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在石门营新区建设医疗服务中心的建议
丌
丌丌
丌

丌
丌丌
丌

关于在清水镇新建供水厂的建议

2020 门头沟区两会 特别报道
20202020年年11月月88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李继颖李继颖 ■ 美编美编//潘洁潘洁 2

关于解决三家店地区
煤改电问题的建议

北京市门头沟区
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
（2020年1月6日北京市门头沟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4人）

（按姓名笔划排列）
王培兰（女） 朱 凯 陈世杰 夏名君

北京市门头沟区
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020年1月6日北京市门头沟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定）

（9人）

张力兵 陈国才 彭利锋 王建华
许 彪 何 渊 李 伟 陈 波 张 焱（女）

走进群众 了解民情 做人民群众的代言人

城子代表团王运学代表说，城子街道

向阳社区（二斜井地区）现居住居民 500

多户，因拆迁导致居民原有道路封堵，现

在政府修了一条临时道路供居民出行。

由于临时路坡度很大，冬天下雪时，汽车

上不来居民出行难，极易造成交通事故和

居民意外伤害，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城子

街道向阳、广场、矿桥、东七社区有居民

1370多户，临时路安装的太阳能路灯晚上

照明有时亮、有时不亮，并且有些已经损

坏，居民出行不方便。

王运学代表建议：希望政府加快正式道

路的建设，解决居民出行难问题，并加强对

太阳能路灯的修护。

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给王运学代表的回

复中表示，目前，城子街道向阳社区因拆迁

导致居民原有道路不能通行，新建道路未完

工，涉及项目是区政府重点工程，棚改三期

市政配套工程。棚改三期工程共12条道

路，您反映的是其中的规划十路和二斜井

路。由于规划十路、二斜井路前期因施工范

围内涉及拆改移项目较多，且均为周边居民

正在使用，拆改较为困难。经我委与相关产

权单位多次协调，调整、优化部分规划设计，

现场拆改问题已得到解决，目前正在加紧施

工，预计2020年年底完工。

针对城子街道向阳、广场、矿桥、东七社

区临时路安装的太阳能路灯，出现损坏、时

亮时不亮问题，经核实，该路灯为区棚改中

心为居民出行临时照明使用，已要求棚改中

心及时修复，后期新建道路投入使用后将取

消临时道路及照明设施。

屈媛/文

“作为我区城市范围内仅有的平房区域，居民冬季全部使用清洁型燃煤取

暖，为了减少大气污染，防止煤气中毒事故发生，居民迫切要求改变取暖方式，建

议平房取暖由煤改电。”城子代表团于京娜代表说。

城子代表团于京娜代表提出，《关于解决三家店地区煤改电问题的建议》，

城子街道三家店地区位于永定河东北侧，呈不规则的长三角形，西侧边界为三

角形的尖角，东侧到五里坨安置房沿线，北侧紧邻石门路，南侧为永定河引水

渠。涉及龙泉镇及城子街道。其中，城子街道三个社区，即新老宿舍社区、华

新建社区、西宁路社区，总占地面积约1.04平方公里。现有楼房44栋2294

户，平房1766户。

这一地区已纳入我区棚户区改造范围内，但由于产权性质复杂、居民居住稠

密，近期启动改造有一定难度。为了保障在棚户区改造前，能有效改善居民生活

条件，提高生活品质，建议解决“煤改电”问题。

城子街道办事处在回复中说，目前，制约平房地区“煤改电”改造进程的主要

原因是平房地区电力基础设施薄弱，受电网容量影响，平房“煤改电”需求量较

大，改造的较少。“煤改电”工程能否实施，是由电网容量等相关技术问题作为先

决条件，故受电力基础设施情况影响较大。山区变电站严重不足，使得“煤改电”

工程难度加大。

龙泉镇三家店地区“煤改电”工程推进存在一些问题：现有供电能严重不

足，暂不具备条件。目前，三家店地区规划变电站建设已列入新城规划，站址

未确定。

下一步将按照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严格落实我区平房地区冬季清洁取暖

工作相关要求，全面部署“煤改清洁能源”工作。大力推进“煤改清洁能源”工作

进程，加快平房地区电力基础设施建设，为“煤改清洁能源”前期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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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丽彬代表提出《关于在石门营新区建

