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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30日至9月28日，北京市第一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朝阳区开展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工作。为全面做好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整改工作，朝阳区高度重

视，坚持边督边改、立行立改，突出源头治理、系

统治理和综合治理。全面排查整改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保护突出问题和隐患，推动生态环境保

护水平再上新台阶。现将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及

被督察对象查处情况向社会公开。

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及被督察对象查处情况公示

要闻·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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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编号：DC0831001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欣江峰市政工程公司

（沥青厂），向空气排放有毒有害气体，异味扰
民，夜间尤其严重。

发生地点（街道/地区）：金盏地区
污染类型：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2022年9月1日21点至22

点 30分，区生态环境局委托专业第三方机构
对沥青厂废气排口进行了沥青烟、苯并（a）芘
的采样检测，根据其出具的检测报告结果（报
告编号：ZYJC-HJ-JC-T-2022-4570），该单
位废气排放达标。

是否属实：部分属实
是否办结：已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金盏地区要求该公司提

交了环评手续及近期废气、噪音检测报告。金
盏地区及区生态环境局要求该市政工程公司
生产全过程密闭，规范生产作业各个环节，强
化对废气处理设施的检查维护，保证运行正
常，在沥青外运的过程中做好除味措施，减少
异味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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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编号：DC0831002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垡头东里南门，住总

集团大院内砂石厂 24小时工作，噪声扰民并
带有扬尘污染。

发生地点（街道/地区）：垡头街道
污染类型：噪声、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经垡头街道现场核实，现

场无 24小时生产行为，在装卸建筑材料的过
程产生噪声扰民和扬尘的现象。

是否属实：属实
是否办结：已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垡头街道要求：1.北京

平安温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该场地停止接
收装修材料，垡头街道对该企业开具责令改正
通知书，并进行约谈。已将院内装修材料全部
清理完毕，并对裸露土地进行绿网苫盖。2.该
场地将不再用于装修材料存储等容易产生噪
音和扬尘的业态。

— 3 —
受理编号：DC0831003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金地名京小区紧邻四

惠地铁站，地铁夜间行驶产生的噪声及扰动严
重扰民，希望处理。

发生地点（街道/地区）：高碑店地区
污染类型：噪声
调查核实情况：1.9月 1日下午 3时，高碑

店地区进行了现场检查，此区域全长 200米左
右，铁轨旁为铁栅栏，无隔音装置。2.9月 1日
晚 10时，高碑店地区“吹哨”区生态环境局对
该区域进行了声环境监测，检测时长 1小时，
检测结果显示平均数值超标。

是否属实：属实
是否办结：尚未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1.9月 2日上午 9时，高

碑店地区“吹哨”相关部门，共同召开金地名京
小区地铁噪音扰民问题专题协调会。2.下一
步，高碑店地区将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对开发

商建设之初的环评材料再核实，根据工作需
要，将“吹哨”区生态环境局对声环境再检测；
二是由于相关部门对法律条文有不同的解读，
高碑店地区将“吹哨”区生态环境局聘请法律
专家对法律条文进行再解读；三是由区交通委
代为协调市交通委及相关部门，参照力源里小
区声屏障安装模式，共同解决该区域地铁噪音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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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编号：DC0831013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将府公园西侧高铁下

面涵洞下雨积水，异味严重。
发生地点（街道/地区）：将台地区
污染类型：水
调查核实情况：经将台地区现场核实，没

有积水，不存在异味。
是否属实：部分属实
是否办结：已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下一步将台地区将严格

按照防汛要求，接到预警信息后，加强巡查各重
点积水点位，发现问题及时联系相关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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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编号：DC0831015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高安屯污水处理厂附

近异味扰民。
发生地点（街道/地区）：金盏地区
污染类型：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2022 年 9 月 1 日 18 时 30

分，区生态环境局委托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

该单位厂界恶臭进行采样检测，根据北京市朝
阳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结果
（报告编号：XF22417），该单位臭气浓度达标。

