整治。

242

潭柘寺镇

经潭柘寺组织相关部门核实，
南辛房村民家中使用清洁燃煤为潭柘寺镇型煤销售网点销售的型煤，
该网点销售的型煤为北京西宝惠民型煤有限公司配送的优质型煤，
工作人员
潭柘寺镇南辛房村居民，在镇政府西侧煤场购得的清洁
在该网点未发现销售其它燃煤的行为。潭柘寺镇惠民清洁型煤销售网点日常运营工作由潭柘寺镇政府负责管理，
销售网点无加工环节。近年来，
该销售点正常运营，
没有违规
燃煤（煤球）质量差，煤矸石含量过高，不着火，该煤为清
销售现象。区质监局对北京西宝惠民型煤有限公司生产的优质型煤每周进行1次抽样检测，
截至目前所抽检煤炭样品全部合格。我区责成潭柘寺镇合同相关部门继续加大惠
水镇洪水峪村生产。希望更换燃煤。
民清洁型煤销售网点日常运营监管工作，
同时积极解决好村民反映的各种民生保障问题。

243

东辛房街道

244

大峪街道

东辛房街道 A5 小区 27 号楼与 21 号楼中间通道两侧修建
了一排座椅供居民休闲使用，但夏季期间大量市民晚间
在此聊天，噪声扰民。希望将座椅移至居民楼侧面或距
离居民楼较远地点，
避免噪音扰民。

不属实

经东辛房办事处核查，
经核查，
石门营五区老年人、
残疾人偏多，
在小区成立之初,居委会按照居民的要求在小区路边设置了休闲座椅,方便小区老年人休息，
包括21-27楼院路
边。在乘坐休闲过程中，
一些居民大声聊天可能对周围居民休息造成影响。物业与居委会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发挥社区文明劝导队志愿者作用，
向社区居民开展文明休闲的宣
传活动，
号召大家今后在小区内休闲过程中注意降低音量。二是在休闲椅上制作提示牌
“文明休闲请勿喧哗”
提醒居民在休闲过程中不要大声聊天、
大声喧哗，
避免给周围居民
休息造成影响。我区责成东辛房办事处加强对居民宣传工作，
重点化解邻里矛盾，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属实

大峪街道 67 号院（中门花园社区）5 号楼和 7 号楼之间存
经大峪街道组织相关部门核查，
大峪街道中门花园社区67号院5号楼和7号楼之间绿化带内未发现私搭乱建和绿地私种现象，
现场确实有堆放的物品，
已于11月21日通知居民
在居民在绿地内私搭乱建存放物品行为，且在绿地内开
自行清理，
居民正在清理中，
预计将于12月1日前清理完毕。我区责成大峪办事处会同区城管执法局对该问题进行复查，
确保堆放物品彻底清理。
垦土地种菜和葡萄等作物，希望解决私占绿地行为。

属实

245

龙泉镇

琉璃渠村琉璃瓦厂院内
“北京绿洁宏盛商贸中心”
，
于 2017
经龙泉镇组织相关部门核查，
2017年10月，
检查发现北京绿洁宏盛商贸中心环保手续不全，
龙泉镇将该企业纳入我区
“散乱污”
企业清单，
并于10月4日对该企业断水、
断电。
年 10 月 4 日被龙泉镇以“散乱污”为由要求停工。但企业
该企业持有的餐饮服务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14年5月8日至2017年5月7日，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2015年修订版）第一百二十六条第十三款之规定，
有关监管职
证照齐全，
且根据环保要求投入资金进行了 20 吨污水罐安
责权限归卫生行政部门。自2015年10月1日起，
餐饮具清洗消毒无需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11月23日检查中发现，
该企业厂房顶棚均为泡沫彩钢板搭建，
建筑耐火等级不符
装和燃煤锅炉改造等设施升级，
各项工作流程严格按照相
部分属实
合规范要求，
消防支队现场对该生产车间实施临时查封的行政强制措施，
要求单位法人对建筑存在的火灾隐患进行整改。龙泉镇已于11月28日将北京绿洁宏盛商贸中心进行
关要求开工，
表示属于非
“散乱污”
整治范围内企业。卫生
清退。我区责成龙泉镇会同相关执法单位按期完成企业清退，
同时继续加大对
“散乱污”
企业的排查和检查力度，
不断强化
“散乱污”
企业清理整治工作台帐的动态监控，
继续加
许可证办理现无人管理，
质疑卫生局与食药监局办理交接
大对企业的管理力度，
坚决对违法企业进行依法处置，
同时还将加强督促企业做好消防、
安全管理工作。
存在断档。希望现场查看给出具体整改措施，
以便尽快复工。

