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排名市排名市排名市排名 区排名区排名区排名区排名 镇街镇街镇街镇街 TSP浓度浓度浓度浓度
173 1 军庄镇 127

183 2 永定镇 125

190 3 东辛房街道 124

195 4 王平镇 123

195 4 妙峰山镇 123

202 6 潭柘寺镇 122

207 7 龙泉镇 121

210 8 大台街道 120

210 8 城子街道 120

223 10 雁翅镇 117

240 11 大峪街道 110

245 12 斋堂镇 105

320 13 清水镇 91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清理整治进展情况统计表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清理整治进展情况统计表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清理整治进展情况统计表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清理整治进展情况统计表

问题序号问题序号问题序号问题序号 所在地所在地所在地所在地 水源地名称水源地名称水源地名称水源地名称 问题具体情况问题具体情况问题具体情况问题具体情况 整治进展情况整治进展情况整治进展情况整治进展情况 是否完成整治是否完成整治是否完成整治是否完成整治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 清水镇 斋堂水库 旅游设施

斋堂水库水源地二级区范围，水源地上

游河道内存在旅游项目，占用河道，阻

断河流整体性，目前没有营业，存在恢

复可能。拆除与保护水体无关的设施。

否

2019年8

月30日前

完成

2 清水镇 斋堂水库 农业种植1654平方米
严禁使用农药、化肥，农耕地全部使用

有机肥。
是 已完成

3 清水镇 斋堂水库 大棚314平方米 拆除 是 已完成

4 清水镇 斋堂水库 房屋 拆除 是 已完成

5 清水镇 斋堂水库 房屋 拆除 是 已完成

6 清水镇 斋堂水库 房屋 拆除 是 已完成

7 清水镇 斋堂水库 房屋 拆除 是 已完成

8 清水镇 斋堂水库 房屋 拆除 是 已完成

9 斋堂镇 斋堂水库 农业种植 严禁使用化肥农药、植物生长调节剂 是 已完成

10 斋堂镇 斋堂水库 面源污染
上高铺村污水站出水处建退水收集池，

定期抽运。
是

2019年8

月30日前

完成

11 斋堂镇 斋堂水库 农业种植

斋堂水库二级保护区范围内61920平方

米农业种植。不新增种植面积。严格控

制化肥、农药使用量。

是 已完成

12 斋堂镇 斋堂水库 农业种植

斋堂水库二级保护区范围内42400平方

米农业种植。不新增种植面积。严格控

制化肥、农药使用量。

是 已完成

13 斋堂镇 斋堂水库 上高铺村违建400平方米 拆除 否
6月底前

完成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排查情况统计表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排查情况统计表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排查情况统计表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排查情况统计表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所在地所在地所在地所在地

水源地名水源地名水源地名水源地名

称称称称

保护区类型保护区类型保护区类型保护区类型

（（（（一级一级一级一级////二级二级二级二级））））
问题类型问题类型问题类型问题类型 问题具体情况问题具体情况问题具体情况问题具体情况 具体整治措施具体整治措施具体整治措施具体整治措施 计划完成整治时间计划完成整治时间计划完成整治时间计划完成整治时间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 清水镇 斋堂水库 二级 旅游设施 旅游设施

