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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乡镇

大峪街道

大峪街道

城子街道

城子街道

举报问题

金泰丽湾美食城内“天爷串吧”“圈子串吧烧
烤”，油烟扰民。希望整治。

1.惠民家园二期附近多个集装箱内住人且生火
做饭，存在火灾隐患；2.惠民家园24号楼4单元
303室的住户存在开墙打洞的行为。希望整治。

城子街道三家店老供电局六环桥下土地裸露，
近期在种树担心无阳光不生长，土地仍未硬
化，有扬尘。希望从根源解决土地扬尘问题。

城子街道三家店西口公交站南侧欣顺旅馆属
于违建，非法出租。希望拆除。

办理情况

经大峪办事处、区环保局、区工商分局、区食药监局核查,北京天颜餐饮有限公司（天爷串吧）、圈子（北京）餐饮有限公司（圈子串吧）均有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均安装有油烟净化设
备，且油烟净化设备正常运行、清洗记录完整。区环保局分别于2017年10月25日、11月18日委托第三方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圈子（北京）餐饮有限公司（圈子串吧）、北京天颜餐
饮有限公司（天爷串吧）进行油烟采样检测，检测结果均未超过《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实行）》的油烟排放标准。我区责成大峪办事处、区环保局、区工商分局、区食药监局加大对餐饮服务
单位的监管力度。

经大峪办事处、区流管办、区综治办、区治安支队、区消防支队、区工商分局、区住建委、京煤集团核查,1.惠民家园二期附近有12个集装箱，但12个集装箱已全部封闭，并且已经断水断电，不
存在火灾隐患，不存在住人且生火做饭的问题。2.惠民家园24号楼4单元303室住户不存在开墙打洞的行为。我区责成大峪办事处、区治安支队加强巡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杜绝重
大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

经城子办事处、区市政市容委、区园林绿化局核查，三家店老供电局六环桥下道路前期进行热力管线改造施工，已于7月底完成，并对道路进行了修复，由于在道路未硬化时就有车辆通行
碾压，造成部分道路出现坑洼破损，现场未发现土地裸露现象。三家店老供电局六环桥下绿化带正在进行植树。城子街道联合区市政市容委、区城管执法局等部门要求工程施工方尽快对
地面坑洼处进行修复。施工方承诺于12月15日前对路面进行再修复。此次绿化带种植树木是对受永定镇南水北调工程影响的树木进行移植，树木移植操作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不存在无
阳光不生长现象。我区责成城子街道、区市政市容委、区城管执法局督促施工方对路面进行修复；责成区园林绿化局加强树木后期养护，避免出现死株，影响绿化效果。

经城子办事处、龙泉镇、区治安支队、区工商分局、区城管执法局核查，欣顺旅店有正规的经营手续，证照齐全，不存在非法出租。欣顺旅店建设人1998承租三家店二分社集体的土地及房
屋，后又自建部分房屋。自建部分房屋已经列入龙泉镇2019年拆除台账。我区责成龙泉镇加大违法建设的排查力度，按照龙泉镇违法建设三年台账，进行违法建设拆除工作。

是否属实

不属实

不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北京市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第二十二批次交办信访案件核查处理情况

序号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街乡镇

大峪街道

大峪街道

大峪街道
龙泉镇

永定镇

大峪街道

龙泉镇

大峪街道

东辛房街道

永定镇

大峪街道

大峪街道

门头沟城区

永定镇

大台街道

大峪街道

大峪街道

永定镇

大峪街道

军庄镇

永定镇

大峪街道

永定镇

潭柘寺镇

潭柘寺镇

潭柘寺镇

龙泉镇

大峪街道
龙泉镇

举报问题

大峪街道绮霞苑小区北门旁边餐馆“九品羊汤”早晨炸油
饼、晚间铁板烧，油烟通过消防通道排入小区内，油烟扰民，
希望查处其超经营行为，解决油烟扰民问题。

大峪街道滨河西区霁月园4号楼3单元门口堆放大量建筑垃圾和
生活垃圾，长期无人清理，影响市民出行，希望尽快将垃圾清理走。

1.大峪街道临镜苑小区东墙外与六环路之间（龙泉镇管辖
区域）有大量私搭乱建房屋，小区墙外东北角和东南角环境
脏乱差，希望尽快治理；2.临镜苑小区内整体环境差，希望治
理；3.临镜苑小区6号楼5单元门口长期停放一辆用于存放分
拣小区内垃圾的货车，希望将车辆移走。