是否属实：部分属实
是否办结：已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金盏地区要求该单位提

交气体污染物处理设施运行情况说明及近期
水、气、泥样等检测报告。金盏地区建议该污
水处理厂：一是安排检查人员加大对全部废气
收集、处理设施的监管和巡查频次，确保废气
达标排放。二是继续努力研究提高废气处理
工艺和方法，减少对附近居民的影响。三是加
强与生态环境局的沟通联系，定期委托专业机
构开展厂区及附近废气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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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编号：DC0831025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唐新村 161号，广化

大街北京住总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生产水泥噪
声扰民，夜间运输扬尘严重。

发生地点（街道/地区）：王四营地区
污染类型：大气、噪音
调查核实情况：经王四营地区现场核实，

北京住总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百子湾搅拌站现
场未发现扬尘问题，整个卸料过程处于封闭空
间。针对噪音问题，根据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出具的检测报告结果（报告编号：XF22415、
XF22414），由于该厂界受交通影响很大，昼间
及夜间噪声均为无法评价。

是否属实：部分属实
是否办结：已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王四营地区和相关部门
对相关企业提出以下要求：1.企业加大对门前
三包的保洁力度，扩大清扫范围。2.企业减产
50%，现存的常驻罐车再减少 10辆，暂停 1组
搅拌机组使用。3.完全封闭靠近广华小区的北
侧大门，不再启动，调整原材料进厂时间。4.对
封闭车辆过磅通道采用岩棉板进行隔音降噪，
降低噪音传播。5.企业升级设备设施。6.企业
加强对运输车辆司机的管理，进入广化大街时
提前减速，减小噪音的排放。同时督促该企业
尽快实施转型计划，启动拆迁腾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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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编号：DC0831036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南新园东路中段垃圾

处理转运中心清运垃圾噪声扰民，异味严重。
发生地点（街道/地区）：南磨房地区
污染类型：噪声、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实，该案件反映的地

点为南新园密闭式清洁站，举报案件反映问题
属实。

是否属实：属实
是否办结：已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南磨房地区作出如下整

改措施：一是和周边物业、社区联动，对涉及清
运的保洁人员进行规范化要求，错峰清运，搬
运时轻拿轻放，不要大声喧哗，减少不必要的
生活性噪音；二是对所管清运设备和周边环
境，做好清洁工作，降低异味对居民的影响；三
是做好良性沟通，形成长效机制，更好地为周
边居民服务，创造和谐宜居的环境。

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及被督察对象查处情况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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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编号：DC0901003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呼家楼新街大院小区

楼后CBD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施工期间噪声
严重扰民，抑尘措施不到位，扬尘严重。

发生地点（街道/地区）：呼家楼街道
污染类型：噪声、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2022年 9月 2日下午和 9

月3日上午，区生态环境局、呼家楼街道、区住
建委等单位先后赴施工现场检查。经核实，该
处工程项目名称为CBD500千伏输变电工程
（变电部分），建设单位为国网北京市电力公
司。施工现场同时有北京恒祥宏建筑物拆除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热力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等多家施工单位同
时进行房屋拆除、变电站土建、热力管线改移作
业。由于施工场地与新街大院小区未拆迁区
域临近，对居民形成噪音及扬尘影响。

是否属实：属实
是否办结：已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区生态环境局及呼家楼
街道现场执法检查，要求现场施工单位严格按
照规定施工时间作业，做好施工人员教育管理，
调整可移动工序，节假日避免大噪声作业，遇重
大施工作业向属地街道报备并告知周边群众。
区住建委现场组织施工单位召开会议，明确参建
单位职责，要求施工单位合理优化施工工序，制
定降噪措施，对场界噪声进行检测和记录。针对
扬尘问题，加强现场非道路移动机械登记管理
及裸露地面覆盖，加强自查整改力度。下一步，
各职能单位将持续跟踪相关情况，加大监管检
查及执法力度，发现问题及时依法处理，为周
边居民营造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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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编号：DC0901026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金隅混凝土公司搅拌

