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理僵尸车， 增设护栏； 拆
除违建， 建设花园绿地； 保留原
汁原味的文化元素……东城区一
系列的环境整治措施， 为本地居
民打造了优美的生活环境。

狭窄胡同交通顺畅了
在南门仓胡同， 新安装的护

栏隔出自行车道， 机动车道和自
行车道上的车辆有序行驶， 道路
两旁没有随意停放的车辆。 据了
解，在此之前，道路两旁有一些僵
尸车， 且经常有快递公司的大货
车占道装卸货物， 影响附近居民
出行， 同时也造成陆军总医院南
门门口拥堵等问题。

“整顿完之后， 方便了行车
和出门 ， 接送孩子也方便了 。”
一位住在附近的居民表示， 自东
四街道对僵尸车进行清理， 并增
设交通护栏的一个多月后， 周边
环境大有改善。

据了解， 今后将有保安来引
导居民怎样停车， 并进行监督和
管理， 达到车辆停放有序， 居民
出行方便的目标。

600平方米违建变绿地
南门仓胡同， 这条东四街道

辖区里最繁忙的一条胡同， 在一
年前可不是这样。 “以前有6家
小饭馆开在这里， 将小路口堵得
严实， 乱着呢。” 居民张爱丽说。

街长高洪雷介绍，6家小饭馆
占地600多平方米，把胡同的仓南
北巷路口人行道挤得只剩下了一
条小道， 门口还经常停放着各种
送餐的电动车，“过辆自行车都费
劲。 ”最要命的是，由于违建紧临
陆军总医院南门， 运送急症患者
的救护车辆根本不敢从医院南门
出入。饭馆搭起二层楼后，还将步
道上的槐树树冠和枝杈锯掉了大
半，“半边树”特刺眼。

今年， 东四街道拆除违建 、
治理开墙打洞， 6家小饭馆拆除
后， 胡同里一下子敞亮不少。 根
据居民意愿， 东四街道在路口东
西两块公共用地上建设街心小花
园， 摆上了石凳， 铺上了碎石步
道， 建成了小花池。 “按照最初

的园林规划， 应该每500米就有
一处花园绿地。” 高洪雷说。

街道还与专业设计单位合
作， 比照南门仓胡同， 将其他胡
同拆违地建成小型绿地。 这些绿
地主题将突出北京胡同特色， 种
植石榴等老北京胡同院落常见的
花灌木。 同时， 设立一些花池，
为以前背街小巷的卫生死角 “换
脸”。 目前这样的绿地设计约有
80处， 总量近300平方米。

出门再不见脏乱差
在拆除了348平方米违法建

设， 清理垃圾道住人17处， 堆物
堆料和各类垃圾23吨， 拆除私设
灯箱牌匾8处， 关停 “七小” 业
态21家， 清理占道经营2处， 规
范店外经营3处， 清理地下空间
违规出租房屋894平方米后， 家
住前门东小街的李阿姨说： “出
门可算整洁了！”

前门街道办事处主任张黎介
绍，前门东小街东起祈年大街，西
至草厂三条，总长450米，占地面
积8000平方米； 净宽4-4.5米，可
通行机动车辆，为单向通行；北侧
为高台绿化， 约上世纪90年代建
成， 曾进行过翻修。 前门东小街
通过建立环境理事会， 引入志愿
者组织， 建立党委领导， 政府主
导， 社会组织协同， 群众广泛参
与的政府、 居民良性互动的社会
治理结构。 如今， 整治前存在的

机动车停放缺乏秩序， 人行道没
有设置护栏， 绿化系统存在多处
破损等问题都已不复存在。

胡同里的 “小桥流水”
近日， 住在前门一条寻常胡

同里的居民惊喜地发现， 门前多
了一条蜿蜒的小河， 置身其中如
同身处江南水乡。 这就是刚建设
完 成 的 东 城 三 里 河 绿 化 景 观
项目。

从广渠路东城三里河公交车
站向北约200米，就进入了这片隐
藏在胡同里的景观。 吴先生在这
一片住了很多年， 为支持胡同改
造和景观建设， 他服从政府安排
置换到了周边其他小区。 “以前这
里又脏又乱，胡同窄小狭长，夏天
异味很大。 现在改造以后又干净
又漂亮。 ”搬走后依旧常回来散步
的吴先生说， 改造过程中很多原
汁原味的文化元素都保留了下
来，让他感觉很亲切。

据了解， 今年， 东城区将完
成134条主要大街、 512条背街小
巷整治提升； 16条主次干道通信
架空线入地、 21条主次干道电力
架空线入地， 476条支路胡同架
空线入地及梳理工作。 2018年将
整治提升44条主要大街、 250条
背街小巷； 21条主次干道电力架
空线入地； 368条支路胡同架空
线入地及梳理。 2019年将整治提
升243条背街小巷。

“两学一做”

树新风

今年上半年， 全市环保部门
共对固定污染源环境违法行为立
案2225起，处以罚款逾1亿元。 昨
天， 市环保局发布本市环境监察
执法半年情况， 对五大类共十起
VOCs（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行业
环境违法典型案例进行曝光。

市环保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
年上半年， 全市环境监察执法部
门针对大气、 水、 土壤环境违法
行为， 持续加大执法力度和曝光
力度， 保持高压执法态势。 上半
年， 全市环保部门共对固定污染
源环境违法行为立案2225起， 处
以罚款10062.75万元； 实施按日
连续处罚3起， 查封案件229起，
停产限产5起； 加强与公安部门

协作， 开展联合执法， 共办理适
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34起、
阻碍执行职务案件2起、 涉嫌环
境污染刑事犯罪案件20起。