永定镇梧桐苑小区10号院北门，每周一、三、六有一辆蔬菜便
民销售车来卖菜，将车停放于10号院北门消防通道处，存在安
全隐患，希望制止此车到该区域销售蔬菜。

大峪街道南路一区地面上铺了地毯及泡沫等垃圾，希望尽
快清理。

049号案件（三家店南街铁路小区4号楼南侧，铁道坡向西一公里
范围内，经常有倾倒垃圾、粪便、污水等现象）公示后，再次出现倾
倒垃圾且无人清扫现象，希望尽快清扫，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圣海湖酒店将酒店与大峪街道滨河路79号院2号楼中间的
库房改建为操作间，存在挤占消防通道、油烟扰民、噪音扰
民等问题，希望解决问题。

1.东辛房街道石门营A4小区和A5小区之间道路、A5地块石园
南路丁字路口乱停车情况严重，影响周边居民出行和交通安
全，希望整治。2.城子街道燕宝家园进出道路环境差，扬尘严
重。希望整治。

永定镇冯村信园北门口东西向马路乱停车现象严重，影响
小区进出车通行，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治理。

大峪街道葡东小区东侧、泰和轩食府南侧，存在用于经营洗
车的违建，希望拆除违建。

大峪街道月季园一区及周边存在以下问题：1、9号楼1单元和3
单元一层到二层的楼梯下有居民私占空间，放置木材等杂物，
存在消防隐患，希望清理；2、8号楼西侧车棚内存有大量闲置家
具和木材等，导致车棚无法正常使用，希望治理；3、1号院空地
上存在违建钢管棚子存放杂物，希望拆除违建；4、小区北侧梨
园小楼的底商餐馆现大部分已关闭，希望持续关闭餐馆。

门头沟区在绿色出行方面存在以下问题：1、共享单车不允许
停放，进行集中收缴后不允许使用，自行车道数量不足，长期
被汽车挤占；2、新能源汽车的公共充电桩数量不足，且长期
被汽油车挤占无人管理。希望门头沟区能够出台绿色出行
政策，纠正不合理执法行为，让共享单车为百姓提供方便，
增加充电桩数量，增强公共充电桩管理力度。

永定镇信园小区2号楼存在私占楼道堆物问题，堆放地点位于楼层
间楼梯拐角处，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清理。

大台街道灰地社区1号楼后旱厕，夏季异味扰民，希望改为
水冲厕或将其拆除。

大峪街道绿岛水岸3层窗外为二层底商楼顶的公共平台，底
商“岳林湾足疗”在公共平台上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紧邻居
民窗户，热水器的循环泵噪音扰民，希望拆除，解决噪音扰
民问题。

大峪街道滨河西区霁月园2号楼6单元601出租给绘画班用于教
学，进出人员较多，噪音扰民且存在安全隐患，希望将绘画班搬离。

1.永定镇润西山苑2号楼1单元住户受楼东侧冯村商业街底
商饭店油烟、噪音和垃圾异味扰民，希望治理；2.小区西侧
进出车路口常被排队进入小区底商地库的车辆占用，影响
居民出行，希望加装摄像头或安排专职人员进行疏导。

