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理河道 近日，顺义区北石槽镇联合镇农业服务中心等相关部门，开展河道清理
联合执法行动， 将位于白浪河良善庄段河道内违法种植农作物全部清除。
清理过程中，该镇推行河长制，并明确各河道分河段责任人和责任科室，建
设“水清、岸绿、安全、宜人”的和谐宜居金色小镇。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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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记者从交通委路政局房山公
路分局获悉 ， 目前 ， 房山区内
G108国道 、 贾金路 、 军红路 、
顾八路、 新泗路、 郑满路、 云居
寺路等7条公路正在集中实施大
修， 涉及房山区9个乡镇， 总里
程57.1公里 ， 预计7至10月份陆
续完工。

此次大修项目， 计划使用节
能环保沥青混合料 14万吨 ， 计
划 回 收 废 旧 沥青混合料 7.7万
吨， 计划循环使用废旧沥青混合
料7.1万吨。

新泗路大修工程首次采用
就地泡沫沥青冷再生施工技术，
旧路材 料 利 用 率 达 到 100% ，
而且大大缩短了施工周期， 减
少因施工对社会交通出行造成的
影响。

此次大修道路中 ， 京昆线
（G108） 是北京通往昆明市的一
条重要放射干线 。 道路贯穿北
京、 河北、 山西、 陕西、 四川和
云南6个省份， 也是一条重要的
旅游干线， 是贯穿房山广大山区
的交通动脉； 云居寺路途经房山
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 六甲房和

下庄， 相交道路主要有房易路、
石水路 、 G5周张路等 ， 同时是
通往云居寺、 十渡等大型旅游景
区的重要干道； 贾金路是通往圣
莲山和百花山旅游景区的游览路
线； 顾八路连接着燕化、 化工四
厂、 中铁房山桥梁厂等重要生产
企业， 是房山区中部一条重要的
南北纵向道路。

本次大修后， 将改善原有道
路路况， 提高道路的整体服务水
平 ， 公 路 路 面 使 用 性 能 指 数
（PQI） 提高20%以上， 增强公路
基础设施的交通承载力。

涉及房山区9个乡镇 预计10月全部完工

G108国道等7条公路集中大修

本报讯（实习记者 唐诗 通
讯员 王祝炫） 记者昨天从石景
山区了解到 ，2015年底启动的
大杂院整治行动已接近尾声 ，
目前最后11处大杂院的拆除工
作正在进行 ，6月底前共528个
出租大杂院将全部“清零”。

6月8日，一份“剩余低端产
业聚集人群大院整治点位公
示”出现在石景山区官方网站、
政务微博上， 这是石景山区建
立拆违项目清单公示制度后 ，
向公众发布的首份 “拆违清
单”。石景山区城管委主任张玉
国说， 建立清单公示制度就是
以向全区人民做出承诺的方式
推进整治违法建设开展， 按期

向全区人民交出答卷。
据了解，石景山区2015年对

全区528个环境脏乱、安全隐患
集中、 低端产业聚集的大杂院
进行整治。截至目前，全区已清
理整治出租大院517处，整治点
位占地面积1568051平方米，拆
除建筑面积714472平方米，全区
9个街道中已有6个全部完成 ，
共完成总任务量的97%。剩余的
11处、共2万余平方米的大杂院
也将于6月30日前完成拆除。

古城南街地区曾是石景山
低端业态大杂院较为集中的地
区， 最多时有18个大杂院夹杂
在该区域中，餐饮经营、汽修等
无证无照商铺由北向南沿街排

开。 今年5月石景山区对此处20
余万平违法建设进行了拆除 ，
因为拆除面积大， 拆除工作将
一直持续到6月底，疏解人口达
到4万余人 ， 这是石景山区单
次疏解人口最多的一次 。 目
前 ， 剩余8个大杂院的拆除工
作正在如期进展。

出租大院整治完成后， 石
景山区拆违重点将向违建重点
难点点位和小区内违法建设转
移。 区城管委副主任冯雅男表
示， 在梳理剩余未拆除违法建
设点位后， 将设立监督举报电
话， 让居民共同监督拆违。 同
时， 石景山区将确保今年底实
现基本无违法建设区目标。

本报讯 （实习记者 闫长禄）
昨天上午， 市交通安全委员会办
公室组织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 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和
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 联合召开
交通安全隐患严重专业运输企业
公开处理大会。

会上，通报了4月份以来全市
交通安全隐患严重的专业运输企
业， 向10家违法突出运输企业下
发了 “重大安全隐患警示牌”，采
取对隐患车辆停车整顿、 在行业
内部进行实名通报， 并分别纳入
对企业年度安全生产和运输质量
信誉考核评价等措施， 严格监督
运输企业履行安全主体责任，认
真落实企业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
任制度和预防事故工作措施。

下一步，围绕本市“查隐患补
漏洞” 夏季预防事故百日整治行
动，公安交管、安全生产、运输管
理等部门将加大对全市运输企业
安全综合检查力度， 加大对企业
安全隐患问题的整改验收力度。

