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咱们村现在的生活环境好了，老百姓心里头亮堂，日
子也越过越有滋味！”家住永宁镇孔化营村的村民尤宝忠最
近心里特别舒畅，他家后院的户厕已经封顶，用不了多久，
他就将彻底告别旱厕，像城里人一样使用干净、便捷、卫生
的冲水厕所。这是孔化营村户厕改造提升项目建设给他带
来的最直接的福利。

在孔化营村，像尤宝忠家这样进行户厕改造的村民有
100多户，而户厕改造提升只是孔化营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一
小部分。随着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在永宁镇域内全面展开，
永宁镇各村积极落实各项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着力为
全镇人民打造更温馨宜居的生活环境。

近日，记者在孔化营村看到，十几组施工队伍同时开
工，路面硬化、花草栽植、煤改电、路灯加装等项目都在紧张
有序地进行着。同时，村中公共厕所、公共浴室项目也已经
规划完成，即将开工建设，村民生活环境将越来越便捷、
舒适。

现在正值高温季节，在村里，洒水车全天巡回喷洒，为
道路两旁刚植栽的树木、花卉浇水降温，补给水分。幼嫩的
花蕾上、翠绿的枝叶间，挂着点点水滴，在阳光照耀下闪着
光芒，宁静的小乡村散发出勃勃生机。

“现在我们村都在施工，看起来还有些乱，但是这几项
工程在国庆节前都会完工。到时候，我们村的水泥路面铺
设完成，路灯全部架设好，老百姓的生活会更便捷舒适。”孔
化营村党支部书记梁志鑫说。

和孔化营村热火朝天大兴土木的情况不同，永宁镇前
平坊村却是一番静谧的景象。记者在前平坊村看到，街道
干净整洁，街旁一株株碗口粗的小树绿意盎然，村民们三五
成群坐在街头纳凉，老人们摇着蒲扇聊着家常，孩子们在街
道、胡同间追逐嬉戏，一幅恬淡闲适的乡村生活图景展现在
面前。

据前平坊村党支部书记韩贵洲介绍，目前，前平坊村的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从3月下旬起，村两委便
组织村民投入到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用了不到3个月时间拆
除了村内私搭乱建9处，清除村中垃圾点20余处，把前平坊
村收拾得干净利落。

在前平坊村村民詹华春家门口，记者看到，建筑垃圾正在
有序清除，地面和墙面上依稀可以辨别旧日建筑的痕迹。詹华
春以前做建筑生意，为方便建筑材料存储，他在自家门口紧挨
院墙建起了一间仓库。仓库占用了原本街道用地，詹华春家旁
边的几户村民进出只能走旁边的一条小胡同。

在此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过程中，村两委找到詹华春，
说明来意后，詹华春表示极力支持村两委工作，积极配合将
仓库拆除。指着清理出来的一大片空地，前平坊村村委会
副主任陈继海说：“我们会把这条街道打通，方便住在巷子
里的几户村民，剩余的地方，我们计划建一个小公园，让村
民们可以在这儿唱歌跳舞锻炼身体。”

孔化营村和前平坊村的人居环境整治成果也显示出永
宁镇近期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域取得的成绩。据了解，
自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在永宁镇全域开展以来，永宁镇党委
书记、镇长对 36个村党支部书记逐一约谈，对重点、难点问
题专题研究，并进村实地指导、督促工作，把每一个农村党
组织打造成引领环境持续改善的战斗堡垒。

截至目前，永宁全镇共拆除私搭乱建 300处，累计拆除
面积达 9100余平方米。共清理生活垃圾 300余吨，清理垃
圾渣土11000余立方米，清理乱堆乱放2420处，小广告1580
处。区级下发环境台账整治问题123处，目前已全部完成整
治工作。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维
护的宣传工作，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
来。在夯实目前取得的成果的同时，继续加大整治力度，扎
实推进环境整治工作，给老百姓营造一个更舒适的生活环
境。”永宁镇副镇长马雪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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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区滦赤路大修工程开工建设，工程
起点为千家店镇六道河村，终点位于我区与河
北赤城交界，全长 9.7 公里，以干沟桥为界，分
东、西两段开展施工。本次道路施工采用泡沫
沥青冷再生技术，回收利用旧沥青混凝土路面，
达到节能环保目的。目前，工程西段已经进入
铺油阶段。本次大修工程完工后，将进一步提
升道路服务水平，为沿线居民和到百里山水画
廊等景区游览的游客提供更舒适、更安全的行
车环境。据了解，滦赤路大修工程预计于 8 月
中旬全部完工。图为工作人员驾驶机械进行夜
间铺油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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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防汛一线 确保汛期安全
本报记者 刘嘉豪