大峪街道金泰丽湾悅西山美食街（尤其是三家烧烤店）进食高
峰期油烟扰民，希望望取缔三家烧烤店，增加油烟净化系统。

军庄镇惠通新苑小区存在以下问题：1.夏季雨后家中使用
的自来水是黄的，疑为重金属超标，希望监测；2.小区西侧工
地扬尘扰民，希望采取降尘措施；3.小区出口通道上存在大量
无照占道经营摊位挤占道路，影响居民出行，希望整治。

永定镇冯村西里欣六园小区楼道堆放杂物，存在火灾隐患，
希望整治。

1.黑山大街京客隆超市楼顶足疗店为违建，彩钢结构存在
安全隐患，希望清理；2.惠民二区小光理发店对面 4个集装
箱里住人且堆放杂物，希望取缔；3.黑山大街公交站西面阳
光陪护为彩钢结构，非法占用公共用地，希望取缔；4.惠民家
园28号楼花圈店老板将旁边公共绿地占为私有，用彩钢房养
大量鸽子，影响环境，希望尽快清理。

永定镇阳坡园新村多户居民在村东排洪沟上建房，其中有
一处房屋建在排洪沟正中间，影响防洪防汛，且将生活垃
圾、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排洪沟中，污染环境，希望整治。

潭柘寺镇潭柘新区到定都阁的路上有两堆渣土砂石，未苫
盖，污染环境，有扬尘，且砂石旁边的房子为违建，希望拆除
违建，清除渣土砂石。

潭柘寺镇平园西路西边路口拆除违建的建筑垃圾未运走，
扬尘严重，希望整治。

潭柘寺镇潭柘新区到定都阁路边存在一个堆满垃圾的院
子，堆满木头、塑料、轮胎等垃圾，存在火灾隐患，希望整治。

1.龙泉镇龙泉村公墓山道存在乱倒垃圾碴土行为，扬尘严
重，污染环境，希望整治。2.龙泉村煤改电的品牌为恒有
源，施工粗劣，运转时加防水液150吨，漏液严重，污染环境，
希望整治。

位于北至奥新天地双峪西口车站街口，南至梨园月季园路街口
的47家店铺存在以下问题：1.店铺均属于违规开墙打洞经营，
油烟、噪音扰民，商户无照经营，存在食品安全问题；2.梨园社
区餐馆均在夜间向月季园东里小区对面生活垃圾楼倾倒餐厨
垃圾；3.双峪车站路口处贴着封条的饭馆，仍有人开门活动；4.
梨园社区全部擅自改变房屋结构，随意违规搭建彩钢房，对外
出租，存在消防隐患；5、梨园社区南侧月季园路违章停车现象
严重，环境脏乱差，无人管理。希望对以上问题进行整治。

办理情况

经大峪办事处、区环保局、区住建委、区工商分局、区食药监局核查，大峪街道绮霞苑小区北门旁边门店（牌匾名称：九品羊汤）面积42平米，店内存有煮锅1个，电磁
炉2个，蒸箱1个，油炸锅1个，检查时未经营，无营业执照，无食品经营许可证，区工商分局要求其停止经营活动，区食药监局执法人员立即对其下达责令改正通知
书和行政提示书，要求其立即停止营业，其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区食药监局已
立案调查。我区责成大峪办事处、区环保局、区工商分局、区食药监局加大对餐饮服务单位的监管力度。

经大峪办事处、区住建委、区城管执法局核查，该处堆放点垃圾为滨河西区霁月园4号楼3单元业主装修过程中产生，北京国信好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多次联系业
主清理，并联系垃圾清运企业对该堆放点垃圾进行清运，但因周边垃圾倾倒填埋场已停止渣土回收填埋工作，导致清运工作无法完成。大峪办事处要求北京国信好
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12月20日前清理完毕。若物业到期未清理，大峪办事处将会同相关部门进行彻底清理。