斋堂水库水源地二级区范围，

水源地上游河道内存在旅游项

目，占用河道，阻断河流整体

性，目前没有营业，存在恢复

可能。拆除与保护水体无关的

设施。

2019年8月30日前完

成

2 清水镇 斋堂水库 二级 农业种植
农业种植1654平

方米

严禁使用农药、化肥，农耕地

全部使用有机肥。
已完成

3 清水镇 斋堂水库 二级 生活源 大棚314平方米 拆除 已完成

4 清水镇 斋堂水库 二级 生活源 房屋 拆除 已完成

5 清水镇 斋堂水库 二级 生活源 房屋 拆除 已完成

6 清水镇 斋堂水库 二级 生活源 房屋 拆除 已完成

7 清水镇 斋堂水库 二级 生活源 房屋 拆除 已完成

8 清水镇 斋堂水库 二级 生活源 房屋 拆除 已完成

9 斋堂镇 斋堂水库 二级 农业种植 农业种植
严禁使用化肥农药、植物生长

调节剂
已完成

10 斋堂镇 斋堂水库 二级 生活源 面源污染
上高铺村污水站出水处建退水

收集池，定期抽运。

2019年8月30日前完

成

11 斋堂镇 斋堂水库 二级 农业种植 农业种植

斋堂水库二级保护区范围内

61920平方米农业种植。不新

增种植面积。严格控制化肥、

农药使用量。

已完成

12 斋堂镇 斋堂水库 二级 农业种植 农业种植

斋堂水库二级保护区范围内

42400平方米农业种植。不新

增种植面积。严格控制化肥、

农药使用量。

已完成

13 斋堂镇 斋堂水库 二级 生活源
上高铺村违建

400平方米
拆除 6月底前完成

2019年6月7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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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我单位：北京市门头沟区锅炉服务部，不慎将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遗失，特此声明。

北京市门头沟区锅炉服务部

军庄村利用拆违后空地开展绿化美化工程军庄村利用拆违后空地开展绿化美化工程

本表格由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为改善
村庄人居环境，军庄镇军庄村充分
利用拆违后的空地，开展绿化美化
工程，对109国道路边的裸露土地
进行植被覆盖。同时，该村正在修
建小型公园，让村里有更多的休闲
好去处，不断提升村民的幸福指数。

记者在军庄村一处拆违空地看
到，铲车和挖掘机等机械正在平整
地面，工人们正在进行景观施工，
109国道两侧的空地上也栽种了花
草树木。

军庄村党总支书记刘彦军说：
“准备修一条木栈道到永定河边儿

去，能够方便老百姓乘凉，后边的地
儿将修建停车场，解决老百姓停车
难的问题。”

军庄村西靠永定河，东临109
国道，以前违建较多，在我区提出创
建基本无违建区的口号后，军庄村
在强力开展拆违工作的同时不断完

善基础设施建设，还及时对裸露地
面栽种了草籽，做到“拆除一处，清
理一处，美化一处”，村庄的环境整
治效果已初步显现。

村民都说：“违建拆了以后，不
仅道路两边宽敞了，环境也好了，看
到这些花草，大家心情都特别好。”

永定镇坚持红色党建引领

全力推进基本无违建镇创建工作取得实效全力推进基本无违建镇创建工作取得实效
本报讯（通讯员 刘雪增）永定镇

按照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以
“创城”为主线，以红色永定党建为
引领，全力推进基本无违建镇创建
工作。根据区治违办下发的台账任
务，永定镇应拆除点位681处，截至
6月4日，全镇已处置图斑点位589
处，拆除率达到86.49%。在拆除过
程中，永定镇认真结合地区实际，积
极在实践中总结成熟的经验做法，
摸索开创了卓有成效的“五先五后”
拆违工作法，推动了拆违工作的平
稳有序进行。

先紧后松促拆违。针对前期工
作中的不足，勇于自我加压，对拆违
台账任务重新调整，形成倒逼机制，
5月底前计划拆除520个点位，约占
比76%，6月15日前计划拆除剩余
的161个点位，占比24%。5月13
日，永定镇召开了第三次红色永定
党建拆违擂台赛，督促相关重点村
加快拆违进度。截至目前，涉及拆

违任务的22个村居中，坝房子、小
园、东辛称等16个村居已完成台账
拆违任务。截至6月4日，全镇已处
置图斑点位 589 处，拆除率达到
86.49%，剩余92个图斑点位将于6月
15日前处置到位。

先难后易强拆违。坚持每日会
商制度，及时解决拆违中存在的重
点难点问题。在多轮入户、发放限
拆决定书、村居民代表会认定并经
公示无异议的基础上，5月18日凌
晨五时，组织1000余人分七个组对
北岭地区原已享受拆迁安置政策又
回原宅基地盖房子的100余户实施
强制执法拆除，当天拆除点位102
处，实现了当日图斑拆除“破百”，27
年来该地区一户多宅的历史遗留问
题得到解决。

先干部后群众真拆违。在拆违
时序上，对拆违台账、群众举报、来
信来访涉及机关干部、村居“两委”
干部的违法建设，真正做到先拆干

部后拆群众，树立公平、公正的舆论
导向，打消个别群众的侥幸和质疑
心理。5月11日和5月18日，镇主
要领导带队，组织全体班子成员坚
持创城“星期六习惯”，两次以“四不
两直”形式分别到石厂、卧龙岗、溢
香斋酿造厂以及北岭地区等拆违点
位进行督导检查，慰问一线干部群
众。

