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 丰台女企业家协会联手丰台饮食住宿服务行业协会、 区内
建会企业共同走进武警北京总队礼炮部队 ， 慰问武警官兵 ， 参
观军史馆。

本报记者 于佳 摄影报道

8月1日， 延庆区最后一座
燃煤锅炉拆除。 该燃煤锅炉位
于延庆区北京玻钢复合材料有
限公司锅炉房内， 建成于上世
纪60年代 ， 有燃煤锅炉4台 ，
为该公司提供近2万平方米供
热， 每年消耗燃煤约6000吨。
延庆区经信委副主任景铁军介
绍， 北京玻璃钢研究设计有限
公司与中关村科技园区延庆园
服务中心合作， 对原有燃煤蒸
汽锅炉进行拆除。 未来， 该公
司将用上市政的集中供暖。

本报记者马超 陈艺摄影报道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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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辖区
污染物排放量大， 治理措施力度
不足， 昨天， 市环保局对东城区
永定门外街道， 西城区广安门外
街道， 朝阳区常营乡， 丰台区东
高地街道、 长辛店镇等14个街道
办事处、 乡镇政府主要领导进行
集中约谈， 要求迅速制定整改方
案， 立行立改， 2个月内报送整
改报告。

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
今年上半年， 在1、 2月份气象条

件极端不利的情况下， 全市以超
常规的工作状态推动落实超常规
工作措施， 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
展。 3-6月得益于气象条件回归
正常和环境效益不断释放， 连续
4个月PM2.5月均浓度达到历史
同 期 最 低 ， 实 现 上 半 年 全 市
PM2.5平均浓度66微克/立方米。
但各区、 各街乡镇不平衡情况较
明显， 剔除1-2月不利气象因素
影响， 3-6月永定门外街道， 张
家湾镇、 广安门外街道、 东高地

街道、 常营乡、 永乐店镇、 韩村
河镇、 琉璃河镇PM2.5平均浓度
在全市各街道、 乡镇中排名倒数
前五名 ， 苹果园街道 、 南法信
镇、 长辛店镇、 青云店镇、 庞各
庄镇、 延庆镇PM2.5平均浓度在
本区排名靠后。

该负责人表示 ， 被约谈街
道、 乡镇普遍存在向社区、 村一
级环保压力传导不到位的问题 ，
村级环境治理责任不明确， 网格
化管理不完善， 没有充分调动起

社区、 村干部的积极性， 没有充
分发挥环保网格员的监管作用。

约谈要求， 永定门外街道 、
广安门外街道、常营乡、苹果园街
道、南法信镇、张家湾镇、永乐店
镇、东高地街道、长辛店镇、青云
店镇、庞各庄镇、韩村河镇、琉璃
河镇街道、延庆镇等14个街道、乡
镇应切实提高思想认识， 进一步
强化属地主体责任， 在全面推进
年度各项治理任务有效落实的同
时有针对性的制定整改措施， 立

行立改 ， 尽快改善辖区环境质
量。 要求被约谈街道、 乡镇迅速
制定整改方案， 并在15日内报北
京市环境保护局， 抄报区政府，
2个月内报送整改报告。

约谈会上， 相关街道、 乡镇
主 要 负 责 同 志 均 作 了 表 态 发
言 ， 表示诚恳接受约谈 ， 正视
问题， 深刻反思， 下一步将强化
整改， 举一反三， 确保大气污染
治理工作落到实处， 不断改善环
境质量。

要求立行立改 两个月内报送整改报告

市环保局约谈14个街道、乡镇主要领导

延庆最后一座
燃煤锅炉拆除

学习宣传落实市党代会精神·疏解整治促提升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8月
1日起， 《北京市旅游条例》 正
式施行， 七类非法一日游将受到
重罚， 最高可罚10万元， 构成犯
罪的还将被追责。 昨天， 东城工
商分局联合东城区旅游委对辖区
内的旅游揽客、 散发非法一日游
小广告等行为进行了突击检查。

正值暑期， 到王府井游玩的
游客熙熙攘攘， 执法人员在一家
快捷酒店内发现了一家经营一日
游的接待点。 现场摆放着各种一
日游的小广告， 长城、 十三陵、

天安门……景点五花八门， 而且
小广告上还印着 “中国国旅” 的
字样。 当执法人员要求其出示营
业执照时 ， 该接待点并没能出
示。 目前， 执法人员已将小广告
暂扣， 并对其涉嫌无照经营展开
调查。