举报点位的私搭乱建已由龙泉镇拆除，拆除现场垃圾已进行苫盖。目前已安排保安对主要路口进行值守。通过巡视发现，拆除现场存在乱倒垃圾现象，六环桥南侧
垃圾箱周边存在积存垃圾情况，龙泉镇要求大峪村立即清理，并要求值守人员加强看护，责成大峪村委会对积存垃圾进行清理。并由区环卫中心对垃圾箱进行清
运，提高了清运频次。临镜苑小区配备有4个保洁员负责小区的清扫保洁工作，环境卫生良好。我区将持续加大该地区违法建设拆除力度，对确认的违法建设列入
违法建设台账坚决予以拆除。同时，加强该地区日常管理保洁力度，安排专人对环境卫生问题进行巡视保洁。

经永定镇、区商务委、区消防支队核查，为方便周边居民生活，梧桐苑居委会、区商务委审核通过了北京新发地百舸湾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对永定镇梧桐苑小区
10号院的蔬菜直通车申报审核。部分蔬菜框摆放在消防通道，已要求其立即整改，将蔬菜框搬离。针对蔬菜便民销售车销售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永定镇、区商务
委约谈了企业负责人韦桂坪，要求其严格遵守相关部门对蔬菜直通车的管理规定，为社区提供安全、便捷的蔬菜销售服务。区消防支队要求物业管理单位中铁建
（北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消防车通道周围安装活动地桩，加强消防安全巡视，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经大峪办事处核查，举报人反映的大峪街道大峪南路一社区20号楼周围有部分小区居民丢弃的白色泡沫。大峪办事处要求南路一社区尽快清理，目前已清理完毕。我区责成大
峪办事处加大环境巡查力度，维护社区优美的居住环境。

经龙泉镇、区城管执法局核查，举报点位存在垃圾清理不及时的情况，龙泉镇立即进行了清理。该地区路段属北京西工务段责任区，龙泉镇与北京西工务段进行沟
通，并达成共识，共同研究建立龙泉镇辖区铁路沿线环境管理长效机制，确保辖区铁路沿线环境整洁。该项长效机制计划将于2017年年底前制定完成。在此长效
机制出台前，由龙泉镇东南街社区对辖区环境卫生加强管理，特别是垃圾箱周边保洁以及铁路护坡保洁，龙泉镇政府也将安排专人定期巡视保洁。我区责成龙泉镇
与北京西工务段尽快协商制定符合地区实际的长效管理机制，切实做到铁路沿线环境问题及时发现及时治理，绝此类环境问题的再次发生。

经大峪办事处、区城管执法局、区消防支队、区工商分局、区食药监局、区环保局核查，圣海湖酒店与大峪街道滨河路79号院2号楼中间区域不是消防通道。圣海湖酒店有营业
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关于市民举报的油烟扰民问题与第18-241号举报案件中一致，其油烟净化装置已于11月24日被要求限期整改，限期5个工作日。区环保局将在其油烟
净化装置整改完毕后立即安排油烟、噪声的检测。区环保局将依据检测报告依法对其进行处理。我区责成大峪办事处、区环保局继续跟进举报的油烟、噪音扰民问题。

经东辛房办事处、区交通支队核查，石门营地区属门头沟区新建安置社区，截止至今，辖区内已入住居民8960户，23574人，入住人数还在日益增加中。由于种种原
因，石门营地区部分道路与全部地下停车场施工未开通,导致了辖区内存在严重停车难问题。东辛房办事处联合区交通支队、区城管局从2017年11月28日起，开展
集中巡查整治，重点解决辖区主要道路出行难问题。城子燕保龙泉家园周边有市政黑山北延、规划一路等工地，且龙泉镇市政九龙路、崇化路施工车辆从此经过，此
路段之前由附近施工企业进行洒水降尘。目前，按照《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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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要求，周边工地已全部停工，由崇化路施工方中铁建设公司对此路段进行洒水降尘，扬尘现象得到明显改善。