站位于化工路南，沙子水泥产生的扬尘和作业
噪声严重扰民。

发生地点（街道/地区）：十八里店地区

污染类型：噪声、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1.扬尘问题：该搅拌站内生

产混凝土搅拌过程、砂石料传送过程以及储存过
程基本实现在密闭空间内作业，库房内外配备有
自动喷淋设备进行降尘，对站外进出车辆道路使
用清扫车进行清扫，现场检查中，未发现明显扬
尘问题。2.作业噪声严重扰民问题：2022年9月
2日21时30分至22时30分，区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对该单位厂界环境噪声进行检测，9月3日区
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出具噪声检测报告该单位昼
间、夜间环境噪声实测值评价结果为达标。

是否属实：属实
是否办结：已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一是组织开展联合检

查。十八里店地区立即组织各职能部门，会同
区生态环境局、区住建委开展现场检查，督促
该搅拌站进一步严格落实环保要求，采取有效
措施做好降尘、降噪工作，避免干扰周围居民
正常生活。二是强化落实属地监管。十八里
店地区党委政府进一步压实生态环境保护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统筹协调推进整改
工作。同时对周边有可能产生扬尘、噪声的其
他企业开展专项排查，共责令清退关停3家企
业，占地面积约20亩，并对清退后的裸露地面
进行了绿网苫盖。三是夯实企业主体责任。
督促搅拌站落实企业经营主体责任，积极履行
国有企业生态环保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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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编号：XC0901001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金地名京小区位于力

源里北街 2号院，距八通线和 1号线四惠地铁
站仅 50米左右，并线后运营期间地铁噪音频
繁，严重扰民；2021年 4月 12日经检测平均噪
声 68分贝以上，最高达 77.8分贝，超出标准值
（70分贝和50分贝），经中央督察，周边力源里
小区和东恒时代一期已安装隔音屏障，但是金
地名京小区并未安装任何隔音设施。希望有
效解决噪声扰民情况。

发生地点（街道/地区）：高碑店地区

污染类型：噪声
调查核实情况：1.9月 1日下午 3时，高碑

店地区对现场进行了查看，此区域全长200米
左右，铁轨旁为铁栅栏，无隔音装置。2.9月 1
日晚 10时，高碑店地区“吹哨”区生态环境局
对该区域进行了声环境监测，检测时长 1 小
时，检测结果显示平均数值超标。

是否属实：属实
是否办结：尚未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1.9月 2日上午 9时，高

碑店地区“吹哨”相关部门，共同召开金地名京
小区地铁噪音扰民问题专题协调会。2.下一
步，高碑店地区将落实以下措施：一是对开发商
建设之初的环评材料再核实，根据工作需要，将

“吹哨”区生态环境局对声环境再检测；二是由
于相关部门对法律条文有不同的解读，高碑店
地区将“吹哨”区生态环境局聘请法律专家对法
律条文进行再解读；三是由区交通委代为协调
市交通委及相关部门，参照力源里小区声屏障
安装模式，共同解决该区域地铁噪音问题。

（上接一版）

双奥之城——
讲好朝阳“奥运故事”

作为“双奥之城”主承载区，两届奥运会为朝阳区
留下了顶级的奥运场馆资源和深厚的奥运文化资源。

朝阳区率先出台“双奥朝阳”建设十大行动计划，
制定奥运文化传承推广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充分挖掘
利用北京冬奥文化资源，实施双奥文化传承推广“一十
百千万”品牌工程，规划打造一批“双奥”特色园区、街
区和社区，集中建设一批具有奥运元素的文化广场和
公共文化空间。据奥林匹克中心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鸟巢、水立方、冰丝带等奥运场馆都相继对
外开放，推出系列奥运冰雪、水上、体育休闲娱乐项目，
为“双奥朝阳”注入新动力。