10家重大安全隐患警示单位
分别为： 北京城建混凝土有限公
司，北京天马旅行社有限公司，北
京市中燃兴液化气销售有限公
司，北京信风商贸有限公司，北京
安德京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北
京高客长途客运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北方创业出租汽车有限公
司， 新国线集团北京省际客运股
份有限公司， 中铁快运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公司和北京彩虹瑞峰
搬家有限责任公司。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经过自
下而上广泛参与、层层推荐、严格
审核，昨天，全市共推出了100名
首都“最美少年”。

今年3月起， 首都文明办、市
教委、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
联合在全市开展 “最美少年在身
边———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 ”活
动。全市共选树助人为乐、孝老爱
亲、热心公益、自强自立、科技创
新、拾金不昧、勤俭节约等不同类
别“最美少年”候选人400余名。此
次命名活动也是 “做文明有礼北
京人———市民高雅艺术殿堂文明
行”之“美德少年殿堂行”活动的

一项内容。据了解，首都文明网、
文明北京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将全
方位展示“最美少年”风采。

主办方还将推进学习宣传
“最美少年” 活动， 发动学校、家
庭、社区等各方面力量，通过举办
主题班会、 开展丰富多彩的团队
日活动、开展家庭教育讲座、开展
学雷锋志愿服务等形式， 引导广
大未成年人崇德向善，争做“最美
少年”。 同时， 充分运用报刊、广
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各类媒
介， 户外公益广告及社区楼宇宣
传栏、户外LED广告屏，宣传展示
“最美少年”先进事迹。

石景山区528个出租大院6月底清空

北务镇环境拉练检查现场开“处方”
本报讯（记者 张江艳 通讯

员 耿菲） 近日， 一场大规模的
村庄环境拉练大检查在顺义区
北务镇拉开帷幕，环境办、城管
执法队、四通保洁公司、环卫中
心清运队、 奥格尼克生物有限
公司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联
合检查组， 对全镇15个村的环
境进行了逐一踏查 ，“把脉 ”村
庄环境，现场开具“处方”。

据了解， 此次活动集中检
查了镇域主干路、各村街道、卫
生死角、村庄排水、基本农田整

改、乱堆乱放、村庄交界处的卫
生整治等问题突出地点。 检查
中，执法人员现场点评打分，并
向村党支部书记指出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要求建立整治台账，
明确整改期限，确保发现一处，
整治一处， 相关职能科室和部
门还要及时进行复查， 防止整
治结果反弹。

据介绍， 北务镇十分重视
环境整治工作， 实行每月进行
检查考核， 并对不合格点位进
行曝光，每季度开展拉练检查，

集中检验整治成果。目前，在全
镇推行环境保护网格化管理机
制，把环境监管责任落实到人，
实现日常监管全覆盖、零遗漏，
建立了乡镇干部包村、 村干部
包片的排查整治长效机制 ，确
保北务环境更加优美 ，人们生
活环境不断提升。

10家违法突出运输企业被挂警示牌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通讯员
蔡靳）近日，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司
法所走进育新社区， 向居民宣传
司法行政各项工作职能， 将法律
服务送到居民身边。

现场，司法所通过悬挂横幅、
发放宣传材料、 设立法律咨询台
等形式为社区居民耐心解答法律
问题， 宣传司法行政各项工作职
能。活动中，两名专业律师就居民
日常生活中比较关注的家庭、财
产等法律问题进行详细解答。相
关负责人说，这种“零距离”宣传

活动将司法行政工作的职能特
点、工作举措向群众进行展示，促
进居民对司法行政工作的全面了
解，也搭建了与居民沟通的平台。

西三旗司法所将法律服务送进社区

本市推出100名首都“最美少年”

本报讯 （实习记者 赵思远）
近日，在朝阳区新东街8号首开铂
郡写字楼前，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
稽查大队与市水政监察大队进行
联动执法， 对首开铂郡地下停车
场内极致美车养护中心洗车店和
亮马桥四季公寓写字楼地下停车
场内美车汇美容会所2家洗车店
的用水情况进行了联合检查。

经过现场电导率测试、 关闸
试水等用水调查后， 大队工作人
员发现极致美车洗车店洗车所用
自来水由一支属于普通商业用水

类别（批零贸易）的水表计量，存
在普通商业类别与洗车业类别价
格混用问题， 大队对该户进行了
约谈，并进行了违章水费的追缴。

据了解，自2014年5月本市水
价调整以来， 洗车业作为特殊用
水行业，水价每立方米提高到160
元。水价调整后，稽查大队同市水
政监察大队便建立起针对特行用
水执法检查的联动机制， 严查洗
车用水及循环用水设施等情况。
同时宣传倡导规范、高效用水，避
免水资源的浪费。 赵思远 摄

稽查、水政联动执法严查违规洗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