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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第五批次交办信访案件核查处理情况

序号

035

036

037

038

039

040

041

042

043

044

街乡镇

妙峰山镇

城子街道

龙泉镇

城子街道

东辛房街道

大峪街道

大峪街道

永定镇

斋堂镇

潭柘寺镇

举报问题

妙峰山镇水峪嘴村西河滩挖沙采石形成的 10米深坑于 2010-2015年存在偷填
生活垃圾及建筑垃圾行为（现已覆土植树），该垃圾坑未做防渗处理且紧邻永定
河和三家店水库，存在污染地下水及饮用水行为。希望对该地区地下水及三家
店水库水源进行环保检测，治理水污染。

1.门头沟区主城区，如三家店西宁路，养犬和流浪犬粪便影响出行；
2.三家店西六环桥下（老供电局路）大量土地裸露，扬尘严重，雨天泥泞，影响居
民生活及出行。希望禁止养犬并将裸露土地硬化。

永定楼附近橡胶坝断水施工时间长达数月，导致河道无水，影响周围环境。希
望尽快恢复河道水体。

城子街道龙门新五区（即龙门西街，A6、A7、A8、A9地块）存在以下问题：1.周围
杂草丛生无人清理；2.A6地块 11号楼南侧堆积大量装修垃圾；3.小区周围缺少
生活设施（如生活超市等），生活不便。希望尽快整治周围环境，建设配套设施。

石门营A4地块西侧、S1线总站对面、石门营4、5区服务站楼下多个小饭店存在蜂
窝煤使用、未净化油烟排放、污水随意倾倒等行为。希望整治。

育园小区16号楼北侧5米餐馆楼顶存在多个烟囱排放油烟，造成油烟和噪音扰民。
希望尽快进行整治。

大峪南路18号楼（大峪南路一社区）南侧露天经营菜摊长期占道，私接电线。希望
尽快予以取缔。

永定镇石龙西路（永定镇政府北侧路）977路公交车总站向西直行300米处，存在
建设违建废品回收站行为。希望取缔回收站，恢复原有土地。

1.斋堂镇龙门口村一线天方向 3公里处，存在私挖盗采山石行为，破坏生态环
境，并贩卖砂石，谋取私利；
2.斋堂镇龙门口村西沟至西大台村，存在私挖盗采山石行为，破坏生态环境，造
成山体裸露。希望依法查处。

1.潭柘寺镇阳坡元村老虎山于2005年至2007年曾被挖出宽4米、长近百米的土
路进行开矿运输“叶腊石”“紫石”，毁坏大量树木；2.2008年，阳坡元村山神庙至
大梅树坑曾修筑一公里长的公路，毁坏大量树木，造成黄沙遍天，水土流失；希
望恢复生态环境。

办理情况

经妙峰山镇、区水务局、区环保局、区城管执法局核查，信访举报点位为承包人挖鱼池产生深坑，后由个人进行修复。对现场深挖勘查，挖至河
床砂砾层，挖出的土方确定为开槽土，开槽土中夹杂少量建筑砖石、瓷砖片、地膜碎片等。市民举报偷埋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水质污染的问题
均不属实。查阅北京市环境保护网站水环境质量栏目内本市河流水质状况历史资料(http://www.bjepb.gov.cn)，从2015年1月至今永定河山峡
段水质为Ⅱ类水体，地表水未出现水质恶化情况，水质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要求。

经城子办事处、市政市容委核查，部分举报区域存在宠物粪便未及时清理现象，现已清理完毕。老供电局路已于7月底完成热力管线改造施工，
并对道路进行了修复，由于长时间车辆碾压，道路出现部分坑洼，但现场未发现土地裸露现象。我区已责成社区加强巡查清理，责成施工单位
于12月15日前对道路对地面坑洼处进行修复。

