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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企业名下一台垃圾清运车辆涉嫌多次超载，现撤销
该车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准运许可证。”“您企业名下三台垃
圾清运车辆涉嫌乱倒乱卸，现撤销该车建筑垃圾运输车辆
准运许可证。”……今年以来，在区城管委约谈记录单中，先
后有三家企业的七台垃圾清运车辆被撤销建筑垃圾运输车
辆准运许可证。此举强有力震慑了违规清运消纳建筑垃圾
的各企业，通过依法行政，把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
到实处。

随着我区步入发展快车道，建筑垃圾的产生量日益增
多，建筑垃圾在运输和处置过程中极易对优良的生态环境
造成不利影响。为此，区城管委严格落实市、区两级建筑垃
圾运输、处置相关管理规定，从严管理建筑垃圾运输和处置
企业，为我区环境保护作出了积极贡献。

今年年初，区城管委制定了《2020年延庆区建筑垃圾
综合管理工作方案》，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各成员
单位职责分工，强化了对垃圾渣土乱倒行为的整治力度，进
一步规范了拆违建筑垃圾的清理处置工作，建立并完善了
联合惩处、溯源、信息共享、案件移交、例会通报及年度考核
等工作机制，形成了部门合力，使建筑垃圾综合管理工作逐
步规范。

把握源头，管理才能有的放矢。今年以来，区城管委严
格做好施工工地源头管控，对许可施工工地的建筑垃圾产
生情况、运输和处置等进行事后监管，建立工地管理台账。
通过深入各工地发放消纳许可办理告知单、与相关职能部
门共享消纳许可办理情况等手段，提高建筑垃圾消纳许可
办理率。

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区城管委严格建筑垃圾消纳备案
办理手续，定期对办理消纳备案的施工工地建筑垃圾处置
情况进行检查，及时跟进建筑垃圾处置进度。截至目前，区
城管委已向施工工地发放建筑垃圾消纳备案办理告知单
51份，办理建筑垃圾消纳备案 131件。

今年 5月 1日，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
施。10月 1日，《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正式实施，
两项条例规定为规范建筑垃圾管理工作和执法处罚提供了
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在此基础上，区城管委严格落实《建筑
垃圾运输企业监督管理办法》，加强对运输企业的监督管
理，联合相关部门组织运输企业召开工作会、培训会，宣贯
政策法规，定期对运输企业进行评估，发现运输车辆异常，
限期整改。

今年以来，区城管委不断加大对建筑垃圾运输的执法
检查力度，组织相关执法部门，开展渣土车联合执法 70余
次。在加大执法密度的同时，执法力度也在不断提升，各部
门在联合执法和日常执法检查中共计查处建筑垃圾运输、
处置违法违规行为 372起，罚款 62.55万元。同时，区城管
委强化对在我区注册的建筑垃圾运输企业的管理，根据违
规情况进行相应扣分，停业整顿六家运输企业，撤销了三家
运输企业七台垃圾清运车辆的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准运许可
证，撤销了一家运输企业的建筑垃圾经营许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区城管委在日常检查工作中创新
性地建立了督办单制度，将巡查中发现的问题以督办单的
形式，第一时间下发给乡镇街道执法部门办理，调动起基层
执法力量的积极性，截至目前，累计下发督办通知单 43件。

“建筑垃圾的运输、处置关乎群众切实利益，下一步，我
们将不断健全管理体系，规范建筑垃圾运输行为，加大建筑
垃圾处置场所的监管力度，为我区城乡环境建设作出积极
贡献。”区城管委相关负责人说。

践行“两山”理念
建 设 美 丽 延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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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消费扶贫双创
中心延庆分中心在八达岭长城景
区举办“消费扶贫在行动”活动，
旨在通过扶贫与旅游相结合的方
式，把扶贫产品搬进景区，在增加
贫困户收入的同时，进一步激发
游客消费潜力，助力旅游复苏。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在展位上摆
出产自我区对口扶贫地区——河
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怀来县，河
南省内乡县、内蒙古自治区乌兰
察布市兴和县的 30 余种农副产
品，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了解购买。
图为游客正在购买扶贫产品。

刘嘉豪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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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宇琦）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
长于波来到儒林街道悦安
居社区，接访下访永宁镇信
访群众，面对面倾听信访人
心声，悉心询问信访人身
体和家庭生活情况，帮助
信访人打开心结，推动历
史遗留问题解决。

