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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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及被督察对象查处情况公示
—1—
受理编号：DC0905005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首都机场高速和机场

第二高速出京方向每天都有渣土车撒的渣
土。希望保持道路整洁。

污染类型：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经现场核实，首都机场高

速出京和机场第二高速出京方向均有渣土车
辆上路行驶，路面确有零散遗撒痕迹，问题属
实。

是否属实：属实
是否办结：已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区城市管理委已经协调

道路保洁作业单位启动应急措施, 组织作业
力量，采取人机配合的方式，对路面遗撒渣土、
泥饼等进行人工清除后，采用机械冲刷、洗地
的组合工艺作业，恢复路面干净整洁，有效降
低道路尘土负荷，目前上述问题已全部完成整
改。

9月 6日、7日晚，区城市管理委联合相关
部门分别在机场高速主路和机场二高速起点
朝体中心前设卡，连续开展联合检查执法，检
查途径渣土车辆 7辆，暂扣违规渣土车 1辆，
崔各庄地区拟处罚款 2000元，并要求追究源
头工地的管理责任，依法查处。下一步，区
城市管理委将建立治理道路遗撒联动机制，
形成市区道路作业单位联动机制，一旦发现
遗撒问题，积极处置，及时沟通，报有关部门
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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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编号：DC0905008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朝阳区百子湾东里

301-4底商宠物店，室外机低频噪声扰民，希
望处理。

发生地点（街道/地区）：南磨房地区
污染类型：噪声
调查核实情况：9月 6日 10时 30分，南磨

房地区会同区生态环境局对位于百子湾东

里 301-4的宠物店进行了现场检查。经查，
该单位营业执照名称为：人类友好（北京）
宠物服务有限公司，经营宠物美容，该单位
安装有中央空调一套，该空调系统有室外
机一台，南磨房地区会同区生态环境局委
托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该单位中央空调
室外机进行检测。9 月 6 日区生态环境监
测中心出具的噪声检测报告（报告编号：
XF22467）显示，人类友好（北京）宠物服务
有限公司安装的一台中央空调室外机，在
启动时区域环境测量值符合该区域《社会
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
规定的排放限值。

是否属实：部分属实
是否办结：尚未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1.南磨房地区要求该单

位通过加装减震垫或消音罩等设施将可能产
生的噪音最小化，避免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影
响。同时，南磨房执法队将持续关注该单位该
设备改造进度，待治理措施落实后，如再出现
噪音扰民相关举报第一时间“吹哨”区生态环
境局对该单位进行及时复查复测。

2.南磨房地区最大限度发挥“街乡吹哨，
部门报到”机制，会同区生态环境局，在日常联
合执法行动中“举一反三”，加大此类噪音扰民
现象的执法力度，杜绝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

—3—
受理编号：DC0905009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劲松街道办事处旁边

金色摇篮幼儿园，幼儿园的后厨建在华腾园小
区 7号楼的 1层和 2层，厨房的抽油烟机和鼓
风机噪声扰民。目前墙壁开凿了一个直径半
米的洞，用途不明。希望后厨搬离住宅楼，解
决噪声扰民情况。

发生地点（街道/地区）：劲松街道
污染类型：噪声
调查核实情况：经劲松街道核实，金色摇

篮幼儿园位于朝阳区东三环南路 54号院华

腾园 7号楼、甲 8号。该幼儿园的权属性质为
国有土地，权利人为区教委，为普惠性幼儿
园。现幼儿园厨房位置与建设规划图纸位置
一致。按照燃气分公司二所巡检要求，进行
加装防爆灯及轴流风机。因轴流风机比预留
的 40×40的洞口小，所以安装完毕后出现漏
洞情况，不存在开墙打洞现象。根据区生态
环境监测中心 2022年 9月 6日出具的噪声检
测报告（报告编号：XF22465）显示，幼儿园排
风风机区域环境噪声实测值未超过排放标准
（GB12348-2008）规定的排放限值，评价结果
为达标。

是否属实：部分属实
是否办结：尚未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劲松街道要求金色摇篮

幼儿园对厨房进行降噪整改。目前已完成，幼
儿园对厨房排风机加装了消音房，消音房内放
置消音棉、镀锌板，全包围风机，以起到更好消
音效果。同时，已将风机洞口扩大部分封闭，
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幼儿园出具了厨房
油烟管道清洗证明，作业时间为2022年8月27
日，下次清洗时间为 2022年 10月 26日。劲松
街道将群众诉求相关办理情况及咨询电话于9
月9日在社区公示栏进行公示，接受居民监督
和意见。