经永定镇、区交通支队核查，永定镇信园小区北侧道路宽度不足8米，道路两侧停放车辆，确实存在乱停车现象。如在道路中间加装护栏，两侧车道约3.5米左右，按照《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第7.1.8规定消防车道的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均不小于4.0米，安装护栏将对地区消防安全产生不良影响，如发生火灾消防车无法进入，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我区责成永定
镇、区市政市容委、区交通支队加大对信园小区周边道路乱停车现象加大巡查力度，保障周边居民正常出行。

经永定镇、区交通局、区城管执法局、区规划分局、区工商分局、区水务局核查，大峪街道葡东小区东侧、泰和轩食府南侧确有一洗车店，营业执照名称为北京乔鑫运汽车装饰中心（经营
范围：汽车美容、清洗等）。经营面积约300余平方米，注册地址与经营地址不符，区工商分局约谈了当事人并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洗车店目前已关停。永定镇将洗车房列入镇政府
打违台账,计划于2018年拆除。我区责成永定镇区、交通局、区城管执法局、区规划分局、区工商分局、区水务局加强对洗车行业和违法建设的检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经大峪办事处、龙泉镇、区住建委、区城管执法局、区规划分局、区消防支队、区工商分局、区食药监局、区环保局核查，月季园一区9号楼1单元和3单元一层到二层确实存在堆放杂
物的问题。9号楼3单元的杂物目前已经清理完毕，1单元一层到二层的杂物社区将督促当事人于12月5日前清理完毕。8号楼西侧车棚确实存在大量闲置家具和木材，社区将要
求居民于12月5日前自行清理完毕。若到期未清理完成，大峪办事处将配合社区于12月15日完成清理工作。1号院空地上的钢管棚子未在区规划局办理相关规划审批手续，且
存放杂物，社区将督促建设人于12月15日前清理完毕。若逾期不拆大峪办事处将会同城管部门于12月20日前拆除。月季园一区北侧梨园小楼的底商餐馆大部分已关闭，现涉
及的餐饮服务单位有10家（6家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4家取得限时管理备案表）。我区责成大峪办事处、龙泉镇联合相关职能部门继续做好该地区的巡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

经区交通局、区市政市容委、区城管执法局、区交通支队、区发改委、区供电局、区商委核查，经与摩拜单车、OFO小黄车沟通，两家共享单车企业因我区为远郊区县共享单车
损耗量大、业务量少等原因，均未在我区投放共享单车，不存在不允许停放和集中收缴后不允许使用的问题。我区的道路符合城市道路设施规范，不存在自行车车道不足现
象，由于个别小区内停车位不足，存在小区周边有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现象。我区责成区交通分局加强主干道路执法管理，严格处罚违法停车行为。2012年以来，门头沟
区新建交直流充电桩桩数已达到504台，其中电力公司出资建设500个、社会化投资建设4个，分布于门头沟城区各大商区、景区、政府机关、公共停车场、居民小区、交通枢
纽、重要道路等。门头沟城区范围内已实现充电半径5公里充电圈儿，充电桩数量充足，可以基本满足公共电动车辆的充电需求。我区责成区市政市容委加强对市政备案停
车场的管理，要求停车管理企业加强充电秩序的管理。我区责成区发改委积极协调相关部门统筹、规划充电桩建设，在增量的同时进一步优化充电桩分布位置，不断满足居
民电动车充电需要，责成区市政市容委、区交通支队、区城管执法局等相关单位与共享单车企业对接，研究制定我区绿色出行政策。

经永定镇、区住建委核查，信园小区2号楼存在部分业主将白菜等物品放置在楼道内的现像，永定镇要求该小区物业公司北京首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信园项目部立即整改，
现已整改完毕。我区责成永定镇、区住建委督促小区物业公司按照物业服务标准，提升物业服务质量，积极开展小区环境整治，确保居民生活环境干净整洁。