246

龙泉镇

龙泉镇梨园小区南侧月季园路长期有乱停车情况。希望 经龙泉镇、
交通支队、
区环保局现场核实，
龙泉镇梨园小区南侧月季园路未发现有违法停车现象，
今年10月份区市政及交通部门已对月季园路进行了道路改造提升工程，
规范了
整治乱停车，并建议加装噪音监控和汽车尾气监控装置， 停车位、
安装了违法监控设备、
增设了隔离护栏和禁停标示和标线，
违法停车已基本杜绝，
临时停车现象时有发生，
我区交通支队将加强巡视，
关注该道路的违法停车现象，
加大 部分属实
整治空气污染。
处罚力度。关于加装噪音和尾气监控装置的建议，
经环保部门现场勘察，
该路况不具备增设噪音和尾气监控装置，
环保局将增设人工方式对该路段进行检测。

北京市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第十九批次交办信访案件核查处理情况
序号

街乡镇

247

龙泉镇

248

大峪街道

1.11 月 24 日，大峪办事处已将坡头西街社区范围内路边的荒草和落叶清理干净。经大峪办事处、区棚改中心、区环卫中心调查,坡头西街 3 号楼周边属于门头沟区采空棚户区
1.坡头西街3号楼周边长满荒草，
有安全隐患，
希望
改造和环境整治十二个地块项目范围，
区棚改中心已于 2017 年 10 月要求中建一局北京分公司加强地块内安保看护，
杜绝各类安全隐患。2.举报垃圾转运站为大峪办事处在该地
尽快清理。2.坡头西街3号楼北侧50米处垃圾转运
部分属实
临时放置的蓝色集装箱，
用于临时存放辖区内大量被居民丢弃的大件废弃家具，
再由市环卫集团下属的北京固废物流有限公司负责清运并处理，
因运输车辆受限只能在夜间清
站，
臭味和夜间噪音扰民，
希望垃圾站改址重建。
运。大峪办事处将于12月1日前将临时存放废旧家具的集装箱运走。我区责成大峪办事处会同相关部门,加大对该地区的巡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环境整洁有序。

大峪街道

1.大峪南二区居民在绿化地里烧纸，宠物到绿地
随地大小便，破坏绿地，建议绿地加设围栏；2.大
峪南路 2 区 24 号楼东侧彩票店、29 号楼东侧饭店
和理发店均属于违建，希望拆除。3.大峪南路一
区 21 号楼有卖菜、卖粮食流动车，卖主常在小区
内随地大小便，
希望整治。

潭柘寺镇

经潭柘寺镇核实，该举报反映的地点为潭柘寺镇潭墅苑小区,该小区属于商业别墅，开发商为北京潭墅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该小区供暖采取自供暖方式。2009 年开发商
潭柘寺镇潭墅苑小区居民使用燃气壁挂炉供暖，
目
与億德燃气公司合作在小区内建设轻烃油制燃气供热站并投入使用，场站及供暖设备经过验收并通过了区安监局的检查。检查中未发现有漏气现象，供气设备运转正常；该
前多名业主家不同品牌炉子均存在打不着火、
漏气
小区安装的乐思达和东源牌壁挂炉均属正规产品。开发商已向小区住户公布了应急维修电话，维修维护人员 24 小时待岗，目前维修人员和维修设备均已到位，免费给各家住
现象，
煤气味大，
存在煤气中毒和明火爆炸隐患，
希
户清洗、维修，及时解决住户家中出现的问题。我区责成潭柘寺镇政府会同区市政市容委、区安监局、区消防支队全程监督该小区供热设备改造工作，严把质量关，定期对今冬
望尽快解决。
供热情况和安全生产进行检查，
督促开发商及时解决住户反映的问题。