下一步，劲松街道将会同区生态环境局、
区教委，加大对该单位厨房排放噪音情况的监
管力度，及时督促、检查该单位油烟净化设备
的使用与清洗情况，促进该单位形成日常检查
记录制度；同时，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搭建幼儿
园与居民沟通平台，促进议事协调，及时有效
化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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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编号：DC0905011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丽都壹号小区居民

反映附近电子城创新产业园工业噪音扰民严
重，相关单位曾承诺整改但并无效果，虽然目
前各单位噪声值均处于临界值，但各单位噪

声叠加使得小区居民依然被噪音困扰。希望
噪声控制在临界值以下，切实解决噪声扰民
困扰。

发生地点（街道/地区）：酒仙桥街道
污染类型：噪声
调查核实情况：9月6日，酒仙桥街道会同

朝阳园管委会、区生态环境局到现场进行了
检查。经查，酒仙桥电子城创新产业园涉及
噪声扰民的共有 4家单位，具体情况如下：一
是北京世纪互联宽带数据中心有限公司、北
京互联港湾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云基时代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纵横网联数据科技有
限公司分别在酒仙桥电子城创新产业园M5、
M6、M7、M8、A3等 5栋楼顶安装有冷螺杆冷
水机组和冷却塔，此设备产生的噪声对居民
造成影响。二是当日酒仙桥街道会同朝阳园
管委会、区生态环境局及其委托的北京市朝
阳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上述单位噪声情况
分别进行了昼间和夜间现场检测，检测报告
结果显示上述 4家单位昼间和夜间噪声均达
标。

是否属实：属实
是否办结：尚未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一是 4月底以来，酒仙

桥街道多次联合区生态环境局和将台地区等
相关单位组织召开居民代表座谈会。二是 5
月中下旬对电子城创新产业园全面筛查，确定
四家单位存在问题。三是 6月 7日，酒仙桥街
道联合区生态环境局对四家产生噪音的单位
进行检查，结果均未达标，对上述违法行为进
行了处罚。6月 29日酒仙桥街道联合区生态
环境局、朝阳园管委会、将台乡政府对四家企
业法定代表人进行了约谈，四家企业已于 8
月份全部完成了设备升级改造。在 9月 9日
要求三家单位一周内完善深化改造方案，并
于 9月 15日确定改造方案。北京云基时代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已制定升级改造方案，并于 9
月 10日入场，通过采取安装隔声罩、进风消
声器、排风消声器等方式进一步深化改造，预

计11月底完成最终改造。

—5—
受理编号：DC0905012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化工路康化路东 200

米董氏公司，砂石料场，扬尘噪声，一天 24小
时不间断。希望明确回复，尽快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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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6日 14时许，十八里

店地区会同区生态环境局、区城管委进行了
现场检查。经现场核实，董氏公司在 2022年
5月将该地块南侧部分交由沈明、赵雪贤夫妇
做建材销售点，经营出售沙子、步道砖等，现
场存在堆放沙子、步道砖等杂物且未苫盖的
情况。

是否属实：属实
是否办结：已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9月6日，董氏公司已对

沈明、赵雪贤夫妇作清退撤场处理，西直河村
委会组织力量将场地内易产生扬尘的沙子、步
道砖等杂物全部清理完毕，对现场未苫盖的裸
露场地全部苫盖完毕并做洒水降尘等工作，现
扬尘噪声问题已解决。

下一步，十八里店地区将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坚决落实属地责任。（1）从源头上严控，
提高区域租赁准入门槛，对于不符合环保政
策的企业坚决清退取缔，董氏公司租赁点位
已不承担临时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的功能，
将责成西直河村依法解除租赁合同，落实该
地块绿化等工作；（2）从过程上严管，拟聘请
第三方专家，借助外脑、诊断问题、厘清职责，
明确责任；（3）从责任上严查，对公职人员未
依法履职、不作为、慢作为等违纪行为严肃处
置。二是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加强与区级各
职能部门的横向联动，配合履行好行业监管
责任。三是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提高企业法
治意识，主动配合完成整改工作，对照要求严
格整改到位。

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及被督察对象查处情况公示
—1—
受理编号：DC0906002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大屯街道飘亮广场小

区，地下美食城排烟设备异味扰民。
发生地点（街道/地区）：大屯街道
污染类型：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市民反映的飘亮广场小