经龙泉镇、区水务局核查，永定楼附近橡胶坝是黑水河橡胶坝,管护单位为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近期工程运行维护中发现东侧橡胶坝存在漏水
现象,影响运行安全和河道游人安全。为消除该隐患，2017年汛期后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开始实施橡胶坝检修工程。该工程2017年9月7日开
工，预计2017年11月底完工，工程完工后立即补水，恢复河道水体。

经城子办事处、区商务委、区棚改中心核查，举报情况属实，预计于11月20日前将杂草和装修垃圾清理完毕。配套商业地块均在建设中，尚未
交付使用，我区将督促建设单位加快周边配套设施用房建设，尽快交付并投入使用，在小区底商投入使用前，拟在小区内设置临时性便民网点，
方便居民生活。

经东辛房办事处、区环保局、区工商分局、区食药监局核查，石门营4区、5区服务站楼下共有两个小饭馆，分别为“锦州烧烤”和“有面儿面馆”，均未发现使用
蜂窝煤现象，均已安装油烟净化器，未发现油烟直排问题；对“锦州烧烤”负责人将涮墩布污水倒入门前树坑内的行为处以五十元罚款，并责令其将污水处理
干净。经营户表示即日起进行停业整改，直至全部合格再行营业。

经龙泉镇、区环保局、区工商分局、区食药监局等单位核查，育园小区16号楼北侧共有油烟直排单位（有烟囱）4家，均为无证无照经营，分别为
“兄弟烧烤”“老二烧烤”“兄弟情川湘小馆”“老潼关程记羊汤馆”。其中“老二烧烤”“兄弟情川湘小馆”“老潼关程记羊汤馆”曾取得我区发放的
限时管理备案表，现已过期。“老潼关程记羊汤馆”仍在经营，涉嫌油烟直排，其他三家饭馆均已关停，我区要求“老潼关程记羊汤馆”立即停业整
顿，现已关停。

经大峪办事处、区城管执法局核查，举报菜摊为大峪南路一社区设立的便民菜站，存在店外经营问题，私接电线架空问题，区城管执法局于11月
8日对店外经营物品进行先行登记保存并责令整改，并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对未经批准设置架空线行为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目
前，该处架空电线已清除完毕。

经永定镇核实，现场存在六个铁皮集装箱和废品堆放情况，现场约谈该废品回收大院负责人，责令其于2017年11月7日清理现场物品及废品并
立即停止收废品行为。2017年11月8日，废品回收大院内的六个铁皮集装箱已拆除并恢复土地平整。

经斋堂镇核实，斋堂镇龙门口村一线天方向3公里处为90年代山石堆积地，由于2017年6月18日发生山洪对该地区造成冲击破坏，将山体两侧
及上游山石冲到该处，造成该路段“沿刘路”堵塞及安全隐患。为了抢救人员及修整道路，镇政府、村委会组织抢险队用推土机、挖掘机将石料
推到两侧开辟救援道路；龙门口村西沟至西大台村之间有两处山洪造成的山石塌方，其中西沟东大道口一处因“6.18”山洪事件造成山体土层剥
落约10方，为防止进一步塌方龙门口村委会用挖掘机将松动土石层剥离，剥离后的土石方用于填平该处及堆放在道路旁，另一处西沟东大道口
西200米处，山体崩塌高度约30米，体积约80方，造成该路段堵塞及安全隐患，龙门口村委会用挖掘机、铲车等工具将山石全部规整堆放在河道
内。未发现盗采行为，未发现盗采迹象及盗采工具、人员。

经潭柘寺镇、区园林绿化局、区国土分局核查，举报点位曾为北京老虎山伊粒石矿作业范围，举报道路为厂区作业范围内道路，于作业期间修
建。2007年底，该矿区按照门头沟区政府要求予以关停。区国土分局于2008年1月1日起，对北京老虎山伊粒石矿采矿证不再予以延续，同时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依法对该采矿证予以注销。相关单位日常巡查中均未发现私挖盗采问题。目前，该区域周边植物生长情况正常，不存在黄
沙遍天，水土流失问题。我区将继续加强巡查监管力度，防止一切生态破坏违法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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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第六批次交办信访案件核查处理情况