设医疗服务中心的建议》中说，随着石门营

新区入住率的逐步提升，新区人口越来越

多，其中老年人、幼儿比例较大，但新区入驻

的原永定卫生院医疗规模较小，现有医疗资

源不足以解决新区居民看病难的问题，建议

按照规划加快滞留户的处置，尽快开工建设

医疗卫生服务中心。

区卫建委在回复中说，近年来，随着我

区社会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和经济增速发

展，我区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公共服务设施

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百姓的幸福指数大大

提升。但是，也有少数区域因为各种因素造

成相应社会保障能力有所滞后。

目前，石门营新区医疗保障配置只有

永定卫生院一处，现有建筑面积1500平方

米，其中三层560平方米目前处于待装修

改造状态，实际应用面积940平方米，面对

新区就医人员存在很大的压力和局限性。

造成此种情况的主因是原新区规划有3711

平方米一处，位于石门营A3-3＃楼，项目

前期因存在未拆迁问题致使工程无法近

期实施，到目前为止尚未解决。区卫健

委只能将该范围内的卫生服务站整合成

一处面积相对大些的医疗机构进行保

障，即现有的永定卫生院。针对目前石

门营新区已建设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现

状，为积极营造方便患者为优先的和谐

服务氛围，深入开展医院自身安全精神

文明建设，共同营造良好就医环境，区卫

健委会积极向区委说明情况，加快石门

营新区原规划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设进

展，争取早日投入建设。

下一步，永定镇将积极协助推进社区卫

生中心建设工作，加快推进滞留户的清退工

作。整合社会资源，出组合拳，依法依规推

进清退工作，劝解其按照政策拆迁腾退，支

持地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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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代表团梁巨祥代表表示，为进一步

