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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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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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编号：DC0910009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9月 10日，市民来电

反映：管庄东里60号，小区旁朝阳医院建设工
地，施工噪声扰民，晚上工地照明影响正常休
息。

发生地点（街道/地区）：常营地区
污染类型：噪声
调查核实情况：经常营地区核实，朝阳医

院东院建设项目现场处于楼内机电调试和楼
外给排水、道路等施工阶段。楼外给排水、道
路等工程施工阶段，产生噪声的环节主要是临
时道路破碎。其他施工环节，如沟槽开挖和管
线敷设等工作，基本上无噪声，严格按照施工
许可时间（早 6：00至晚 22：00）进行施工。楼
外给排水、道路等施工预计在10月底结束。

此外，夜间楼内照明为楼内正式照明24小

时测试，已于 8月份测试完毕。目前，晚 22时
前，施工单位安排专人负责，按时关闭楼内正式
照明，仅保留室外路灯和楼内楼梯间照明。

是否属实：部分属实
是否办结：已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常营地区和区住建委采

取以下措施：
关于施工噪声扰民问题，一是要求施工单

位采取有效措施，施工作业应当优先使用低噪
声施工工艺和设备。二是严格控制临时道路
破碎的施工时间，减少噪声作业。继续严格规
范施工时间，杜绝晚22：00至第二日早6：00期
间的任何施工，避免因施工噪声和临时照明对
居民生活产生不良影响。三是继续加强夜间
和凌晨巡查管控力度，对夜间施工展开不定期
抽查，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置。四是采用施

工工地现有监控摄像头，在一天 24小时内不
定期对施工情况和工地照明情况进行检查，确
保反映问题整改到位。

关于晚上工地照明影响正常休息的问
题，要求施工单位进一步排查，每日 22时前，
除必要的室外路灯和楼内楼梯间照明外，关
闭其他照明设备，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周边居
民的影响。

第十三批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及被督察对象查处情况公示
受理编号：DC0911007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崔各庄新建的首开金

茂望京樾楼盘每天施工，噪声扰民，扬尘严重。
发生地点（街道/地区）：崔各庄地区
污染类型：大气、噪声
调查核实情况：经核实，崔各庄地区首开

金茂望京樾项目已依法取得施工许可证，并于
2022年9月3日进场施工。目前首开金茂望京
樾项目处于基坑支护桩施工及临时性建筑搭

设阶段，施工现场无渣土外运。调查发现场内
产生噪声的主要工序为打桩机施工，该工序专
项方案、施工工艺及现场管理制度符合建筑业
规范要求；现场无夜间施工行为；施工现场局
部土方未按要求苫盖严密，降尘措施未设置齐
全。

是否属实：部分属实
是否办结：已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崔各庄地区采取以下措

施：
一是要求施工现场所有施工车辆、发电

机、打桩机等施工机械停止施工，对工地范围
内所有裸露土部位进行100%苫盖。

二是对该项目参建各单位负责人进行谈
话，督促施工单位合理安排施工工序及作业时
段，并严格按照规定控制噪声排放，同时严格
落实“门前三包”、裸土苫盖和车辆清洗等扬尘
治理措施。

三是加强施工单位与居民的信息沟通，社
区居委会搭建平台，施工单位及时将施工进
度、施工工序进行告知，设置专线值班电话，及
时接听周边居民投诉意见，第一时间反馈现场
立行立改。

四是采用施工工地监控摄像头，在一天
24小时内不定期对施工情况进行检查，确保
反映问题整改到位。

五是针对施工现场局部土方未按要求苫

盖严密，降尘措施未设置齐全的问题，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对施工单位罚
款伍万元，并要求责令整改。目前，该问题已
整改完成。

下一步，将全面加大巡查检查力度，举一
反三，强化以案为鉴警示教育、引导施工单位
合理安排施工程序，科学安排施工时间，严格
遵守施工建设各项规定，从源头上杜绝施工噪
音和扬尘等扰民现象。

第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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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0912001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翠城馨园东区附近的

起航国际幼儿园木地板施工，一公里外也能闻
到刺鼻气味，且施工噪声扰民。

发生地点（街道/地区）：垡头街道
污染类型：大气、噪声
调查核实情况：垡头街道该信访案件所反

映的点位在朝阳区垡头翠城馨园 115号楼起
航国际幼儿园院内。院内空地铺设了防腐木
地板，约 380平方米。9月 10日白天对该木地
板使用电动工具进行抛光作业，9月11日白天
进行了喷涂木蜡油作业。施工方在抛光作业
时使用电动打磨工具，产生噪音扰民现象，刺
鼻气味现象为养护木地板的木蜡油散发出味
道。因抛光作业已于9月10日白天结束，目前
施工噪音扰民问题已消除，但现场仍然可以闻
到木蜡油味道。9月 12日，在“社区居民微信
群”内已有部分居民反映此问题，社区及起航
国际幼儿园于群内第一时间做居民工作并向
居民发布致歉信。