序号

045

046

047

048

049

050

051

街乡镇

大峪街道
办事处

大台街道
办事处

龙泉镇

大峪街道
办事处

龙泉镇

大峪街道
办事处

永定镇

举报问题

门头沟区法院南门东侧胡同口路边无照煎饼摊，使用蜂窝煤炉子，
污染空气，希望整治。

大台办事处清水涧垃圾楼旁，优质煤供应点，西侧山沟存在分选煤
矸石现象。售煤点遇检查会停止销售，质疑销售不合规，希望查处。

龙泉镇梨园小区聚集外来人员的平房区，环境脏乱差，20多个餐
馆，油烟味严重，希望治理油烟扰民情况，关闭餐馆，治理小区环境

新桥东街后面的平房，煤改电工程申请一直未进行,希望尽快进行
煤改电。

龙泉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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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向铁路及地方政府反
映，但均未得到解决。曾向中央督查反映过，曾有好转但督察组离
开后问题反复。希望相关部门能予以处理。

惠民家园二期 25-27 楼之间，临时垃圾处理站，主要进行废品回
收，作业时噪音扰民，周边环境脏乱差。多次反映未解决，希望尽
快关停。

1、永定镇西长安壹号南侧经常夜晚施工，噪音扰民，希望相关部门
严格管理，禁止夜晚施工扰民。
2、永定镇西长安壹号西侧石担路大量建筑垃圾堆放，长期无人清
理，希望尽快清理整治。

办理情况

经大峪办事处、区城管执法局、区环保局核查，举报点位确有无照煎饼摊一处，区城管局大峪执法队已于2017年11月8日7时30分对该行为予以罚款两百元的
行政处罚。接件后，11月8日17时，大峪办事处协调区城管局、区环保局工作人员再次现场检查，未发现市民所反映的煎饼摊。

经大台办事处、区农委、区经信委核查，举报供应点为大台办事处惠民清洁型煤销售网点，近几年，该销售点均正常运营，没有违规销售现象。西侧山沟为个人煤矸
石存放点，煤矸石分选设备已于2016年11月清除完毕，2017年11月，大台办事处将此储存点列入“散乱污”，现阶段完成清理整治工作“两断、两清”，11月16日，大
台办事处向该煤矸石储存点下发了限期整改通知书，责令其在11月18日前彻底清除完毕，恢复原貌。大台办事处现已没收此储存点的煤矸石，将剩余煤矸石运回
木城涧矿的煤矸石山处，由木城涧煤矿统一处理，目前剩余3000吨煤矸石已清走约四分之三，其余煤矸石预计于11月22日清理完毕。我区责成大台街道办事处、
区农委、区经信委加强对优质燃煤供应的保障工作，责成相关单位加大“散乱污”企业的清理整治工作，确保达到“两断、三清”，并进一步加强督办和检查，防止“散
乱污”企业死灰复燃。

经龙泉镇、区城管执法局、区工商分局、区环保局、区食药监局核查，梨园小区共有餐馆21家，其中有12家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4家锁门无法联系，5家无食
品经营许可证。区城管执法局共发现违反环境秩序类问题3起，已立案并罚款共玖佰元整；区食药监局对无食品经营许可证的5家餐饮单位下发了行政告诫
书，对负责人进行了约谈，要求在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之前不得从事食品经营；区环保局对12家有证有照餐饮店，有无安装并使用油烟净化设备落实情况进行
了检查，其中有11家餐饮店全部安装并使用油烟净化设备，另1家北京张俊梅烧饼店为主食加工店，因不涉及油烟排放故不需安装净化设备。