于波强调，群众利益无
小事，各相关部门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
度重视群众反映的信访问
题，切实发挥好信访工作联
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按
照“三到位一处理”要求，积
极回应群众关切，依法依规
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有效化
解和妥善解决各类信访问
题，真正把信访化解工作做
到群众心坎里，切实维护好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好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于波鼓励信访人要放下
思想包袱，坚定信心，注意保
重身体，积极享受美好生活，
党委政府会依照实际情况帮
助他妥善合理地解决实际困
难。同时，他要求各有关部
门要主动“向前一步”，推动
信访工作提速增效，在为群
众排忧解难中不断增进群众
的幸福感、满意度、安全感。

马上就办 两小时完成破损座椅更换
本报讯（记者 张宏民 通讯员 李丹）

街边座椅本是市民日常休息的便利设施，
10月13日，区市政管理处接到“12345”市
民服务热线派单，有市民反映庆园街“地
税局公交站”旁的街边座椅出现损坏。接
到工单后，区市政管理处闻讯而动，立即
派出工作人员赶赴现场，仅用两个小时就
将破损座椅更换完毕，为市民提供安全便
捷的出行环境。

当天中午12时，记者来到“地税局公
交站”附近，找到了市民反映的破损座椅。

损坏的座椅位于庆园街地税局路口西侧路
南“地税局公交站”人行步道内侧，步道旁
一共有4把座椅，其中最左侧损坏的座椅已
经被工作人员拆卸下来。记者注意到，损
坏的座椅面已经折断，断面参差不齐，稍有
不慎就会挂破衣服，甚至造成人身伤害。

工作人员现场将损坏座椅拆卸后，
立即更换了新的座椅，市政管理处养护
队交通设施组组长申强告诉记者，上午
10 点左右，接到“12345”市民服务热线
工单后，他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找到了破

损座椅。
“因为是横板断裂，没有办法修复。

所以，我第一时间联系施工人员回单位取
了新座椅以及发电机、冲击钻等设备，对
破损座椅进行更换。”半个小时左右，施工
人员带着设备抵达现场，将新座椅安装在
原来的位置。忙活到 12点半，新座椅正
式代替破损座椅“上岗”。随后，申强又带
着工作人员在其附近进行了巡查，确保附
近座椅没有出现类似的破损情况。

街边座椅损坏，问题虽小，却直接关

系着市民的生活质量，更关乎城市的颜值
与温度。群众事无小事，区市政管理处仅
用两个小时就完成破损座椅更换，跑出了
服务市民“加速度”。“下一步，我们也会加
大巡查力度，对城市公共设施进行检查、
维修，为市民提供便捷舒适的生活环境。”
区市政管理处主任曹慧江说。

小事当成大事办 举一反三抓整改

墙皮脱落存隐患 接诉即办解民忧
本报讯（实习记者陈佳琪通讯员刘

妍）10月 13日上午 10时 30分，一辆高空
作业车驶进了儒林街道温泉馨苑社区，
工作人员对市民反映的“墙皮脱落问题”
进行了妥善处理。

当天上午 9时 49分，儒林街道市民
诉求处置中心在市民热线服务系统中接
到了“墙皮脱落问题”的诉求后，立即成
立了由包居领导、温泉馨苑社区居委会、
相关责任科室和负责温泉馨苑社区的物
业服务公司组成的工作小组立即前往问
题点位。10时左右，相关人员到达问题
现场，检查楼体外墙破损情况，划定施工
区域，确定修缮方案……

半个小时后，高空作业车停在了墙

皮脱落的 17号楼旁，施工人员携带工具
站在载人平台上，随着伸缩臂上升至楼
顶。施工人员将木板和塑料布铺在楼
顶屋檐下方，然后用手中的锤子一点点
敲掉屋檐边松动的水泥装饰和墙皮，再
用塑料布裹起敲掉的废料放在载人平
台上，随着载人平台的下降，将其放置
到地面指定位置……3个小时后，17号
楼整栋楼屋檐边松动的水泥装饰全部
被清除，施工人员还在裸露出的墙体上
刷了水泥，防止墙皮脱落点进一步
扩大。

在施工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发现，
除17号楼外，周围还有多栋居民楼存在墙
皮、屋檐装饰脱落的情况。社区居委会工

作人员马上开始对社区内所有楼房外墙
进行检查，经过初步统计，共发现14栋楼、
37处需要立即进行整修。社区居委会同
物业公司一起制定了下一步的维修方案，
并立即启动社区内所有存在墙皮脱落风
险楼体的统一整修。