此次发布的十起VOCs排放
行业环境违法典型案例中， 包括
污染物超标排放、露天喷刷漆、未
安装废气净化设施、 废气净化设
施不正常运行、 违反环保相关管
理制度等五大类VOCs排放行业
环境违法典型案例。其中，第一类
污染物超标排放的案例显示，大
兴区环保局对北京天交报废汽车
回收处理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检
查， 并对该公司厂界无组织排放
废气进行检测， 结果显示厂界有
机污染物废气浓度超标。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大兴区环保局对其处以10万元罚
款，并责令限期治理。

今年下半年， 全市环保部门
将继续严格执法， 严厉打击各类
环境违法行为 ， 市民也可拨打
12369环保投诉举报咨询热线 ，
积极举报身边的违法排污行为。

东城区“百街千巷”环境整治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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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乐享老胡同的新面貌

西城区环境建设办党支部：

用环境治理成果检验教育成效

今年2月 ， 随着一声巨响 ，
一辆挖掘机把位于西城区德胜地
区安德里北街路南侧的烟酒零售
店拆除了。 这是近年来西城区环
境建设办的一个工作缩影。“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城区
环境建设办党组、 支部聚焦强化
党性观念、 聚焦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聚焦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以促进中心工作成果作为检验教
育成效的标尺， 有力推动了区域
城市品质提升。

市民有了更多休闲空间
“我们每天都来这里乘凉 ，

比在家吹空调舒服。” 入夏以后，
家住天桥的罗先生说。 除了天桥
地区的居民，近年来，金融街、什
刹海地区的居民也明显感觉到家
门口的环境变好了。这背后，西城
区环境建设办功不可没。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开展
以来， 西城区环境建设办通过统
筹协调开展环境建设景观提升、
惠民利民、 市政设施、 生态环境
“四大工程”， 打造了金融街、 什
刹海、 天桥等环境达标区域， 完
成了木樨地桥至白纸坊桥绿道、
北二环和莲花河绿廊建设， 为市
民提供了更多的健身娱乐空间。

与此同时， 西城区环境建设
办还打响了环境治理 “拆违、 灭
脏、 清障、 治污、 治乱、 缓堵、
规范市场 、 治理 ‘开墙打洞 ’”
八大战役。 几年来， 连续拆违近
50万平方米， 规范市场70余个，
治理环境脏乱点200余处， 使得
西城区区域城市面貌稳步向好，
群众参与的积极性稳步提高。

半年拆违16.9万平方米
曾经， 南纬路2号院小区内

私搭乱建现象突出， 环境脏乱差
现象严重， 居民要求开展综合整
治的呼声强烈。 西城区环境建设
办党组在走访活动中了解这一情

况后， 实施了南纬路2号院环境
综合整治工程。

西城环境办党支部书记王顺
利表示， 该工程的第一仗就是拆
除违法建设， 区环境建设办党组
积极协调相关单位党委， 多次召
开拆除违法建设调度会， 明确要
求党员干部要把 “两学一做” 的
精神落实到实际行动上。

党组成员、 支部委员主动扛
起责任，在推进“大城市病”治理
等急难险重任务中冲在前、 干在
先，今年上半年，西城区完成拆违
16.9万平方米， 完成治理开墙打
洞259条街巷、4864户， 治理无证
无照占道经营221处，提前半年完
成年度工作目标。

背街小巷旧貌换新颜
不久前， 西城区广内街道达

智桥胡同8号院门楼上的燕子窝
成了附近居民茶余饭后的 “新话
题”。 因为， 这是近十年来头一
回有燕子在此搭窝 。 老街坊都
说， 要不是胡同整治， 环境变好
了， 燕子才不会来这里搭窝。

据悉， 自今年4月5日以来，
西城区环境建设办统筹协调全面
开展了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工
作， 达智桥胡同便是全区1331条
背街小巷之一 。 为做好这项工
作， 西城区环境建设办党组带领
全体党员投入治理， 扎根街巷，
把城市管理的每一件小事都当作
天大的事认真对待， 坚持找准问
题、 精准发力、 精准整改、 稳准
落实， 在胡同整治过程中因地制
宜、 综合施策， 主动了解群众需
求 ， 为群众解决了卫生间上下
水、 院落坑洼等实际问题。

蔬菜的农药残留是不是超
标？银耳、腐竹是不是用二氧化硫
熏过？ 隔夜饭是不是能夺命？ 7月
10日，东城区天坛、永外街道组织
开展的“汇聚东城力量，共创食品
安全示范区”宣传活动上，国家食
药总局等工作人员给出了答案。

食品快速检测平台前， 居民
们带着从农贸市场买来的食品来
检测 。 执法人员为其进行了农
残、 甲醛、 吊白块等6个项目的
检测， 结果显示全部合格。

辟谣展板区和食品安全知识
展示区， 辟谣了一些食品谣言，

普及了日常食品安全知识。 对于
隔夜饭中亚硝酸盐的含量是否会
致癌等关注度较高的食品谣言，
工作人员一一讲解答疑。

不少居民专门研究起伪劣食
品 防 范 “六 字 法 ” ———防 艳 、
白、 长、 小、 低、 散， 即颜色过
分艳丽的食品、 食品呈现不自然
的白色、 保质期过长的食品、 小
作坊式加工企业的产品、 价格明
显低于一般价格水平的食品、 散
装食品， 都是防范对象。 工作人
员还展示问题食品， 教居民练就
一番 “火眼金睛”。

学习宣传落实市党代会精神·疏解整治促提升

食品安全进社区 现场提供检测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