自6月1日进入汛期以来，我区迎来
多场降雨，全区各部门、各单位、各乡镇、
各街道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的宗旨，切实做好冬奥世园服务保障工
作，全面提升防汛应急处置和管理水平，
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轻洪涝灾害损失，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入汛以来，区城市管理委严格按照
防汛预案规定，做好城区雨污管线疏
浚、雨水井清掏等相关排水设施的检
修、维护，清除道路积水，确保基础设施
完备，及时清理城区及世园会园区周边
管辖道路的积水。同时，协调做好重点
防汛设施的外围电源保障，以及因防汛
突发事件造成的电力设施损毁抢险修
复工作，加强对水电气热等管线的巡
查，保证城区市政基础设施及环卫设施
汛期安全运行。全系统备勤人员共计
274人，巡查人员 37人，备勤车辆 40辆，
液压泵 11台，发电机 5台，全力打好防
汛攻坚战。

延庆公路分局加强组织领导，专门
成立防汛小组，领导带班 24小时在岗，
备勤 140人，明确任务、责任到人，对各
备勤点的物资和机械准备情况提前进行
检查，确保物资到位。同时，按照防汛预
案，加强与气象等部门的联系，强化灾害

性天气的监测预警，多途径及时发布信
息，早安排、早行动。此外，落实雨前、雨
中、雨后巡查制度和地灾隐患点位的巡
视值守制度，目前已对部分下凹式立交
桥派驻专人值守，一旦道路积水达到警
戒水位，及时按照防汛预案要求采取有
效措施。

区水务局不断加强河道、水库、闸
坝、泵站等防汛设施和防汛信息化建设
的管理、维护，紧盯白河堡、古城等四座
水库以及白河堡水库南北干渠、妫河橡
胶坝及塘坝等蓄水工程，确保工程设施
在设计标准内充分发挥防汛作用。同
时，承担起水情旱情的监测预警预防，及
时向区防汛指挥部报告应对部署、洪水
调度、水情信息、处置措施等情况，随时
准备应对各类险情。

延庆供电公司优先保障各级防汛指
挥部、各防汛重点部位和应急抢险的电
力供应，组织电力事故抢修，保障社会正
常生产和生活电力需求。

汛期来临，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工作涉及群众安危，其重要性尤为突
出。为此，区住建委在入汛前就制定了
防汛工作方案、预案，对建筑工程、物业
小区、普通地下室防汛工作进行了部署，
将建筑工程方面涉及的深基坑、高堆土

等汛期危险性较大的工程列入重点监管
对象。同时，建立防汛抢险队伍24小时
值守、储备防汛物资，对重点建筑工程持
续开展督查排查，安排专人巡视低洼路
段，及时做好抽、排水工作，消除安全
隐患。

汛期旅游景点的安全也不容忽视，
区文化和旅游局将工作重点放在监督、
协调旅游景点做好预警、避险、转移、安
置、警示、教育等工作上。同时，建立健
全景区关停、恢复工作机制，加强对区内
各类体育协会组织领导，对进山骑行、登
山、探险等人员加强引导和管理，并协调
乡镇做好民俗户防汛工作。

针对雨情状况，区气象局加强预报
频次，采取分区域、分时段、渐进式、跟进
式预报预警。同时，加强灾害性天气的
跟踪监测，完善区域灾害性天气监测预
报系统，提高短时临近预报精确度，准确
预报降雨量级、强度、影响区域。

在群众最关心的防汛新闻报道方
面，区融媒体中心充分发挥媒体融合作
用，深入防汛工作一线，多角度、全方位
对各部门、乡镇、街道防汛工作进行报
道，在极端天气、防汛突发事件等紧急情
况下及时向社会发布信息。