经大台办事处、区环卫中心核查，举报旱厕为京煤集团王平物业分公司于2008年建设。该旱厕因社区居民使用频率较高，日常保洁不到位，夏季异味较大。大台街道将加大厕所清扫保洁
力度，安排专人负责此厕所日常环境卫生保障。由于冬季无法进行土建施工，大台街道将灰地社区1号楼后旱厕改造列入2018年计划，于2018年5月前完成对该厕所的修缮工作。

经大峪办事处、区环保局、区工商分局、区卫计委、区城管执法局核查，。绿岛水岸3层窗外二层底商“岳林湾足疗”（北京岳林湾美容中心）有营业执照，该商户在二层楼顶上
安装的太阳能热水器的循环泵确实存在声响，商家安装的太阳能热水器距居民窗户最近距离约三米，热水器间歇式工作产生噪音。由于风力较大无法达到监测条件，天气条
件符合监测要求时，区环保局将对噪声进行监测，结果将于7个工作日后反馈。如监测结果超标，将责令进行整改。我区责成大峪办事处会同相关执法单位加强对辖区内企
业监管，及时发现并处理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

经大峪办事处、区教委、区工商分局、区住建委调查,滨河西区霁月园2号楼6单元601绘画班，经营者为乌兰其其格，无营业执照，室内学员共计16名, 区工商分局责令其立即
停止经营活动，并立案处罚。我区责成大峪办事处、区教委、区工商分局加强对该地区无照培训班的监管和执法力度。

经永定镇、区环保局、区工商分局、区食药分局、区城管执法局、区市政市容委、区住建委、区交通支队核查，冯村商业街底商共有餐饮经营单位20户，证照齐全，距润西山小区
25米，排烟道位于楼顶，并安装有油烟净化装置，符合环保部门标准。区城管执法局在冯村商业街底商后侧，发现有4个密闭式垃圾箱，垃圾箱外有几袋居民扔的垃圾，未扔
进垃圾箱。区城管执法局现场约谈冯村商业街物业经理，责成进行清理，现已清理完毕。举报小区西侧进出口为365PLUS商场车库入口，该路段已经安装了违法监控设备
以及禁止停车的标志标线，已要求华润置地(北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润西山分公司在小区车辆出入口的位置画黄色网格线，安排保安在高峰时段，加强对此道路的引导，缓解
交通压力，确保道路畅通，维持出入口停车秩序。区交通支队将继续关注该道路的违法停车现象，加大处罚力度。我区责成永定镇、区环保局、区工商分局、区食药分局、区城
管执法局、区市政市容委加大对餐饮单位和环境卫生的检查力度，责成区交通支队加大对该路段交通管理力度，依法严格处罚违法停车行为，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经大峪办事处、区环保局、区工商分局、区食药监局核查。北京天颜餐饮有限公司（天爷串吧）、圈子（北京）餐饮有限公司（圈子串吧）、北京鑫达良盛商贸有限公司(丽城烧烤)
均有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均安装有油烟净化设备，且油烟净化设备正常运行。区环保局分别于2017年10月23日、11月7日、11月18日委托第三方妥谱尼测试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对圈子（北京）餐饮有限公司（圈子串吧）、北京鑫达良盛商贸有限公司(丽城烧烤)、北京天颜餐饮有限公司（天爷串吧）进行油烟采样检测，检测结果均未超过《饮
食业油烟排放标准（实行）》的油烟排放标准。我区责成大峪办事处、区环保局、区工商分局、区食药监局加大对餐饮服务单位的监管力度。

经军庄镇、区水务局、区自来水公司、区城管执法局、区住建委、京煤集团核查，惠通新苑小区是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杨坨物业管理分公司所管辖的居民小区，供水单位
为杨坨物业管理分公司水厂，是自备井供水。11月30日下午，门头沟区卫生防疫站提取了水样。并将进行44项检测，含重金属项检测结果预计于12月15日做出。如今后
夏季降雨后出现水变黄的情况时，物业将委托第三方对水样水质（重点是重金属）进行检测，确保水质安全。惠通新苑小区西侧是383公交场站、杏园以及空地，无施工工
地。核查中发现小区门口有一家售卖水果商贩，区城管执法局对售卖水果商贩进行批评教育，并对其作出了5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我区责成军庄镇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辖区
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督促京煤集团杨坨物业管理分公司，加强自身水质监测,密切关注水厂的净化水设备运行状况，确保居民饮用水安全。

