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达岭山庄垃圾问题本周完成整改
本报讯（记者 董明昊

通讯员 张桂月）2017 年 12
月30日，我区对市第三环保
督察组反馈的八达岭镇域
内八达岭山庄物业管理方
未按规定清运消纳垃圾，并
私自对垃圾进行处理的问
题立查立改，预计将于 1月
14日前完成整改。

2017年12月28日，八达
岭镇政府收到市第三环保督
察组的信访举报案件交办
单，称镇域内的八达岭山庄
物业管理方存在未按规定清
运消纳垃圾，并私自对垃圾
进行处理的行为，导致山庄
及周边环境遭到破坏。收到
交办单后，相关部门及八达
岭镇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对
案件展开调查。经核查，该
举报案件反映问题基本属
实。八达岭镇政府及环保部

门工作人员在调查过程中发
现，山庄物业管理方为节省
资金，未按规定清运消纳垃
圾，并私自在山庄墙外、住宅
区二期和三期建筑工地北侧
排洪沟、园区道路两侧等地
大量倾倒生活、建筑垃圾，并
将大量园林废弃物填埋至山
庄滑雪场顶端，给周边环境
造成严重污染。八达岭镇城
管执法队当场对山庄物业管
理方私自处理、倾倒垃圾的
行为进行了处罚。

2017 年 12 月 30 日，八
达岭镇政府组织人员和车
辆，开始对山庄内的垃圾进
行清运，并将分拣后的垃圾
密闭运送至指定填埋场和
渣土点进行填埋处理。截
至目前，八达岭山庄墙外、
排洪沟、园区道路两侧等地
的垃圾已基本清理完毕，滑
雪场顶部的填埋物正在清
理，预计将于 1月 14日前全
部清理完毕。

此外，针对山庄内滑
雪场顶部的填埋物，我区
环保部门将对其进行检
测，并对土壤污染情况进
行检测评估。若检测表明
填埋物对土壤造成了污
染，相关部门将依据有关
法律法规对当事人进行严
肃惩处。八达岭镇也将在
妥善处理该问题的基础
上，研究形成环境卫生管
理长效机制，杜绝类似问
题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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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距2019年4月29日
北京世园会开幕还有47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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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赵飞
哈希博 通讯员 魏聪颖）昨天
上午，我区首个共有产权住房
天润·和丽嘉苑项目正式公开
摇号。此次摇号房源共 620
套，8710户通过资格审核的申
购家庭参与摇号，确定选房顺
序号。

天润·和丽嘉苑共有产权
住房项目是我区首个共有产
权房项目，自启动以来就受到
广大市民的热切关注。2017
年11月，区住建委启动网上申
购和审核工作，最终确认申购
家庭22628户，通过购房资格
审核的家庭共计8710户。该
项目房源共计620套，其中，一
居 138套，约 53㎡至 74㎡；二
居 450套，约 79㎡至 90㎡；三
居32套，约89㎡，含全装修费
用销售均价 14000元/㎡。该
项目中 70%的房源，共计 434
套，面向京籍家庭摇号；30%的
房源，共计186套，面向“新北
京人”家庭摇号。

为了保证摇号过程的公
平、公正、公开，组织方聘请
了北京方圆公证处和摇号公
司进行公证和摇号，受邀的
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风
政风监督员和50名申购家庭

代表也共同参与现场
监 督 ，摇 号 全 程 录
像。经过近一个小时
的紧张工作，摇号顺
利结束。下一步，区
住建委将发布选房公
告，组织选房活动。

据区住建委住房
保障科科长张颖介绍，
此次共有18户“新北京
人”家庭通过初步审
核，符合购房条件，并
参与了昨天的配售摇
号，在选房时可优先选
择相应房源。剩余的
168套房源将依次递补
到京籍家庭组别中，选
房家庭可凭申购人姓
名或申购编码自行上
网查询。

今后，区住建委
将加快建立多主体供
给、多渠道保障、租购
并举的住房制度，切
实加大各类保障性住
房的供应力度，满足
群众住有所居的需
求，真正把保障性住
房这一民生工程落到
实处，不断改善广大
群众的居住条件。

本报讯（记者 夏超）1月9
日，在对世园会重点工程和服
务保障工作进行现场督导后
的第二天，区委书记李志军带
队来到区世园办检查指导工
作。区领导李军会、吴世江、
刘明利一同检查。

李志军一行首先来到位
于世园办西侧的园艺产业集
聚区（HBD）办公总部，这里
是世园会园艺产业发展的重
要平台，未来将为延庆实现跨

越发展提供强大的产业支
撑。区领导实地察看了沙盘
演示及办公区配套设施，并走
进部分驻区企业，了解企业发
展情况。随后，李志军一行来
到世园办机关，察看机关文化
建设，并听取世园办关于
2017年工作和 2018年计划的
汇报。

李志军充分肯定了世园
办2017年各项工作和2018年
工作计划。他指出，当前，距

离世园会开幕只有不到一年
半的时间，世园办全体干部职
工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
发有为、奋力推进，以决战决
胜的精神推进各项工作，确保
世园会筹办任务顺利完成。