经大峪办事处、京煤集团、区农委、区环保局核查。大峪街道新桥东街后面的平房不在《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重点任务分解2017年工作措
施》（京政办发【2017】1号）各区重点任务分解表内。该社区的产权单位是北京京煤集团和中国工商银行门头沟支行，该社区住户属于非高压自管户，目前全市
尚无对远郊区县非高压自管户的煤改清洁能源相关补贴政策。2017年11月8日，区政府通过了《门头沟区高压自管户“煤改电”实施方案》，高压自管户所属其
他单位住户纳入了改造范围。地方政府将进一步加强与房屋产权单位的沟通，尽快推进“煤改电”工程的实施。

经龙泉镇核实，三家店铁路小区4号楼西侧一公里范围为丰沙铁路，属北京铁路局北京西工务段管理责任区，确实存在周边铁路职工及居民乱扔垃圾等不文明
现象。2016年12月29日，我区在中央环保督察环境保护督察交办单（第22号）的办理报告中指出，将安排专人对铁路沿线定期进行巡视保洁。但因龙泉镇近
期保洁员退休辞职人员较多，岗位空缺又无法及时补齐，导致该区域的保洁员力量不足。针对此次环境卫生反复情况，龙泉镇第一时间安排力量对此处进行
清理整治。同时，函告北京西工务段加强沿线环境秩序及卫生工作的日常管理力度，并与北京西工务段达成共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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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大峪办事处、京煤集团核查，京煤集团绿海物业管理分公司在惠民家园二区25-27楼之间，设置一个垃圾临时存放点，便于统一清运堆放在单元门口的废旧
家具和建筑垃圾，物业正在清运堆放的垃圾，已于11月17日前清理完毕，并取消垃圾临时存放点。

经永定镇、区住建委、区城管执法局核查，永定镇西长安壹号南侧的工地为086、087、088地块，其中086地块已经处于停工状态。经核实087、088地块近期最后
一次浇筑混凝土完成时间为2017年10月28日18点40分，现场未发现施工现象，未进行夜间施工。西长安壹号西侧石担路未发现暴露和堆放的建筑垃圾。我
区将开展施工现场环境治理专项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是否属实

部分属实

不属实

部分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本报讯（记者 王腾）记者从相
关部门获悉，为了改善空气质量，
保护好绿水青山，我区山区村民转
变观念，打破千年烧煤传统，进一
步调整农村用能结构，探索多种形
式的煤改清洁能源试点工作。

这一改变是否能让村民温暖
过冬？带着疑问，记者来到妙峰山
镇，走进村民家中，实地了解煤改
电后的效果。

记者了解到，妙峰山镇认真按
照市、区减煤换煤领导小组办公室
相关工作要求，采取了多项措施，
于2015年、2016年两年，完成全镇
17个村煤改清洁能源改造工作。
此举，改变了我区浅山区村民上千
年用煤炭过冬的历史。

“屋子里可暖和了，一点都不
冷。”记者刚一走进陈家庄村村民

唐大姐的家中，就感受到了扑面而
来的暖意。窗台上花盆里鲜花盛
开，水缸里的乌龟也伸着脑袋假
寐。唐大姐笑着说：“我家里安的
是空气源热泵，可暖和了，用电政
府还有补贴，就算白天全开着也多
花不了什么钱，跟往年买煤差不多
持平，‘煤改电’后屋里更干净了，
再也不用买煤掏炉灰了。”

陈家庄村党支部书记陈小年
说：“我们村共有530户人家，以前
一到冬天进村就闻到一股煤烟儿
味，那是因为村民怕多花钱买的劣
质煤的缘故。从去年开始进行‘煤
改电’工作，今年达到全村覆盖。
这一举措改变了农村的传统生活
方式，不仅减轻了村民的劳动负
担、经济负担，同时也为我区的垃
圾减量，恢复蓝天做出了贡献。”