与此同时，各乡镇、街道成立相应防

汛指挥部，制定属地总体防汛应急预案，
组织应急抢险队伍，配备必要的抢险物
资，一旦发生突发状况，及时将辖区内危
旧平房区、山区泥石流易发区群众进行
安全避险转移，做好抢险救灾和人员安
置，确保城乡结合部、城中村、民俗户安
全度汛。同时，加强辖区各单位、群众的
避险自救知识宣传，提高群众自我保护
能力。

主汛期期间，我区区、镇、村三级河
长将强化巡查检查，特别加强了对河湖
水环境、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隐患点
和险村险户的巡查，建立了问题点位及
隐患点位台账，并与防汛台账相融合，加
大对河道问题的清理、疏浚工作，强化整
改、督查力度。

区防汛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要密切
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及时调整出
行时间，远离河道、地势低洼等存在安全
隐患的区域，在山区旅游遇到暴雨、洪水
时，要立即停止旅游，尽快出山或到安全
地区。特别提示居住在地质灾害易发区
的居民，遇暴雨时应听从组织安排，听到
报警信号后，及时撤离到安全避险地点，
危险未解除，切不可回原危险住地，山洪
暴发时，不要在桥上、河边看水，更不要
下河打捞财物，以免发生危险。

行政处罚783起 罚款134.88万元

严查违规营运 我区客运货运专项整治动真格
本报讯（记者 王宇琦 通讯员 张永

生）加大非法客运打击力度，加强货运车
辆违法违规监管。日前，记者从区交通
局了解到，我区打击非法营运车辆专项
治理工作取得初步成效，截至目前，共进
行行政处罚 783起，罚款 134.88万元，全
力做好世园会和城市交通保障工作，为
游客和市民提供安全、稳定、文明、和谐
的出行环境。

据了解，为有效扼制延庆区非法客
运日渐蔓延的势头，营造良好交通运营
环境，区交通局制定了《延庆区打击非法
客运专项治理行动方案》。专项整治行
动自 2018年 12月 25日启动，持续至今
年10月30日。行动期间，区交通局联合
区城管执法局、延庆公安分局治安支队
和交通支队共同开展治理行动。截至目
前，共开展联合执法行动131次，出动执
法人员 768人次，出动执法车辆 393辆
次，检查客运车辆 1000余辆，发现违法
违规行为32起，处罚32起，罚款33万余
元，治安拘留4人。

曾经，“六元车”在延庆大街小巷疾
驰。虽然方便了市民，但“六元车”引发
的交通安全等问题也让管理部门和市民
担忧。今年1月初，区交通局、区城管执
法局和延庆公安分局对辖区内 10个非
法运营车队负责人进行了约谈。1月15
日，各部门执法人员对10家非法运营车
队调度室进行清理，当日将辖区内利用
电台方式从事非法运营的车队全部取
缔。后期，辖区内又出现11家利用微信
群和微信公众号进行非法客运经营的车
队，通过约谈，现均已全部解散。

“打击非法客运专项整治行动使客
运环境得到了改善。”区交通局执法大
队大队长王志新说道，“为巩固行动成
效，防止因世园会会期客流量增多，非
法运营行为出现反弹，我们还与市交通
执法总队联动，有效规范我区客运市场
秩序。”

据王志新介绍，自 4月 17日起，区
交通局联合市交通执法总队，主要对
八达岭长城景区和世园会停车场内未

经许可擅自从事道路班车客运、包车
客运、旅游客运经营行为进行了打
击。据统计，截至目前，共开展联合执
法 41次，出动执法人员 287人次，出动
执法车辆 82 辆次，检查客运车辆 631
辆，其中扣押旅游客运证件 5个，扣押
旅游客运车辆 21 辆，处理 17 起，罚
款 36.92万元。

此外，区交通局还细化治理非法客
运工作措施，制定了《延庆区打击非法出
租车及旅游客运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成
立打击非法出租车及旅游客运专项行动
工作领导小组，并会同公安、城管部门，
在6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开展为期一
个月的专项行动，重点对世园会园区周
边交通枢纽及停车场、商业中心周边、公
交场站及医院的非法客运车辆进行治
理。截至目前，共扣押 16辆违法车辆，
其中旅游大巴 8辆，非法出租车 8辆，处
理15起，罚款28.8万元。