针对进一步推动世园会
筹办工作，李志军强调，要聚
焦全局工作和时间要求，加快
推进重大工程建设和服务保
障工作，确保筹办任务顺利完
成。要充分展示世园会筹办

过程中办大事、促发展、惠民
生的生动实践，凝心聚力，不
断激发全民聚焦世园、支持世
园、参与世园的热情。要主动
作为，把准工作方向，抓紧谋划
场馆可持续利用，构建市民体
验园艺生活和园艺企业集聚发
展的良好局面，打造永不落幕
的世园会。要把推动HBD建
设作为筹办工作的重中之重，
借助世园会重大机遇，大力引
入知名企业和科研力量，做好

入驻企业的服务保障工作，不
断丰富HBD内涵。要紧抓会
时国内外企业来延参展的重大
机遇，发挥竞争优势、招商优
势，推动全区园艺产业发展壮
大，为延庆跨越发展增添新动
能。要明确思路，主动策划，
加强宣传，不断拉近世园会与
延庆的密切关系，提升延庆影
响力，讲好延庆人的世园故
事，引导更多人爱上园艺生活，
让园艺文化在延庆落地生根。

李志军带队到世园办检查指导工作

穆鹏调研延庆镇棚改工作
本报讯（记者 曹欢欢）

1 月 9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
穆鹏来到延庆镇小营村、石河
营村棚改项目现场指挥部，调
研棚改工作。

穆鹏一行来到棚改指挥
部，通过沙盘了解了棚改项目
回迁房户型和小区布局情况，
并听取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汇报。

穆鹏指出，棚改项目是改
善民生、推动区域发展的民生
工程，关系着市民的切身利
益，必须做细、做实、做到位，

真正把棚户区改造工程建成
人民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全
面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
和幸福感。

穆鹏要求，要充分认识小
营村、石河营村棚改项目的重
要意义，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坚决杜绝官本位作
风，确保高水平完成棚改工
作。要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工
作合力，各部门要认真履行职
能，积极参与棚改项目，建立
高效、顺畅的工作协调机制，
确保各工作环节紧密衔接。

要做到党建工作先行，充分发
挥党员领导干部模范带头作
用，分步骤分阶段，稳步推进
棚改工作。要依法依规，坚
持一把尺子量到底，确保征
拆工作公开、公正、透明，把
好事办好。要树立服务意
识，用心做好群众工作，耐心
向群众宣传棚改政策，充分
考虑群众的合理诉求，用真
心真情赢得群众对棚改工作
的理解和支持，切实改善群
众居住环境，提升群众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

取得了卓有
成效的进展。会议强调，
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改革开
放 40周年，也是延庆全力攻
坚冬奥会筹办，决战决胜世
园会筹办的重要时期，区总
工会、团区委、区妇联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全力聚焦冬
奥会世园会筹办举办，充分
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提高
工作标准和工作水平，凝心

聚力、苦干实干，攻坚决胜冬
奥会世园会筹办，奋力推动
延庆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

会议研究了延庆旅游品
牌形象宣传文案及旅游形象
口号，强调，要加大宣传力
度，进一步提升延庆旅游品
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
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和全域旅
游持续推进。

会议还研究了区总工会
改革实施方案和组建乡镇街
道综合执法中心等事项。

累计检查重
型柴油车 11.5 万辆次，环保
处罚超标机动车 4403辆次，
处罚金 206.46万元。2017年
9月 18日采取‘公安处罚、环
保取证’模式后，环保检测
超标车辆 4391辆次，公安处
罚 3875 辆次，劝返 2792 辆
次。”区环保局机动车排放
管理站负责人赵瑞琪表示，

“2017 年 11 月起，为严格落
实禁限行措施，延庆公安分
局交通支队会同区环保、交
通等部门对核定载质量达到
8吨及以上的过境大货车开
展 24 小时执法。现在，我
区大货车日均过境量降至
3000 辆左右，较禁限行前减
少千余辆。”

除此之外，在治污减排

方面，除 45家市级“散乱污”
企业清理整治目标任务外，
我区还增加了 805家区级“散
乱污”企业清理整治任务，目
前，850家已全部完成清理整
治。开展环保技术改造及清
洁生产审核工作，预计可减
排挥发性有机物 300吨，超额
完成市级 177吨任务。全面
淘汰有机溶剂型涂料生产作

业，完成 1 家家具制造业企
业和 8 家涂料生产企业退
出，完成 2 家家具制造业企
业整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7
年，我区监管执法力度不断加
强，全年共查处各类固定源环
境违法行为 125起，罚款 560
万元。2017年处罚件数同比
2016年增加 205%，处罚金额

同比 2016年增加 249%，查封
扣押企业 30 家，移送公安 1
起，行政拘留1人。

当前，延庆正处于冬奥
会世园会筹办决战决胜期，我
区将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力
度，不断改善全区空气质量，
在做好赛会筹办各项任务的
同时，不断提升广大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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