记者到达妙峰山镇丁家滩村
时已经接近正午时分，据了解，往
年这个时候村子里已经炊烟袅袅，
家里有老人的已经烧起了热炕。

“今年家里安了电暖气可省大事
了，我们也不用掏弄炉灰，也不用
担心煤气中毒了，家里村子里也看
着干净不少。”75岁的杨奶奶指着
窗跟前的电暖气说：“我家里安的
是储能式电暖气，当时也不知道安
什么好，还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
我说我家里面积小，适合安储能式
的，不仅省钱而且白天在家屋里还
能老有热乎气儿。”杨奶奶和老伴
儿两口从11月1号用上电暖气，一
直要用到来年的3月底，细心的杨
奶奶算了一笔账，这5个月用电一
共要花费 500 元，往年买煤要花
600元，里外还能省出100多元钱。

据了解，妙峰山镇借助“煤改
电”契机，经过2015、2016两年改
造，目前已有4758户村民实施了煤
改电工程，涉及‘煤改电’新安电表
1194块。妙峰山镇镇长姜春山介
绍说：“全镇“煤改电”设备总体运行
情况平稳，基本实现常住户全覆盖，
群众普遍反映，与传统取暖方式相
比，清洁能源取暖方式简便、清洁、
实惠、省力，村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冬
季取暖惯性思维正在逐步扭转。”

姜春山表示：“下一步，妙峰山镇
将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推进农村电
网改造，改变山区农民冬季用煤取暖
的历史，努力减少今冬污染物的排
放，对推进首都节能减排和大气环境
治理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将协助
区相关部门，做好设备后期运行工
作，协助区农委做好用电补贴工作。”

山区村民煤改电无烟过冬
改善空气质量 保护绿水青山 区青联第四届委员会

召开第一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李冰）11月16

日，区青年联合会第四届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团市委副
书记、市青联副主席王洪涛，区委
常委、组织部长陆晓光出席开幕
式。

开幕式上，与会人员听取区
青联工作报告。

就进一步推动青联工作，陆晓
光强调，要坚持学懂弄通，深刻领
会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意义。
要提高政治站位，用党的十九大精
神来武装自己，准确把握新时代
青联的发展方向。要加强自身建
设，严格落实新时代、新使命、新

要求，紧紧围绕地区发展和青年
成长需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
和改进自身建设，不断激发青联
组织创新创造活力。

会议选举产生了我区青联新
一届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会委
员。审议通过了《门头沟区青联
委员精准助力低收入帮扶工作实
施办法（试行）》。该办法旨在落
实我区低收入帮扶“六个一”帮扶
措施，带领区青联委员自觉投身
解决低收入户增收和低收入村发
展的历史使命中，为决胜低收入
攻坚战、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现
代化生态新区出真招、做实事。

优化公交线路 方便市民出行
本报讯（记者 王腾）11月15

日起，公交集团将新开、调整多条
线路，方便我区城子大街、中门
寺、龙山街等地的居民出行。

记者了解到，新开快速直达
150专线，方便门城地区与海淀
山后地区衔接并接驳地铁16号
线，沿途共设城子大街南口、城
子、三家店西口、龙泉宾馆、军庄、
灰峪、杨坨、灰口、北安河、北安河
西口、北清路西口、地铁北安河站
12站，全程票价10元，刷市政交
通一卡通可优惠乘车，票价 7
元。运行时间：工作日早6:30、
7:00，晚18:30、19:00，周六日、

节假日停驶。
同时，调整快速直达专线89，

线路由原中门寺生态园至北京西站
调整为中门寺生态园至地铁苹果园
站，方便沿线居民接驳地铁1号线。

调整快速直达专线142，线
路由原河滩至老山调整为龙山街
至地铁苹果园站，方便龙山小区
居民接驳地铁1号线。

区交通局工作人员说：“目前，
我区已开通十一条快速专线。在
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关注百
姓的出行需求积极协调市属驻区
公交企业，优化我区公交出行环
境，更好的服务社会，服务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