在打击非法客运的同时，我区还以
整治重点车辆为契机，多措并举，大力

整治货运车辆违法违规行为。一方面
依托五个综合检查站和一个治超站，严
格检查进京车辆，严厉打击超限、超载
等违法违规行为，守好进京大门。另一
方面，区交通局执法大队对辖区路面运
政执法实行网格化管理，使交通执法检
查全覆盖、无盲区，重点加大对货车、
农用车及渣土运输车辆违法行为的打
击力度。截至 6月 30日，共处罚 734辆
违法违规货运车辆，罚款 64.96万元。

下一步，相关部门将依托联合执法，
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加大对非
法客运的治理力度。“我们会通过增加日
查和夜查频次，完善举报机制，提高执法
工作效能，对非法运营车辆采取‘零容
忍’态度，严格查处，全面净化我区交通
运营秩序。”王志新说，“在治理的同时，
我们还积极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多角度、
多渠道向群众宣传非法营运的危害和开
展整治行动的必要性，提醒广大群众自
觉拒乘非法营运车辆，共同参与维护良
好的客运市场秩序。”

首农食中心立行立改解决噪声问题

便民利民不扰民 打造诚信商业圈
本报讯（记者 董明昊 通讯员

张旭靖）近日，记者了解到，广大市
民关注的首农食中心噪音扰民问
题正在积极整改之中。目前，整改
落实工作稳步推进，部分冷库已经
加装吸音棉，冷库压缩机北侧安装
隔音屏。同时，调整排烟口朝向，
待彻底完成整改且第三方机构检
测合格后，首农食中心将向相关部
门申请复检，全部达标后，中心将
正式对外营业。

此前，我区相关部门接到群众
投诉，称首农食中心存在噪音扰民
情况，经工作人员实地监测，首农
食中心的确存在噪音较高的问
题。相关部门迅速向首农食中心
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和停业整顿
通知书，要求其停业整改。随后，
首农食中心立即贴出整改措施征

求意见表，向居民征求意见，并按
居民反馈开展整改工作。

据了解，本次居民反馈意见
主要围绕在冷库压缩机噪音大、
风道和烟筒有异响、油烟较大等
问题。对此，首农食中心为冷库
压缩机加装了吸音棉，在冷库压
缩机北侧安装了隔音屏，以减少
冷库压缩机噪音。在楼北侧的所
有风道外侧粘贴黑色防火消音
棉，防止反光、降低风颤噪音，并
在所有放置排烟风机的区域安装
了隔音屏，为每个排烟口加装了
消音弯头、更改排放方向。同时，
将北侧铁栅栏改为砖墙，降低噪
声对居民的影响。

此外，针对部分居民所反映的
烤鸭房排烟问题和餐厅照明影响
居民休息问题，首农食中心已于 6

月 30日完成烤鸭店油烟净化系统
更换工作，楼内各餐饮商户也已经
在北侧窗户安装了窗帘、规定了关
闭窗帘时间，以避免餐厅照明影响
居民休息。

“目前，吸音棉和防火消音棉
均已加装完毕，消除油烟等各项措
施也已经全部落实，整改工作已经
基本完成。待经过相关部门复检
合格，达到各方满意后，首农食中
心将恢复正常营业，开门迎客。”首
农食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作为普通市民，我们其实挺
欢迎首农食中心入驻延庆的，好多
品牌餐饮企业开业，丰富了市民就
餐选择，也
提升了延庆
餐饮方面的
整体质量。

而且，附近有一个商圈，周边居民
挺方面的。我们也希望噪音等问
题能尽快整改好，方便周边居民。”
市民李女士说道。

首农食中心项目落户延庆，有
助于提升延庆餐饮业态，进一步满
足群众和游客对品质化、个性化消
费的需求，带动传统餐饮业转型升
级，对延庆商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
用。未来，首农食中心也将牵手商
户与周边社区，形成优势互补、互
惠双赢、共驻共建的区域化共建格
局，共同创建文明和谐社区，为延
庆居民带来更好的购物和饮食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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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8日上午 11：30，八达
岭长城景区当天门票售罄，这是八达
岭长城景区自 6月 1日开启网络实名
制购票，同时试行单日最大限制客流
量6.5万人次以来，游客人次首次达到
最大量。