不属实

251

潭柘寺镇

经潭柘寺镇、
区城管执法局、
区国土分局、
区规划分局、
区园林绿化局核查，
阳坡元村正西侧四眼井存在的违建已被区园林绿化局立案处罚并责令拆除，
潭柘寺镇会同区园林绿化局已将该处
阳坡元村正西侧四眼井（地名）、阳坡元老村北侧 违建拆除。举报点位在潭柘寺镇阳坡元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阳坡园旅游产业配套服务设施项目区范围内，
土地现状地类为村庄建设用地，
规划用途为建设用地，
在该项目建设用地外，
部分建
四合院（京西古山村度假客栈）和老村南侧建筑， 筑物存在未办理相关规划审批手续的情况，
未办理规划手续房屋系在村集体老房子的基础上原址翻建，
作为老村旅游项目的服务设施和管理用房。项目建设公司正在办理相关建设手续，
属于违建，拆违工作未彻底，
希望全部拆除。
潭柘寺镇将督促其抓紧完善手续，
限期完成。我区责成潭柘寺镇、
区国土分局、
区园林绿化局严格按照《门头沟区打击非法从事矿产资源活动暂行办法》等文件要求，
继续加强巡查监管力度，
防止一切私挖盗采、
占用土地建房、
生态破坏等违法行为的发生。

属实

252

龙泉镇

对002号案件（三家店南街4号楼小区内存在5个用于 经龙泉镇核查，为方便该社区居民使用和小区环境卫生整洁，分类垃圾投放站的设置完全按照居民实际使用需求及分类垃圾桶配置标准进行最优设置。投放站设施为全密闭
周边平房生活垃圾转运的大型垃圾箱）反馈表示不满， 式，能有效降低异味及蚊蝇滋生，且该垃圾桶周边未发现脏乱和异味现象。我区责成龙泉镇督促社区居委会做好投放站周边管理保洁工作，加大垃圾分类工作宣传力度，并与
希望将小区内的垃圾箱迁至小区外，
优化小区内环境。 区环卫中心做好对接工作，保证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不属实

253

永定镇

惠润家园七地块（栗园庄公交车站）西侧马路两侧菜 经永定镇、
区城管执法局核查，
举报违建市场实际为便民菜站，
因惠润地块无配套便民设施，
永定镇政府为解决周边居民买菜难问题，
经区政府会议研究，
在惠润嘉园7号地正前方建立
市场，
由彩钢板建成存在安全隐患，
且塑料袋横飞环 便民菜站，
计划待惠润地块配套设施完善后，
于2020年前拆除。针对便民菜站门前卫生和车辆堵车鸣笛噪音扰民问题，
已现场责令便民菜站负责人立即进行清理，
并要求该菜站设立保 部分属实
境脏乱差，
造成堵车噪音扰民，
希望关闭菜市场。
洁员和管理员，
加强日常清扫力度，
积极引导门前车辆有序停放。我区将责成属地政府切实加强环境监管，
加大该地段巡查力度，
及时有效处理群众反映问题，
确保该地区环境良好。

254

永定镇

冯村信园小区1号楼和3号楼中间
“尚滋味饭馆”
油
烟扰民，
煤气味重，
该饭馆加装了油烟净化装置但 经永定镇、区环保局、区工商分局、区食药监局核查，该饭馆目前处于关停状态。该举报件与 11-095 号举报件反映问题一致），2017 年 11 月 14 日，由于该火锅店油烟净化后油
不运行，私自加装一条排烟通道（距离 1 号楼近）。 烟排放口的位置距离居民楼小于 20 米，不符合《饮食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的情况，执法人员已责令该餐厅停止经营活动。永定镇将联合区环保局、区工商分局、区食药监局
由于环保督察组进驻，
该饭馆已临时关闭，
担心其 等部门拆除
“尚滋味饭馆”
的牌匾等设施。
再次营业。希望将饭馆迁址，
解决油烟扰民问题。

255

城子街道

249

250

举报问题

办理情况

龙泉雾西街 97 号进行煤改电工程后，从 2017 年 经龙泉镇、区农委、供电公司核查，2016 年全村整体煤改电时，西街 97 号住户未在此居住，没有要求接电。经现场核实，该住户家的新电表还没有改造完毕，需要加装漏电保护
10 月左右开始一直未接电，希望尽快供电，保证 器。经龙泉镇协调，住户与供暖设备安装企业达成一致，于 11 月 25 日加装了漏电保护器,于 11 月 26 日完成了设备接电、调试。我区责成龙泉镇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对煤改电监
冬天正常供暖。
管，
增加安装和维护人员，
确保煤改电后居民正常供暖。