朝阳区还积极加强与张家口市的战略合作，共同推
出了“奥运之城 活力京张”主题线路、“欢乐天路 自驾京
张”主题线路、“绿色生态 乐享京张”主题线路3条主题
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共同推进赛后奥运文化遗产利用。

时尚之城——
以时尚赋能高质量发展

朝阳区以创建国家级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为重
要抓手，大力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研究制定关于推
进文化和旅游消费的政策办法，大力发展夜间经济、时
尚经济、首店经济等，积极培育数字文旅、沉浸式体验、
云端旅游、云演艺等时尚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认定了一
批文旅消费特色街区和朝阳特色文旅 IP，大力发展时
尚经济。

此外，朝阳区大力推动消费转型升级，时尚文化消
费日益活跃，通过大力发展首店经济、夜间经济和商圈
转型等举措，在丰富消费业态的同时，也让消费市场更具国际范儿。
朝阳区汇聚了CBD国际消费商圈、三里屯时尚商圈等有世界知名度
的地标性商圈，商圈数量约占全市50%，商圈活力在全市领先。90%
以上的国际品牌都把朝阳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首选地之一，国际一
线品牌的中国区首家概念店、体验中心大多坐落在此。

记者了解到，2021年，朝阳累计入驻首店483家，占全市近54%。
2022年上半年，共引入首店200家，占全市51%，位居全市首位，“潮牌”
和“网红店”等时尚轻奢消费繁荣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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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宇晗）经过
多年的培育，国家文创实验区数字
文化产业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新
动能。去年，国家文创实验区数字
文化产业实现收入485.4亿元，占
实验区规模以上文化产业收入的
32.5%；今年 1 至 6 月实现收入
250.7亿元，同比增长近三成。

国家文创实验区一直致力于
培育新模式新业态，着力培育数
字文化产业发展，深入推进文化
科技融合发展，强化科技文化相
互赋能，积极推动文化产业升级
发展。2020年北京市出台《关于
加快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核
心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围
绕创新体制机制、构建高质量文
化生态等形成18条政策举措，有
利于发挥“试验田”作用，服务构
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和文化产业
的创新格局。此外，国家文创实
验区出台实施促进文化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政策 30条”等一系列
政策，促进了5G、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高新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创新
应用，培育壮大了网络新视听、数
字文旅、数字音乐、数字出版等文
化新业态；率先制定出台了北京

市首个《文化创意企业申请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指南》，针对文创企
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的重点和难
点问题，对区域内文化企业争取
科技政策支持提供了重要路径。

目前，区域内已有 300余家文化
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成
为驱动区域文化科技融合发展的
重要引擎。

国家文创实验区坚持不断

“解锁”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新场景，
主动把握新技术、新产业、新潮流
变革趋势，紧抓数字文化产业发
展机遇，深入实施“文化+”战略，
实施了培育龙头企业的“蜂鸟计

划”助飞行动，五批次共认定923
家“蜂鸟企业”，引进了国家级5G
新媒体平台企业央视频，培育了
掌阅科技、爱上电视等一批数字
文化龙头企业，使实验区的创意
氛围和文化活力得到不断提升。
国家文创实验区还深入实施“园
区品质提升行动”，涌现出了网络
新视听、数字文旅、数字音乐、数字
出版等文化新业态，“文化+科技”
已成为园区发展新趋势。

“随着以互联网数字技术为代
表的新一代技术与文化产业的融
合逐步加深，文化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将不断涌现，这为文化产业加
快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重大机遇。”国家文创实验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国家文创实
验区将继续紧抓5G、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高新技术发展机遇，积极构
建以文化传媒、数字内容、电竞游
戏等为支撑的高端产业体系，大力
引进基于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的移动新媒体、数字文化产业等
新兴产业，打造全国数字文化产
业重要承载区，助力北京市数字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引领
全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

今年上半年收入超250亿元 同比增长近三成

数字文化产业成为文创实验区经济发展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