经永定镇、区消防支队、区住建委核查，该举报件与21-294号举报内容相同，属于重复举报，11月29日，核查中发现冯村西里欣六园六号楼疏散通道堆放杂物，现场责令欣六
园小区物业单位北京益发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立即整改，清理疏散通道杂物，已清理完毕。我区责成永定镇、区消防支队、区住建委加大对小区环境卫生巡查治理，督促物
业公司加强管理，为小区业主营造良好的小区环境。

经大峪办事处、京煤集团、区消防支队、区城管执法局、区综治办、区流管办、区工商分局、区卫计委、区规划分局核查,黑山大街京客隆超市楼顶足疗店加建彩钢房未在区规划
分局办理相关规划审批手续，区城管执法局进行了现场检查、现场勘验，并于2017年11月29日向区规划分局送达书面协查函，视认定结果送达限期拆除决定书，限其5日内
自行拆除，逾期未拆的，区城管执法局将依法申请强制拆除。惠民二区小光理发店对面4个集装箱房、黑山大街公交站西侧彩钢房、惠民家园28号楼北侧公共绿地上彩钢房
等三处均未在区规划局办理相关规划审批手续。小光理发店对面4个集装箱内都已经锁门，未发现人员居住情况，区消防支队责令北京京煤集团绿海物业管理分公司限时
清理。黑山大街公交站西彩钢板房屋内夹心为可燃聚苯乙烯泡沫，区消防支队责令其整改。惠民家园28号旁鸽子棚不是彩钢板结构建筑。大峪办事处和区城管执法局要
求举报彩钢房的建设人程振海和程振会立即自行拆除，建设人程振海和程振会态度强硬，表示坚决不配合，大峪街道将会同相关部门依法进行拆除，并于2018年1月15日前
拆除完毕。我区责成大峪办事处加强对该地区的巡查，发现问题及时上相关部门，及时解决影响辖区居民生活环境的问题。

经潭柘寺镇、永定镇、区水务局核查，市民反映排洪沟为北岭排洪沟，阳坡元村处在该沟上游，下游为永定镇北岭村。根据2017年前三季度“国土违法卫星图斑”监测，阳坡元
新村未出现违建情况。排洪沟正中间的违建为北岭村建房，属于违建，永定镇已于2017年7月拆除，现不影响防洪防汛。北岭排洪沟中确有丢弃垃圾的情况，潭柘寺镇自11
月27日起对阳坡园村范围内河道进行清理，由于河道长、地形复杂，冬季施工困难，清理工作预计于12月27日前完成。我区责成潭柘寺镇、永定镇继续加强巡视检查力度，
严禁违法建设和乱丢垃圾的行为，切实维护好村内的环境卫生。

经潭柘寺镇核查，举报点位确实存在两处土堆，由于存放时间较长，土堆上已长满野草，潭柘寺镇立即苫盖完毕。砂石旁边的房子确为违建。潭柘寺镇于11月27日向其下发
了整改告知书，要求其于12月10日前自行清理。到期整改不到位的，潭柘寺镇将强制进行清理拆除。我区责成潭柘寺镇进一步加强巡视巡查力度，强化镇域内苫布破损的
裸露土方进行逐一梳理并重新苫盖，确保不出现扬尘污染。同时加大违法建设的打击力度，发现一起拆除一起。