是否属实
属实

经大峪办事处、区城管执法局、区规划分局、区工商分局、区食药监局、区商务委、区国土分局核查,未发现绿地烧纸钱、宠物到绿地随地大小便、卖菜、卖粮食流动车、随地大小
便的现象，根据《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50420-2007)，没有“绿地必须设置围栏”的规定。大峪南路 2 区 24 号楼东侧彩票店有房屋所有权证，该房屋现状与审批情况不完全一
致，未查到该房屋相关扩建的规划审批手续，城管部门已对 24 号楼东侧彩票店进行现场勘验、检查，进行立案调查。大峪南路 29 号楼东侧饭店已关闭，无牌匾，无经营行为。
部分属实
该址有产权证，产权人为北京市第十汽车运输公司，但存在私搭乱建行为，已自行拆除完毕。大峪南路 29 号楼东侧理发店为私自用塑料、钢架搭建的棚子，已于 11 月 24 日拆
除完毕。经大峪办事处、区城管执法局多次核查，未发现有卖菜、卖粮食流动车和卖主随地大小便的情况。我区责成大峪办事处会同区城管执法局、区规划分局依法查处违法
建设，同时加大环境巡查和执法力度。

不属实

经城子办事处、
区经信委、
区城管执法局、
区规划分局、
区环保局核查，
举报点位确实建有基站, 基站用房材质为铁皮，
不是彩钢结构，
且基站尚未通电,不存在安全和辐射隐患。举报点位锅炉
桥东街 18 号楼西侧（原锅炉房）修建了信号塔和
房院产权单位为区住建委供暖服务中心，
该锅炉房不再提供供暖服务。2014年6月，
区住建委供暖服务中心与北京亿名通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基站场地合同，
同意在此锅炉房院内建设
基站，基站材质属于彩钢结构，存在安全和辐射
部分属实
基站，
北京亿名通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与北京移动通信门头沟分公司签订租用合同，
将此基站租用给北京移动通信门头沟分公司使用。区供暖中心将与北京亿名通信科技
隐患，希望拆除基站。
发展有限公司积极协商，
对此基站进行拆除。我区责成城子办事处会同相关单位督促供暖中心将与北京亿名通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展协商，
确保此基站停用并落实基站工作。

永定镇

对 075 号案件（冯村商业街餐饮店油烟污染扰民）
处理结果不满意，认为冯村商业街某饭店（距离
经永定镇、
区环保局、
区工商分局、
区食药监局核查，
距离居民楼最近的3家餐饮单位为北京聚食汇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金天龙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盛世金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均证
居民楼最近的）油烟管道在楼顶，管道只拆除一
照齐全，
安装并使用油烟净化设备。区环保局已于2017年11月24日对上述3家餐饮企业进行油烟监测，
检测结果约15日做出，
如监测结果超标将给予行政处罚。
部分，未完全拆除，依然油烟扰民，希望到商业街
楼顶查看，解决油烟扰民问题。

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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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翅镇

经雁翅镇、
区水务局、
区环保局、
区工商分局核查，
雁翅村蘑菇厂为北京维得鲜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该公司主要经营蘑菇生产，
在生产过程中不产生污水，
所以不存在废水直排情况。蘑姑
雁翅镇雁翅村蘑菇厂常年从该厂后门将废水和 厂的生活污水都是通过集中收集后再用罐车拉走，
未排入永定河，
厂区内也无工业生产用水排放。雁翅镇按照
“散乱污”
企业认定标准已将该公司列为
“散乱污”
企业，
并责令其于12月31日
泡沫垃圾排入永定河，臭味难闻，污染水源，希望 前关停。举报排水口是厂区地下的雁翅村排洪沟出口，
现场核查中发现该出水口有少量排水现象。经核查，
该排水是村内部分未纳入污水管网住户的生活污水。雁翅镇决定在12月1日前
处理。
雁翅村新建一座防渗收集池并投入使用，
将生活污水用抽水车运至污水处理站处理，
在此之前用挡墙断开排洪沟阻断排水。雁翅镇会同区水务局将通过农村污水管网改造和污水厂站建设
工程将雁翅村的所有生活污水统一收集入污水管网内，
工程预计2018年上半年开工。我区责成雁翅镇、
区水务局、
区环保局加强巡视管理，
依法严查严惩污水直排行为。