满足我镇村民用水需求，保证给各村提供合

格的自来水，缓解部分村用水困难现状，解

决百姓安全用水问题，建议在镇域内修建供

水厂。

据了解，清水镇地处北京最西部，镇域

内共32个行政村，全镇户籍人口11289人，

常住人口6776人。由于清水镇地处山区，

镇域内各村饮水依靠81眼机井，通过抽水

泵将地下水直接抽出再经过管线分配到各

户。由于地下水没有进行加工处理，因此水

中重金属、杂质含量相对较大，微生物、大肠

杆菌等细菌含量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导致

居民饮水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同时各村大

量取水用电成本增大，输水管道老化严重，

造成多村不能全天供水，广大农户对于用水

难问题反应强烈。

粱巨祥代表就新建供水厂问题提出两

个建议，方案一:在下清水村修建一座供水

厂，引斋堂水库的水作为水源或利用原旧机

井修缮后联网取水，通过二次加工，达到自

来水标准后，通过管道24小时为各家各户

提供饮用水。方案二:由于主供水厂向齐家

庄方向供水，所需管线较长，工程施工难度

较大，因此考虑修建自来水厂主厂和分厂。

主厂位置建议在下清水村，分厂位置建

议在齐家庄村，将齐家庄村以下各村的机井

水源汇聚至下清水水厂进行加工处理，处理

完成后通过管道向镇中心区、镇政府、医院、

学校以及附近各村提供自来水。分厂引用

洪水口村泉水，经分厂加工处理后，为齐家

庄村、双塘涧村、洪水口村、小龙门村提供自

来水。其中，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供水

厂建筑及设备安装、调节水池建设容量为

3500吨（按三天需水量考虑）、从水源到水

厂的输水管线敷设、机井提升改造，水厂到

各村的供水管线、泵房、蓄水池等内容。同

时，对村内老旧管线、阀门井进行改造，增加

水表、净水设备安装等内容。

他建议，前期工作需要对供水范围的

17个村庄水资源和斋堂水库水量情况进行

调研和论证，编制水资源论证报告，落实水

源问题。同时，进行地质勘查、地形测绘。

根据水资源报告制定初步供水方案，报市水

务局进行审批。同时，与环保、水务、规划国

土等部门进行对接，在建设手续方面论证项

目的可行性。待供水方案确定后，报市发改

委申请立项和资金支持。

鉴于供水厂前期筹备过程及运营成本

所需资金较大，且运营管理要求高，特申请

区政府予以支持，并将其列入区财政预算。

清水镇政府在给梁巨祥等10名代表的

回复中说，清水镇新建集中供水厂项目根据

清水沟域分布特点、村庄饮水实际状况，计

划分为齐家庄、下清水两个供水站分别供

水，解决双塘涧、上清水、下清水等17个村

饮水困难问题。

清水镇高度重视农村饮水问题，前期该

镇已同水资源调查公司进行了工作对接，开

展水资源调查工作。待调查结束后，依据水

资源论证结果确定供水方案，再进一步做好

项目的可研报告和方案设计等立项手续。

另外，该项目还需要征求区生态环境局、区

水务局、区财政局等相关部门意见，待前期

手续齐备后报市发改委申请立项和资金支

持。该镇将加大工作力度，积极协调区职能

部门，加快完成项目的立项审批程序，争取

早日解决农村饮水困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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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生芝代表在《关于对物业公司在监管督办上要加大力度强化物业公司责
任的建议》中说，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是我区重点任务之一，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全区形成上下联动，部门联合，全员参与的良好“创城”态势，我们基层工作者做
到了落实到位，但是在具体工作中，一些物业公司存在责任落实不到位的情况，
对各项工作安排部署的职责不明确，造成工作中出现相互配合难的现象。为
此，她建议在职责明确方面、在机制体制方面成立有效的管理机构，在监管督办
上加大力度，明确时间和整改要求，强化物业公司责任。

区住建委在回复中表示，《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
物业管理，是指业主自行或者通过他人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及
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
活动。”物业服务企业是依据业主委托，按照物业服务合同提供物业服务的企
业，应提供质价相符的服务。我区于2017年底出台了《门头沟区住宅区物业管
理办法（试行）》文件，其中明确规定了物业服务企业的责任和义务。区住建委
要求各物业企业完成党建引物业项目负责人领镇街及社区“双报到”工作，各物
业项目负责人服从社区党组织领导，积极有序开展工作。每周进行一次物业投
诉专项督办，对群众反映问题较为集中、解决问题较为缓慢的物业服务企业进
行集中约谈，进一步规范物业管理市场秩序，减少物业管理问题，降低物业管理
投诉数量。

据悉，该委已于2019年6月至8月对住宅物业服务项目进行了全覆盖式检查。
屈媛/文

丁莹代表说，“创城”以来，我区发生着

日新月异的变化，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例

如，市民的精神文明建设仍是薄弱环节，公

共基础设施数量还满足不了群众需求，环境

治理有待进一步加强。丁莹建议，要加强宣

传，文明引领，适当拍摄群众身边正面宣传

题材，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利用微博、微

信等媒体优势，积极发动网民参与到“创城”

工作中。首先，要加强利用手机直接宣传个

人，以及对反面形象的曝光，来进行引导教

育。其次，要突出整治，完善设施，建议增加

公共施设数量。例如，小区停车位普遍满足

不了住户需求，建设增加道路两侧的停车

位，或增设停车场，小区周边道路在条件允

许下进行分时段路侧停车。

区创城办在回复中表示，现阶段，区创

城办一是发挥“多媒体”优势，调动全员参

与的积极性。利用“多媒体”资源优势，积

极调动全区各界组织、个人广泛参与到创

建工作中来。特别是利用我区“文明门头

沟”“京西门头沟”、政务微信微博、门头沟

区政务网、首都文明网等多媒体宣传平台，

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拍摄《我们

是“门头沟热心人”》《绿色生活》《文明交

通》等10部主题宣传片；编辑《市民文明手

册》，围绕文明城市我热爱、文明创建我知

晓、文明行为我带头、文明规范我遵守、文

明形象我来评五大板块对市民群众应该遵

守的文明行为进行普及宣传；“创城”以来，

创编《“创城”快报》，结合“创城”工作对全

区精神文明建设广泛宣传。

二是设置“热心人”板块，弘扬崇德向

善的真情怀。广泛动员全区各部门、各单

位、各镇街积极开展特色创建活动，成立各

具特色的“门头沟热心人”志愿服务队伍，

结合群众需求，积极开展“热心人”志愿服

务活动。特别是在《“创城”快报》中，设置

了“门头沟热心人”风采板块，在全区征集

“热心人”事迹，对事迹突出的“热心人”进

行正面宣传，倡导好人好报的价值导向。

近期，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日，在全区

范围内开展“垃圾随手捡，文明天天见”等

“热心人”主题活动，积极发动全区干部群

众参与到创建活动当中，进一步扩大“创

城”社会参与面和影响力。

三是加大“停车难”整治，推动难点问

题纵深发展。为提升我区“创城”工作再上

新水平，除了坚持狠抓频发反弹问题之外，

重点聚焦我区难点问题，通过强有力的措

施切实将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创建标准不

符的“硬骨头”解决掉。近期，针对我区停

车难问题，我们制定了《门头沟区停车问题

专项治理方案》。同时，由区城市管理委与

区交通支队负责组建全区停车协管员队

伍，目前，我区停车协管员队伍工作正在推

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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