是否属实：属实

是否办结：阶段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垡头街道采取以下措

施：
1.针对施工扰民现象，立即到现场进行检

查，明确要求起航国际幼儿园做好居民解释工
作。

2.针对刺鼻气味现象，明确要求起航国际
幼儿园对所使用的木蜡油产品提供检验报告，
向居民做好解释工作。并且要求园方利用风
扇加速空气流通来缩短木蜡油干燥时间，快速
散去木蜡油气味。

3.9月 14日经现场复核，起航国际幼儿园
已经按照整改要求完成场地清理。针对木蜡
油异味问题，已将园方使用的木蜡油样本送往
国检测试公司进行有毒有害物质检测，预计
10月7日出具检测报告，届时垡头街道将立即
向周边居民及幼儿园家长公示检测结果，并根
据检测结果对相关责任单位进行进一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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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编号：DC0912003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金蝉里 22号院，物业

公司首创吉润总公司在小区内建自行车充电
桩，侵占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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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所反映的点位，位于垡头二区社区格林莱
雅小区，物业管理单位名称为北京市首创吉润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该小区是商品房小区，居
民432户，电动自行车实际保有量118辆，现有
充电接口 22个，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存在较
大缺口。

物业选定在小区东侧围墙边约 40平方米
的绿地建设车棚。2022年9月12日，物业启动
实施小区充电车棚建设前期准备工作。施工
人员在进行场地平整过程中，引发了部分居民
的反对，立即停工，撤出了绿地。

是否属实：属实
是否办结：已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垡头街道采取以下措

施：
1.立即到现场进行检查，要求北京市首创

吉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立即停工，9月13日恢

复现场绿地，9月14日绿化补种完成。
2.明确要求责任方做好绿地保护工作，杜

绝出现破坏绿地等行为。
3.在新建充电车棚时做到不侵占绿地，杜

绝类似问题发生。新建充电桩将另外选址，确
保不占用任何绿地。

目前，垡头街道引导小区居民到附近充电桩
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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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编号：DC0912005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朝馨家园东里七区 9

号楼北侧，物业公司在小区内建自行车充电桩
侵占绿地。

发生地点（街道/地区）：东坝地区
污染类型：生态
调查核实情况：东坝地区经核查，“朝馨家

园东里七区”，实为“朝新嘉园东里七区”。朝
新嘉园东里七区于 2022年 7月 29日启动建设
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施工单位为北京市朝阳
三建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期间，有居民通过

“接诉即办”已反映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侵占

绿地行为，接到居民反映后，东坝地区于 2022
年 8月 2日责令建设单位停止施工，至今未再
进行建设。

是否属实：属实
是否办结：阶段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东坝地区采取以下措

施：
一是继续针对小区情况进行调研及实地

踏勘，并于 9月 13日召开工作会，明确该项目
继续停止施工，并做好现场保护及裸地苫盖工
作，坚决杜绝扬尘扰民情况出现，做好群众解
释工作。

二是持续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作用，构建社
区联系居民的纽带和桥梁，适时组织召开“再
动员、再宣传”会议，系统说明电动自行车充电
安全隐患及小区迫切需要解决的充电问题，争
取更多居民的理解与支持。

三是积极与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区园林绿化局
等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寻求解决路径，从根本
上解决的电动充电设施建设所需用地不足的
问题。

第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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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0913008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东区国际1、2号楼距

离慈云寺桥30米左右，每天晚上23点以后路过
的大货车鸣笛声严重扰民，堵车的时候更加严
重，各种渠道诉求无果。希望安装隔声屏障。

发生地点（街道/地区）：八里庄街道
污染类型：噪声
调查核实情况：八里庄街道东区国际小区

于 2005年建成，位于四环内（慈云寺桥西南
角），相关居民楼与四环辅路距离超过 60米，
存在交通噪音。

是否属实：属实
是否办结：阶段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八里庄街道办事处反

馈，东区国际建设单位前期已通过安装双层真
空隔音窗的措施，提升室内环境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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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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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联合城管执法局和交通执法总队加大对
违规驶入四环大货车的处罚力度，尽快解决噪
音扰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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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编号：DC0913009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市民来电反映，樱花

园社区甲8号附近有个密闭式垃圾桶站，每天
早上 4、5点垃圾装卸和清理工作产生的噪声
扰民，希望搬离，彻底解决噪声扰民问题。

发生地点（街道/地区）：和平街街道
污染类型：噪声
调查核实情况：经和平街街道查实，该案

件反映的地点为区环卫中心所属的北京市朝
阳区和平街街道樱花园密闭式清洁站。该密
闭式清洁站于1998年2月投入使用，属小区配
套环卫附属设施，其主要功能为负责及时有效
的收集转运周边社区产生的生活垃圾，该站每

天对站内设备、垃圾箱进行自查。建设标准符
合北京市相关规定。

是否属实：属实
是否办结：已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依据《北京市市容环境

卫生条例》第六章第七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环境卫生设施。区环卫
中心就噪音扰民问题做出如下整改措施：