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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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镇

三家店新河小区和西宁路小区无分类垃圾箱，
玻璃 经龙泉镇、
区市政市容委、
商务委核查，
三家店新河小区设置有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分类垃圾桶，
具备垃圾分类条件。举报人所反映的玻璃瓶和陶瓷瓶可放入其他垃圾分类桶内，
由区
瓶和陶瓷瓶无人回收，
希望有官方安全的回收渠道。 环卫中心清运消纳。

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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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镇

蔡家府地区存在以下问题：
1.三家店三队进行治理
后，
大部分外地人搬到二队（蔡家府地区）租房，
造
成生活环境脏乱差、
道路阻塞等问题。2.多户废品
回收户由于近期检查，将收来的废品堆积在出租
房过道内，
环境脏乱且存在安全隐患。3.部分外来
户仍然烧低价劣质煤，造成环境污染。希望有关
部门对蔡家府地区外来户进行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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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峰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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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龙泉镇核查，
该区域确实存在因人口多、
道路狭窄等引发的环境脏乱、
交通阻塞等问题，
有废品堆积问题，
但未发现废品回收行为，
且未发现外来户烧低价劣质煤的行为。龙泉镇联合
区流管办、
区综治办已将在帐的蔡家府地区承包地内出租大院拆除和关停，
对阻塞道路和影响环境的垃圾进行了清理，
同时龙泉镇强化了对该区域环境的巡查治理，
加强了对道路的疏
导。龙泉镇已开展对蔡家府地区集中环境整治和安全排查，
目前已清理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16吨，
全部综合治理工作预计于2017年12月底前完成。该地区用户使用燃煤均是从龙泉 部分属实
型煤销售网点统一购入的优质燃煤。龙泉镇加强巡查检查力度，
严禁散煤销售、
严防散煤运输、
严管燃烧散煤。我区责成龙泉镇按期完成三家店蔡家府的综合治理工作，
加强环境卫生
的巡查治理，
督促村居加强日常巡查，
加大对自保洁道路的清扫保洁力度，
发现问题立即整治，
继续加强劣质煤入户巡查工作，
发现一处，
清除一处，
确保辖区住户使用优质燃煤取暖。

1、妙峰山镇岭角村存在施工不遮挡行为，扬尘严 经妙峰山镇、
区农委、
区农业局核查，
妙峰山镇岭角村正在实施险村改造项目，
项目主体施工已基本结束，
未发现大规模土石方作业，
有几名工人正在进行砌墙作业。由于11月19日大
重且不洒水，希望整治；2、岭角村煤改电工程后， 风降温，
导致洒水车不能正常使用，
防尘工作没有继续落实，
存在降尘工作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妙峰山镇政府责令停止施工进行整顿，
防止此类问题再次发生。为岭角村提供供暖设备
部分属实
煤改电机器损坏无修理渠道，希望获得修理渠道 的三家公司联系方式均张贴在村委会办公室门口的窗户上，
现场拨打了设备维修电话，
均能接通。2017年取暖季前，
村委会联系三家公司到村民家中逐户进行了检测调试，
保障取暖设
和联系方式。
备正常使用。我区责成妙峰山镇加强对辖区环境问题巡查力度，
同时责令区农委、
区农业局协调供暖维修企业做好门头沟区农村地区煤改电设备后期运行维护工作。
经永定镇、
区国土分局、
区城管执法局、
区交通支队核查，
1.石门营地区苛萝坨村拆迁后盖安置房附近，
由隆泰实业（北京）有限公司所承建门头沟区永定镇岢罗坨、
秋坡、
石佛村土地一级
开发项目，
该项目C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申请报告和设计方案规定，
需要将浅山坡地整理成建设用地，
该项目是按照发改委立项、
设计院出具的相关图纸、
园林局的树木伐移证明等
相关手续进行土地平整及防护工程施工。2.石门营地区苛萝坨村周边道路遗留宠物粪便情况普遍，
该路段应为西峰家园南侧道路，
属于物业门前三包范围，
永定镇要求奥和物业立即清
扫，
并加强对周边群众宣传教育力度，
同时加大清扫频次。3.石门营地区苛箩坨路口至石门营路口路段共有四处信号灯，
其中苛箩坨路口和石门营路口已安装闯红灯监控设备，
其余两 部分属实
处未安装闯红灯监控设备，
苛箩坨路口信号灯和闯红灯监控设备是通过路侧路灯取电，
该处路灯因电缆故障导致该路口断电，
交通信号灯和闯红灯监控暂时停用。以上原因易造成大
货车车速快、
闯红灯现象。经沟通路灯产权部门，
现已恢复苛箩坨路口信号灯和闯红灯监控设备，
已有效控制大型货车通行速度。我区已责成永定镇、
区国土分局、
区城管执法局、
区交
通支队加强对该区域的巡查监管力度，
防止私挖盗采违法行为的发生，
加大对该道路的巡查管控工作，
对闯红灯违法行为严格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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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镇