区地下天下膳食美食城，位于飘亮购物中心
地下一层，由北京天下膳食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统一经营管理，内设 15个餐饮档口，其中
13个餐饮档口，2个水吧档口。现场检查时，
该餐饮单位 15个餐饮档口正在营业，安装在
广场北侧半地下平台由 15个餐饮档口共用
的 1 台油烟净化器因发生故障没有接通电
源，导致油烟净化设施不能正常使用，使餐饮
档口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油烟未经处理直接
排入大气。

是否属实：属实
是否办结：尚未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1.立行立改。分三个

环节形成工作闭环，一是要求餐饮单位于
2022年 9月 12日前先行对油烟净化设施进行
修复，并于 9月 21日前加装高效净化器，减少
油烟排放和扰民问题，同时，做好周边群众的
沟通工作。二是在整改期间，大屯街道与区
生态环境局将采取电话和微信视频的方式每
日与餐饮单位负责人进行联系沟通，督促整

改进度，每周现场复查 1次。同时，为规范餐
饮单位管理，大屯街道将对垃圾分类和食品
卫生方面进行严格检查。三是更换油烟净化
器后，大屯街道与区生态环境局将于 9月 22
日对餐饮单位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并对油烟
排放情况进行检测，一旦超标将依法进行行
政处罚。2.源头治理。针对异味较重的“柳
州螺蛳粉”餐饮档口，区生态环境局约谈餐饮
单位，该单位表态改变经营内容，9月 8日“柳
州螺蛳粉”餐饮档口已改变为“够粤”粤菜餐
饮档口。3.统筹联动。大屯街道加强与区生
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的联动，督促餐饮单位
加强自身管理，落实环保法规，保证油烟净化
器正常使用并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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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编号：DC0906010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合生国际花园东区，

底商排烟设备油烟异味扰民。
发生地点（街道/地区）：双井街道
污染类型：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合生国际花园东区底商共

有 7家餐饮企业，1家尚未营业，6家正常经
营。区生态环境局对 6家餐饮企业进行了油
烟检测。根据检测报告结果显示 6家餐饮企
业油烟检测结果均达标。

是否属实：部分属实

是否办结：尚未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双井街道、区生态环境

局要求涉案单位加大净化器及排烟管道的清
洗频次，确保油烟净化器运行正常，定期对
楼顶露台进行清理。由专业第三方进行现
场踏勘，如现场情况满足安装条件，预计于 9
月 22日前对该区域餐饮企业加装油烟在线
监控设备以及油烟净化装置。后续，将跟踪
整改进度，改造完成后，进行油烟复测，确保
油烟达标排放。扎实落实好监管责任，深入
了解周边居民诉求，督促企业加强油烟净化
器的维护。

—3—
受理编号：DC0906014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UHN国际村小区目

前正处于施工阶段，施工工程预计毁坏现有绿
地及树木，希望制止，保留绿地。

发生地点（街道/地区）：太阳宫地区
污染类型：生态
调查核实情况：UHN国际村小区北侧围

墙正在进行修缮施工，该修缮工程已在太阳宫
地区办理相关手续的备案并纳入日常监管。
存在问题：一、现场存在施工围挡搭设不规范
的问题。二、施工中可能对树木毁坏，经核实
建设单位已得到绿化局批准并下发的《北京市
树木砍伐许可证》编号[2022]（朝）106号，不存

在非法砍伐树木问题。三、存在因施工毁坏绿
地及堆物堆料的情况。

是否属实：部分属实
是否办结：已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9月 7日下午太阳宫地

区制定处理整改意见如下：要求 UHN 国际
村业委会和施工方立即规范围挡，设置警戒
线，已整改完毕；已及时修复毁坏绿地。要
求北京金地格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UHN
国际村业委会、久鑫加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参照整改。

—4—
受理编号：DC0906016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王四营地区沥青厂

（DC0830013）公示的举报内容及处理结果不
满意，非伪造环评报告，应为环评报告自称丢
失，至今未补办或重办，1998年投产未验收，直
至 2019年才自主验收，二十一年间存在未验
收先投产的情况，2014年后，两次增加生产线
设备，属重大变动未报情况，希望依法查处。

发生地点（街道/地区）：王四营地区
污染类型：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经核实，北京市生态环境

局（原北京市环境保护局）1993年依法依规作
出该企业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经各相关
部门及企业多次查找均未找到该单位环评报

告。对于环评报告丢失问题，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
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对于已审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遗失的情
况，无补办环评报告的要求及程序规定。该
企业于 2019年进行了自主验收。根据《北京
城建沥青混凝土有限公司（原北京市道桥工
程公司沥青搅拌站）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小组
意见》，“建设项目性质、工艺、地点未发生变
动，为适应环境保护要求，增加污染防治设
施，不属于重大变动。”2019年以来，区生态环
境局执法人员检查过程中未发现该单位增加
生产线设备。