在执法中， 尚未发现追逐 、
拦截旅游者揽客现象。 东城工商
表示 ， 将根据 《北京市旅游条
例》， 在工商的职责范围内开展
执法行动， 维护北京旅游市场的
良好秩序。

东城工商严查非法一日游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第四
届北京世界食品博览会将于8月
30日至9月1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
览中心（新馆）举办。 超过30个国
家和地区的700多家中外参展商
将携各自精选的特色产品齐聚亮
相，展品类别覆盖全食品品类。

2017年北京世界食品博览会
由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以及
科隆展览中国公司再度强强联
袂 。 本 届 总 展 览 面 积 将 达 到
35000平方米以上， 现场将有来
自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700家参展商同台展示， 除了迎
来俄罗斯、 土耳其、 西班牙、 意
大利、 德国、 阿根廷以及波兰等
国家的强势回归和大力支持外，
新晋的新加坡、 法国和澳大利亚
参展商将首次亮相。 就国内参展
情况而言， 今年除河北、 山东展

团外， 浙江省将首次组建展团在
展会期间隆重亮相。

在三天的展期内， 国内外展
商将携各自精选的特色产品齐聚
亮相， 展品类别将覆盖全食品品
类， 并重点力推进口食品大类中
增长势头较强劲的乳制品、 肉制
品、休闲食品和糖果以及水产品、
速食食品、调味品、餐饮服务以及
酒精类和饮料果汁等， 为专业买
家提供更为细分的选择导向。

北京世界食品博览会月底举办

新华社电 今年下半年京津
冀三地环保部门将以解决京津冀
区域大气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
加强对辖区内污染源点位排查，
加大暗查和突击检查的力度，从
速处理环境信访举报案件。

这是记者从天津召开的２０１７
年京津冀环境联动执法工作联席
会议上获悉的。监测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京津冀地区的ＰＭ２．５浓
度同比上升１４．３％，ＰＭ１０浓度同
比上升１３．２％。面对严峻的环保形
势，京津冀三地环保部门表示，下
半年将加强执法联动， 重点严查
燃煤企业污染防治、 工业企业减

排落实、 工业堆场及施工工地防
尘、“散乱污”问题企业整改、秸秆
焚烧控制和移动源污染防治等落
实情况， 对发现的违法问题责令
其立即整改并依法处罚， 形成严
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高压态势。

“今年以来，京津冀三地环保
部门已开展了两次联动执法，共
出动执法人员４万余人次，检查各
类污染源单位４万余家次，发现环
境污染问题２１３８起。”天津市环境
监察总队总队长贾春宁介绍，为
共同打击京津冀区域内环境违法
行为，２０１５年１１月，京津冀三地环
保部门签署合作协议， 建立了京

津冀环境执法联动工作机制，确
定了定期会商、联动执法、联合检
查、重点案件联合后督察、信息共
享等５项工作制度。

按照联席会议部署， 京津冀
三地环保部门将继续围绕区域
性、 流域性、 普遍性环境污染问
题， 进一步拓展三地联合执法的
广度和深度， 加强联防、 联查、
联控力度， 加强污染犯罪惩治力
度， 加强违法案件通报力度， 从
大气污染防治拓展到水和土壤污
染防治， 从 “各查各地” 转变成
“合兵一处”， 实现 “１＋１＋１＞３”
的联动执法效果。

京津冀将加大环保暗查突查力度
下半年严查燃煤企业污染防治 从速处理环境信访举报案件

女企业家进军营

昨天， 挖掘机的响声中，
丰台区卢沟桥乡万泉寺村9万
平方米集体企业开拆， 拉开了
万泉寺村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
拆迁的序幕。 万泉寺村相关负
责人表示， 棚改后计划依托丽
泽金融商务区引入金融关联产
业， 并承接丽泽金融商务区外
溢功能。 另外， 腾退出的地块
还将依据规划进行留白增绿改
善村域环境， 其中绿地部分将
整体纳入金中都公园范畴。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万泉寺村启动
棚改第一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