1.石门营地区苛萝坨村拆迁后盖安置房附近山体
被破坏，刮风天气扬尘严重；2.石门营地区苛萝坨
村周边道路遗留宠物粪便情况普遍，无人清理；3.
石门营地区苛萝坨村大型运输车车速过快，有路
口闯红灯现象，
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整治。

262

永定镇

经永定镇、
区工商分局、
区城管执法局核查，
该举报件与05-042号举报内容相同，
为重复举报，
反映人员举报情况为北京市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第05-042号重复举报，
已整改到位，
此
永定镇冯村黑尖水库坝底空地有 7-8 亩露天废
地区之前确实有废品回收站，
永定镇会同区城管执法局于2017年11月8日拆除了露天废品收购站并恢复土地平整。我区责成永定镇、
区工商分局、
区城管执法局举一反三，
加大检查力
品收购站，环境脏乱，
希望整治。
度，
确保各项环保措施落实到位，
杜绝出现违法废品回收及违法建设现象，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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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子街道

不属实

经城子办事处、
区住建委、
区棚改中心、
区城管执法局核查，
举报工地为门头沟区采空棚户区改造石泉B8地块定向安置房项目（B8-1配套商业）,确实存在电焊、
拉钢筋等施工作业，
但门
石泉 A6 地块东侧养老院西南角（快四公交总站
口并未张贴停工的牌子，
按照《2017-2018年秋冬季建设系统施工现场扬尘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要求，
停工内容为各类道路工程、
水利工程等土石方作业和房屋拆迁施工等，
该工程相
北侧）工地，大门外虽悬挂着已停工的牌子，实际
关施工作业未在停工范围内。同时，
根据市建委规定，
夜间施工时间范围为22时至次日6时。为了减少噪音扰民问题，
区住建委、
区棚改中心约谈了施工单位中煤建设集团工程有限公 部分属实
内部从早 6:00 点就开始作业（电焊、拉钢筋），噪
司项目负责人，
要求现场施工时间不得早于上午7点，
夜间施工不得晚于22点，
严禁夜间施工，
在施工期间要做好降噪措施，
避免噪音扰民。我区责成城子办事处、
区住建委、
区棚改中
音扰民，
影响周边环境，
希望制止其施工行为。
心加大对辖区内施工工地的巡查力度，
发现违法行为将依法处理。

经东辛房办事处、
区环保局、
区市政市容委核查，
鑫华源公司东区近期已停产，
西区主要生产液压支架，
喷漆工艺在封闭厂房水幕喷漆室进行，
末端连接有活性炭吸附装置，
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
1.东辛房街道门矿地区京华源公司附近喷漆气味
行，
厂房外未发现明显异味。区环保局于11月23日下午对排口烟气进行了检测，
结果将于7个工作日后反馈。新东山楼房隶属于葡萄园社区，
2014年葡萄园社区整体拆迁，
仅留存新东山4栋楼
东辛房街道 扰民；
2.东辛房街道门矿地区新东山楼周边沿街马
部分属实
房未拆除，
由于拆迁原因，
新东山楼房居民原出行道路已经阻断无法通行。现新东山楼房居民出行的唯一道路为西龙门果园路，
路政基础设施不完备，
没有路灯等相关照明设施。2017年区市政
路没有路灯。希望解决扰民问题，
增加路政设施。
市容委已统计此类道路，
将于2018年开始统一进行路灯设施建设。我区责成东辛房办事处、
区环保局加强监测监察，
确保企业达标排放，
同时责成区市政市容委做好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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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翅镇