记者从八达岭长城景区票务管理
中心了解到，7月 7日晚，八达岭长城
景区网上预订7月8日门票数约为3.7
万人；7月 8日早 8：30，预约门票数上
升到 5.2万人；9：30，预约门票数达到
5.6万人；10：30，达到 6.1万；到 11:30，
预约人数达到6.5万人，景区宣布门票
售罄。在当日预约门票高峰期间，平
均达到每 10分钟增加 1000人预约购
票的速度，紧张情形堪比微信“抢红
包”。中间累计出现 4300张退票，但
退票一出现，即被抢光。

因预约门票的数量上升速度过
快，且上午 11：30即告售罄，让一些未
提前预约购票即到达景区的游客未能
成功及时登城。为此，八达岭长城景
区特别提醒前往景区的游客，一定要
及时关注八达岭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
登陆八达岭长城官方在线售票系统、
或八达岭景区官网所发布的即时动态
票务信息，确定能否预约成功，顺利
登城。

据了解，根据八达岭长城风景区
制定的游客流量控制方案，以日客流
量 3.9万人次、5.2万人次、6.5万人次
为标准，分别建立了黄色、橙色、红色
三级预警响应机制，根据预警级别对
管理人员、服务接待和交通保障等工
作做出调整。

7月8日上午9：30，预约门票数达
5.6万，景区启动橙色预警方案，11：30
启动红色预警方案。相关预警信息及
时通过景区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微博、
今日头条等新媒体渠道、城市电视、北
京交通广播等消息平台发布。同时，
联系公交 877路、919路、游 1路、京郊
铁路 S2线等始发站，协调八达岭高速
LED、商业广场大屏幕，提示游客门票
已接近售罄或已售罄，请游客一定要
确保预约成功后再前往景区，未预约
到门票的游客将无法登城游览。

正是由于八达岭长城景区针对暑

期客流高峰，采取了早研判、早分流、
早应对等措施，景区实现了在这个游
客高峰期，景区秩序良好，游客舒适安
全游览的目标。

来自东城区的小李是一名“准大
学生”，此次，他约了几名高中同学一
起来爬长城。“因为之前已经看到长城
限流的新闻，所以我们昨天下午就开
始从网上订票。今天长城上的游客没
有想象中的那么多，感觉限流还是有
作用的。此外，限流对长城墙体的保
护也有一定的好处，我们是比较支持
的。”小李说道。

记者在景区安检口看到，工作人
员坚守在岗，有效引导成功预约购票
的游客有序进入。负责引导的志愿者
告诉记者：“有很多游客没有预约到门
票，我们会劝导他们转往临近的古长
城、水关长城，或者世园会、世葡园等
景点游览，大多数游客都对长城限流
表示理解。”

记者在景区登城口看到，游客虽
然很多，但是有不少的服务人员维持
秩序，游客排队入城秩序井然，整个过
程并没有出现长时间等候的现象。在
城上，即使是北四楼、北八楼等陡峭地
段，也没有出现游客大规模拥堵滞留
等现象。

八达岭长城景区为何在 7月 8日
会出现首个客流高峰？相关负责人介
绍，因为现在正值暑假客流高峰期，当
天又是周一，城区故宫博物院等一些
景区闭馆，导致大批游客前往八达岭
长城景区游览，因而导致客流高峰的
出现。上周一，八达岭长城景区的客
流量即达到近 6万人，本周一则直抵
6.5 万人，景区随即采取紧急限流
措施。

“八达岭长城实行景区预约售票，
限流分流等措施，为的是保护长城，同
时提升游客游览品质和舒适度。我们
再次提醒广大游客，一定要在网上提
前预约购票。游客可提前 10日通过
八达岭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登陆八达
岭长城官方在线售票系统，或八达岭
景区官网，进行预约购票。”八达岭特
区办事处副主任李东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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