经潭柘寺镇核查，举报区域为平原村原养鸡场房屋，该鸡场停业多年，房屋破损榻毁，潭柘寺镇已对其进行了苫盖。由于近期风大，苫盖网有所破损，目前已组织力量对其进
行重新苫盖，已于12月1日苫盖完毕。我区责成潭柘寺镇进一步加强巡查力度，对镇域内苫布破损的裸露土方进行逐一梳理并重新苫盖，确保不出现扬尘污染。

经潭柘寺调查，举报院子为潭柘寺镇北村村委会旧址。2017年11月，潭柘寺镇对该处部分违建房屋进行了拆除，由于11月15日后大型运输车辆上路受限，拆除后的建筑垃
圾未得到及时清运。潭柘寺镇已对裸露建筑垃圾进行了苫盖，正积极联系其他运输车辆，近期对院内垃圾进行清理，12月10日前完成清运。我区责成潭柘寺镇加强对镇域
内环境卫生的巡查治理，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及时消除各类火灾隐患。

经龙泉镇、区环境办、区市政市容委、区城管执法局、区农委、区农业局、区环保局核查。1.龙泉务村公墓山道确实存在倾倒垃圾碴土行为，已完成渣土清理和裸露地面覆盖工作，龙
泉务村已在主要路口设置岗亭和限高杆，同时安排专人在主要道口进行值守，防止渣土车辆进入。2.2016年,龙泉镇龙泉务村开展“煤改电”工作，安装恒有源公司取暖设备，恒有
源公司为2016年北京市门头沟区农村煤改电工程采暖设备入围企业，具备承担北京市门头沟区域内安装、更换电采暖设备工作的资格，施工过程中有专业监理公司北京正泰隆
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对施工过程进行监管，目前设备运行良好。恒有源地能热宝系统为一个供暖系统，由三个闭式循环系统组成，即地能采集循环系统、二次闭式循环系统、室
内释放循环系统，各循环系统管内介质均为封闭循环，只进行热量交换。由于二次闭式循环系统部分在户外，为防止二次封闭循环水（主要防止有些设备不使用状态下管道支管
部分）降到冰点，导致设备无法开启，加入少部分防冻液，防止其在冬天息火状态下降到冰点。此封闭循环不进入地下，不与地下水及土壤进行直接交换，是地上的一个封闭循环
系统，无任何泄漏，不会污染地下土壤及地下水资源。我区责成龙泉镇会同区农委、区农业局做好煤改电村设备维护和监管，确保煤改电工程安全可靠，保障住户温暖过冬。

1.梨园地区房屋为个人宅基地，不属于开墙打洞。由龙泉镇牵头会同区工商分局、区食药监局、区环保局等单位对涉及的餐饮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对许可证办理情况、食品进
货渠道、人员健康状况、场所环境卫生等进行核查，均未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区食药监局对相关餐饮单位发放了《企业安全生产及环境保护责任告知书》、《门头沟餐饮服务单
位食品安全承诺书》、《致餐饮经营者告知书》等文书，督促其规范餐饮服务行为，规范垃圾倾倒问题。2.为解决餐饮企业向生活垃圾楼倾倒餐厨垃圾的行为，梨园地区两证齐
全并在区食药监台账中的餐饮企业，已于9月份与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合同，收运单位正在陆续为其发放餐厨垃圾桶，并进行收运工作；未签订
餐厨垃圾收运合同的将由区市政市容委督促其进行签订。此外龙泉镇将加强该地区巡视和清理工作。3.经现场核查，双峪车站路口处贴着封条的饭馆未发现有人开门活动
和经营活动的行为。4.龙泉镇按照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工作部署，已对梨园地区彩钢房建立台账，对未达到消防要求的，责令12月20日前将擅自改变房屋结
构，随意违规搭建彩钢房的现象整改完毕，同时对违法出租行为将依法处理。5.区交通局已于10月份对月季园路安装了违法监控设备、增设了隔离护栏和禁停标志标线，违
法停车已基本杜绝，临时停车现象时有发生。月季园路环境卫生由区环卫中心进行日常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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