2017年11月23日下午，
雁翅镇会同区综治办、
区国土分局工作人员到达雁翅镇付家台村南河滩黄崖沟口进行实地核查，
未发现有盗采砂石现象，
未发现开采设备及人员，
现场堆放有两
雁翅镇付家台村对面有盗采砂石现象，希望依法
堆砂石料，
是2005年对黄崖沟小流域治理工程项目施工时造成的堆料，
呈现原始堆积状态，
未进行对外销售行为。此处沟口设有大门，
村委会安排了专职人员值守看管。我区责成雁翅
处理、整治。
镇会同区综治办、
区国土分局依据《矿产资源管理法》等法律文件要求，
加大国土资源巡查保护力度，
严防私挖盗采行为。

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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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镇

王平镇，
南岭村附近有一处小煤窑私挖盗采1年多的
时间，
挖出来的煤现存放于色树坟派出所旁沿路上山
的一个废弃砖窑的操作间里，
每日进行大量燃煤销
售；
该小煤窑存在夜间开采和运输行为，
希望查处。

经王平镇、
永定镇、
区国土分局、
区安监局、
区综治办、
区公安分局、
区工商分局、
区交通局核查，
举报私挖盗采区域位于永定镇北岭地区，
该处小煤窑于2005年关停并封埋，
关停后封闭完
好，
未发现有私挖盗采迹象。举报废弃砖窑实际为王平镇吕家坡村境内原京煤集团砖厂的大车间，
车间承租人在车间内存放有大量（约1000余吨）煤炭，
是其2015年从木城涧煤矿购买
后存放到此处（有购买发票），
未发现燃煤销售行为。11月24日，
王平镇协调京煤集团王平物业公司，
责令承租人在一周内将存放煤炭全部清理完毕。我区责成属地政府加大对该地区
非挖盗采现象的巡查和打击力度，
通过增设检查站等方式强化巡查监管，
督导各相关单位扩大巡查范围杜绝私挖盗采现象。

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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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柘寺镇

潭柘寺公园和阳坡元老村西侧煤窑存在违建，阳
坡元新村存在垃圾焚烧和生活垃圾直排河道行
为（阳坡园新村和北岭新村中间）。希望拆除违
建，杜绝垃圾焚烧和垃圾乱扔行为。

经潭柘寺镇、
区城管执法局、
区旅游委、
区水务局核查，
潭柘寺公园和阳坡元老村西侧煤窑房屋为老旧房屋翻建，
新建房屋未超出原有房屋面积范围，
不属于违建；
经潭柘寺镇多次在阳
坡园新村巡查，
未发现焚烧垃圾行为，
村外的河道中发现确有丢弃垃圾的情况，
该条河道为北岭新村排洪沟，
冬季沟内无水。潭柘寺镇依照河长制要求，
严格落实属地责任，
从11月27
部分属实
日起对阳坡园新村范围内排洪沟进行清理，
因排洪沟长、
地性复杂、
冬季清理困难，
清理工作预计于12月27日前完成。我区加强对镇街环境卫生检查考核，
督促潭柘寺镇继续加强建和
环境卫生的巡视检查力度，
严禁垃圾焚烧和垃圾乱丢行为，
切实维护好辖区内的环境卫生。

268

斋堂镇

经斋堂镇、
区公路分局、
区国土分局、
区园林绿化局核查,109国道贯穿门头沟山区,路面较窄、
弯道较多，
交通事故频发。为确保通行安全，
我区公路分局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
对国道
109 国道弯道加宽工程施工致使斋堂镇一堵墙沟
沿线具备条件的部分弯道处实施了加宽并安装护栏，
实施弯道加宽工程时，
均严格遵守《公路法》提出的公路用地范围，
在边坡范围内实施。对一堵墙沟沟口及沟内进行巡查，
未发现植
植被破坏，希望专业人员现场评估，追究相关责
被遭破坏的迹象及行为。我区责成斋堂镇、
区公路分局、
区国土分局、
区园林绿化局加大对一堵墙沟及周边地区的巡查力度，
如有植被破坏现象，
及时上报查处。同时，
加大环保工作宣
任人的责任，恢复沟域生态环境。
传力度，
提高村民生态保护意识。

不属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