“我们小区建成时间比较久，外墙年
久失修，现在有很多墙皮、房檐都松动
了，开裂得比较严重，有时还能看见地上
有掉下来的碎片，居民进出小区、来回路
过都非常危险。”温泉馨苑社区居民吕守
田告诉记者，“今天社区和街道的工作人
员过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为我们排除
了安全隐患，让我们居民心里感觉非常
的踏实、安心。”

居民诉求的高效解决得益于儒林街
道不断探索完善的“四向派单”工作机
制，在接到诉求后以“点单”的方式将诉
求派发给包居领导、社区居委会、相关责
任科室和物业服务公司，并要求相关人
员在 15分钟内抵达现场，为居民解决诉
求。“四向派单”工作机制集提高站位、狠
治源头、尽早响应、加速解决四项工作思
路于一身，有效提升了基层一线“接诉即
办”的工作效率与水平。

“件件有响应，事事有回音，事不完
人不走，小事当成大事办”，一个诉求推
动同类问题打包解决，把为民服务真正
办到居民心坎儿上，这就是儒林街道接
诉即办的工作效率和态度。

区政协主席陈合安带队走访委员企业
本报讯（记者 席瑞媛 董明昊）昨天，区政协

主席陈合安带队来到委员企业滕蕊舞蹈艺术中
心，围绕企业发展、艺术培养工作开展情况以及未
来规划进行走访调研。

今年是滕蕊舞蹈艺术中心正式成立的第十
年。自成立以来，滕蕊舞蹈艺术中心坚持打造特

色教学体系，提升教学品质，打磨舞蹈教育品牌，
并积极参加社会大型活动，为舞蹈艺术的研究与
推广作出了积极贡献。

走访过程中，陈合安一行实地察看了滕蕊舞
蹈艺术中心企业经营和发展现状，听取企业负责
人的工作汇报，并就企业发展规划等提出意见建

议。陈合安强调，作为委员企业，滕蕊舞蹈艺术中
心为我区舞蹈艺术发展和舞蹈人才培养贡献了力
量，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再接再厉，练好自身功
夫，为我区培养更多优秀的舞蹈专业人才。要充
分发挥舞蹈培训团队的专业性，展示艺术魅力，提
供更多的精彩文化演出，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助力

我区营造健康向上、朝气蓬勃的文化艺术氛围。
要坚定信心、多作贡献，积极拓展偏远地区的舞蹈
教育培训，努力扩大培训范围和影响力，积极开展
舞蹈公益课堂服务，帮助更多偏远地区儿童圆上

“舞蹈梦”。
区政协副主席张留全一同调研。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重要论述和
十九届中央第六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精神

本报讯（记者 史金秋）昨天，区委常委会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重要
论述和十九届中央第六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
精神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区委书记穆鹏主持
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
工作重要论述和十九届中央第六轮巡视工作
动员部署会议精神，并研究了贯彻落实措施，
强调，当前中央第十一巡视组正在对北京工作
进行巡视，在此期间，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重要论述，配合做好巡视

工作意义重大。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重要论述，提高对巡视工
作的思想认识，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
看”的要求，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巡视工作顺利
进行。要按照中央巡视组和市委统一部署，配
合做好巡视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坚决杜绝弄
虚作假。要以巡视为契机，持续提升区委巡察
工作水平，进一步提高工作标准、改进工作方
法，突出政治巡察重点，把巡察同中心工作落
实、巡视巡察问题整改紧密结合，切实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加强宣传，坚持
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切实运用好巡视巡察
成果。

会议传达学习了陈吉宁市长来延调研检查
“五新”政策落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指示精神，
强调，要深入学习、狠抓落实，切实服务保障好
冬奥会筹办举办，抓工期、保安全，尽最大努力
推动工程建设提前完成，一体推进生态建设同
步完成，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防火等工作。抓好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预认证，确保疫情防控万无
一失，预认证顺利通过。要用好世园遗产，保持

世园公园优美环境，积极推进成果利用，不断提
升影响力，打造北京生态旅游新亮点。要厚植
生态本底，立足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山水林田
湖草系统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进一步推进
高质量绿色发展，坚持文化创新推动全域旅游，
科技创新推动四个重点培育产业发展，落实“五
新”政策，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紧抓冬奥
机遇，高质量推动美丽延庆建设。

会议听取了关于乡镇机构改革进展情况的
汇报，并研究了各乡镇“三定”规定。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