是否属实：部分属实
是否办结：已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一是拟对该单位区域

内噪声、颗粒物等空气质量监测点位进行补
充安装。二是通过联合执法，加大对该企业
的监管力度，发现违法问题严肃处理。三是
搭建互动平台，在符合生产安全条例的前提
下邀请部分市民参观车间。四是向企业宣
传环保相关法律法规，督促企业加强生产管
理，规范生产作业各个环节。五是规范运输
车辆，采取密封苫盖等方式，减少运输过程
中异味扰民。六是责成企业积极配合市、
区、乡政府相关部门做好各项检查、检测工
作。

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及被督察对象查处情况公示
—1—
受理编号：DC0907001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天力街 16号楼 10号

富力城兰丰串儿局，是否具有环评资质不详，
目前属试营业阶段，炭烤味道浓烈，距离居民
楼很近，异味扰民。

发生地点（街道/地区）：双井街道
污染类型：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兰丰串儿局营业执照名

为北京兰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范
围为餐饮服务，2022年 9月 7日试营业，依据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2021年版)》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
类管理名录>北京市实施细化规定（2022年
本）》，烧烤店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管理，无需进行环评公示。区生态环境局委
托北京中环普天环境监测中心对该单位油烟
进行了检测，根据检测报告结果显示油烟排

放达标。
是否属实：部分属实
是否办结：阶段性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双井街道以及区生态环

境局与该单位进行沟通协调，该单位已于2022
年9月8日取消碳烤项目，拟改为气烤，目前该
单位已经停业，将进行气烤设备采购及燃气管
道改造，预计 9月 29日前完成改造。后续，将
跟踪整改进度，要求该单位再次营业前，进行
油烟复测，确保油烟达标排放。加大对该单位
监管力度，拟加装油烟在线监控设备以及油烟
净化装置，促进该单位形成日常检查记录制
度，进一步落实监管职责。

—2—
受理编号：DC0907003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劲松9区908室，距离

东二环光明桥到广渠门桥路段较近，夜间大货

车行驶噪音严重，预估噪声达到 70-80分贝。
希望降低噪声。

发生地点（街道/地区）：双井街道
污染类型：噪声
调查核实情况：区交通委于 9 月 9 日上

午组织召开了工作协调会，市城市道路养
护中心、朝阳交通支队和双井街道参加了
会议，对相关居民楼和道路建设及管理情
况进行了核实，对东二环噪声污染治理责
任进行了梳理。该举报信访案件反映的问
题属实。

是否属实：属实
是否办结：阶段性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双井街道将对接区生

态环境局协调第三方专业机构针对噪音扰民
制定检测方案，并开展检测工作；区交通委已
将相关情况及时上报市城市道路养护中心，
该部门表示将采取铺设降噪沥青、井圈周边

整治等方式，结合道路大修计划对东二环通
行质量进行提升，减少因道路原因而形成的
交通噪音；朝阳交通支队将相关诉求上报市
交管局，将联合东城交通支队加大对违规驶
入二环货车的处罚力度，尽快解决噪音扰民
问题。

—3—
受理编号：DC0907006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管庄地区与通州区边

界处，京贸国际小区围墙排水口位置经管庄地
区以水泥封堵，使小区污水无法排出，使得目
前小区车库倒灌污水，恶臭刺鼻。

发生地点（街道/地区）：管庄地区
污染类型：水
调查核实情况：事发地点位于司重沟，司

重沟属于管庄地区自管沟渠，功能为雨水行
洪，与通惠河直通，连通处位于管庄地区辖区，

排口位置位于老八里桥东南侧。现场情况为
通州区京贸国际小区节污阀损坏，导致污水直
接排入司重沟，造成污水直排通惠河。

是否属实：属实
是否办结：已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9月 8日，市水务局组

织区水务局、管庄地区及通州区相关部门召
开现场会研究解决方案。经市水务局调度，
会议确定通州区落实整改方案。一是由通州
区相关部门制定小区临时抽排方案，保障小
区居民正常生活；二是通州区加快制定相关
小区排污永久方案，彻底解决污水排放相关
问题。

管庄地区将积极配合通州区解决小区污
水排放相关工作，尽快恢复小区正常生活。同
时管庄地区对通惠河八里桥下游排水口及司
重沟周边强化巡逻检查，确保污水不被排入通
惠河，发现异常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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