先研判后拆除保拆违。在拆除
施工过程中，与拆除公司签订安全
施工协议，针对北岭地区、曹各庄、
卧龙岗等存在拆除安全隐患、拆除
阻力大的点位，事先合理布控，并对
个别扬言以及有可能影响地区安全
稳定等因素进行逐一会商研判，做
好风险评估及应急预案后再予以拆
除，并及时向区政法
委、区信访办等相关
部门做好预警，全力
保障地区安全稳定。

先销账后提升

巧拆违。严格落实“四包四落实”工
作机制，在拆违力度不减的基础上，
始终坚持一手抓图斑点位以外违建
拆除工作，一手抓销账提升，做到场
平地净，并因地制宜地做好留白增
绿、增加便利设施等工作。东辛称
村拆违后在腾退土地上种植柳树、
白蜡等树木2000多棵。同时，拟在
拆违后建设的4个便利店已经与区
商务局沟通，正在稳步推进，预计6
月底完成备案并正式投入使用。

下一步，永定镇将继续发扬“讲
奉献、争第一”的门头沟精神，突出工
作重点，压实工作责任，抓拆除保稳
定，抓销账保进度，抓提升保质量，举
全镇之力实现基本无违建镇的工作
目标。

依托全市乡镇（街道）粗颗粒物监测网络系统，共
对约325个乡镇（街道）粗颗粒物进行监测排名，门头
沟区5月20日-26日镇街TSP浓度（微克/立方米）排
名情况（倒序）如下表：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排查情况统计表

2019年 5月份环境考评得分表

地区 街镇名称 得分 本月排名

门城地区

军庄镇 92.90 1

龙泉镇 92.83 2

城子街道 92.59 3

东辛房街道 92.40 4

大峪街道 91.53 5

永定镇 91.43 6

潭柘寺镇 91.31 7

其他地区

王平镇 91.81 1

清水镇 90.36 2

斋堂镇 90.11 3

大台街道 89.34 4

雁翅镇 89.24 5

妙峰山镇 84.24 6

2019年5月份环境考评得分表

5月20日-26日镇街TSP浓度
（微克/立方米）排名情况（倒序）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清理整治进展情况统计表

根据中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巡视工作安排，中共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党组第三巡视组自 2019年 6月 3日至 6
月 21日对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开展“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主题专项巡视。现将巡视组联络方式公布如
下：

投诉举报邮政信箱：北京市门头沟区滨河路21号市检
察院第三巡视组，邮编：102300

投诉举报电子信箱：mtgxsz@163.com
投诉举报电话：010-59908183
投诉举报电话接听时间为工作日 9:00-11:30,14:00-

18:00
根据巡视工作职责，中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党组第三

巡视组主要受理反映门头沟区检察院领导干部及干警违
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
活纪律以及违法问题线索的举报。

中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党组第三巡视组
2019年6月3日

巡视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公告

以上表格由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坚决打坚决打赢赢创建创建

基本无违法建设区攻坚战基本无违法建设区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闫吉）日前，
区财政局政府采购办走访北京
京佳信会计师事务所，宣传优
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发放了
《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100
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实施条例》和优化营商环境
宣传材料，并向企业解读了《政
府采购法》关于政府采购领域
扶持中小企业相关政策，倾听
会计师事务所的需求。

京佳信会计师事务所李文
啟有切身感受：自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开展以来，对企业提供
很大的便利，审批环节越来越
少，时间越来越短，政策下达非
常及时，有问题能够及时主动
上门服务，进行沟通，帮助我们
解决问题。

据了解，自我区推进落实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以来，区财
政局以“优化办事流程、强化服

务理念，提高服务效率”为目
标，深入贯彻“放管服”改革精
神，结合我区实际，在市场体系
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积极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工
作。

区财政局政府采购办张琪
告诉记者：今后一段时间，区财
政局将进一步落实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做好企业的“店小二”

“服务员”，为驻区企业服好务，
减少审批审核数量，推行合同
线上备案，变单位跑腿为数据
跑路，最大限度缩短办理时
限。同时，继续走访定点供应
商，扩大宣传，倾听各方意见，
提升政府采购服务水平。

做好政策宣传工作
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
门头沟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