1、早7点至晚18点作业。
2、作业工位铺设地垫。
3、要求进站保洁员轻拿轻放垃圾桶。
4、加强日常巡查。
5、属地加强保洁人员管理，配合清洁站的开

门时间，七点以后开始倾倒垃圾，期间做到不
大声喧哗。

6、同属地做好良性沟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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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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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编号：XC0913001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团结湖北头条8号楼
印巷小串餐厅，经常营业到凌晨，噪声扰民，同
时产生有害烟雾和气体，使得附近居民无法开
窗，厨房排污地沟紧挨自来水井，担心造成水
污染。希望予以解决。

发生地点（街道/地区）：团结湖街道
污染类型：大气、噪声、水
调查核实情况：团结湖北头条8号楼印巷

小串营业结束时间为晚上 11点 30分，因部分
食客聚集聊天存在噪音。该单位主营烧烤，后
厨设备包括自带净化设施的电烤炉一台、四眼
煲仔炉一台、双眼灶一台，并安装有一套油烟
在线监控设备。烹饪过程中产生的油烟废气
经安装在房顶的风机和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排
放，风机出口在房顶南侧边缘，远离居民楼一
侧。餐厅厨房通过内部排污地沟将污水排入
小区外部污水井，自来水井位于餐厅外小区内
部路西侧，距餐厅（排污地沟）约 4米，打开后
自来水井内无水。

是否属实：部分属实

是否办结：阶段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该单位噪声检测结果

昼间达标，夜间因背景噪声超过 45分贝，设
备开启前后噪声差值小于 3分贝，无法判断
是否超标。团结湖街道已委托区生态环境局
于 9月 16日聘请专家进行现场调研指导，提
出进一步降噪治理建议，并督促该单位采取
加装隔音棉等降噪措施，预计 9月 21前整改
完毕，在整改完毕前晚十时闭店等措施降低
对居民的影响。该单位油烟检测结果符合国
家标准，目前已对该单位的油烟净化设施进
行实时监管，超标即刻依法处理。该餐厅排
污地沟与餐厅外自来水井并未紧邻，且自来
水井内无水。团结湖街道已要求该餐厅委托
第三方机构对自来水井供水范围内用户进行
取样检测，预计 9月 23日出具采样结果，同时
团结湖街道已要求社区在自来水井供水范围
内楼房张贴无污水排放告知书，下一步待水
质检测结果出具后，社区将第一时间公示检
测结果。

本报讯（记者王佳） 日前，我区举办
“强国复兴有我”——“朝之花”巾帼宣讲
团王四营地区线下宣讲活动，以“巾帼心
向党 喜迎二十大”为主题，宣讲来自我区
各行业的榜样女性、最美家庭在各自岗位
和家庭中的事迹故事，展现女性风釆，凝
聚新时代巾帼力量。

活动中，朝阳区最美家庭代表郭鹏家
庭以“来自奥运路上的体育之家”为题，讲
述自己的冬奥会服务保障工作经历和家庭
成员热爱体育运动、相互尊重理解的文明
风尚。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获得者、朝
阳区民兵巾帼志愿服务队队员付潇潇以

“幼儿园的‘女战士’，孩子们的‘大英雄’”
为题，分享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国庆阅兵以及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志

愿服务工作的特殊经历……宣讲员以真实
感人、声情并茂的宣讲，赢得了在场观众的
阵阵掌声。

目前，“强国复兴有我”——“朝之花”
巾帼宣讲团已走进朝阳区街乡开展 20余
场宣讲活动，宣讲团成员均为近年来我区
各行各业涌现出的全国“三八”红旗手、全
国巾帼建功标兵、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
获得者、朝阳区“巾帼之星”等女性先进典
型，以及全国、首都和朝阳区最美家庭代
表。区妇联将继续组织宣讲团成员通过基
层巡讲、新媒体矩阵传播等方式宣传优秀
女性、家庭榜样事迹，用榜样力量激励全区
广大妇女建功立业，弘扬爱国奋斗奉献的
崇高精神，凝聚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巾帼力量。 记者 张正晔摄

主题宣讲凝聚巾帼力量
本报讯（记者张慧娇）近日，

黑庄户乡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活动，
通过快板表演的形式，让移风易俗
的观念深入人心，在全乡上下形成
崇尚文明、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

“黑庄户乡在朝阳，日出东方
美名扬，交通便利达四方，历史粮
仓业辉煌”“万亩花海鸟语香，宫廷
金鱼销他乡，文化产业新领航，音
乐悠扬百年长”“破除陋习和陈规，
文明婚丧不浪费，勤俭持家好传
统，倡导文明人更美”……移风易
俗宣传活动在节奏欢快、朗朗上口
的快板声中启动。从文明婚丧到
垃圾分类，从勤俭持家到美丽乡村
建设等，两位志愿者传唱着乡规民

约，将现场的观众带入到学习新
知、移风易俗氛围中。

“快板的形式通俗易懂，让我
们了解了很多移风易俗的知识。
我们也要响应号召，争做文明新风
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村民尹梓瑄
说道。

“快板结合了黑庄户乡特色和
乡规民约，是志愿者们自编自唱而
成。”黑庄户乡相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可以通过这种艺术形式，把移风
易俗理念传播到更多人心中。

乡村振兴之移风易俗移风易俗

“快板”唱新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