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连续抢修16小时恢复居民用气

学习宣传落实市党代会精神·疏解整治促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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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近日，记者从朝阳区获悉，
王四营乡启动化工路沿线疏解
整治提升工作， 预计腾退20余
万平方米， 将为朝阳连接城市
副中心廊道增绿12万平方米。

紧邻化工路西侧， 一个月
前还人气红火的天宝旧货市场
成了一片空地， 工作人员正忙
着清运垃圾。 王四营乡相关负
责人介绍， 这里原是经营20多
年的古旧家具、 小商品的批发
交易市场， 乱停车影响着周边
交通和环境秩序 。 拆除从7月
初正式启动， 仅用了20多天就
拆除完毕， 缓解了困扰周边20
多年的交通和环境问题。 拆除

后的空地在满足道路建设的基
础上， 大部分都用于绿化， 将
来与道路东侧的绿地 “个园 ”
共同构成化工路的绿色两翼。

据介绍， 化工路规划为城
市主干路， 全长6.6公里， 其中
王四营辖区内道路占60%， 包
括天宝旧货市场在内， 道路沿
线将腾退商户180多户 ， 建筑
面积达到20多万平方米。 完成
腾退后， 将依托化工路沿线现
有绿地进行整体设计， 把留白
空地建设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
街边公园。 到明年上半年， 通
往城市副中心的廊道上将增添
12万平方米新绿。

今年年初， 王四营乡道口
村拆除小区北侧5000余平方米
占道市场， 修建了一条300多米
的柏油马路， 打通了小区居民
向北出行的断头路。 村里还整
治疏通了灌渠西侧路等周边道
路 ， 加上腾退拆迁占道建筑 ，
保障了双桥路和京哈高速辅路
的改扩建工程， 基本实现了小
区环状路网交通微循环。

今年1至7月， 王四营乡腾
退出租大院、 区域性市场、 再
生资源回收站、 一般性制造业
等 23家 ， 完成全年任务超七
成。 预计10月底前， 王四营乡
将完成全年疏解任务。

□本报记者 孙艳

朝阳连接副中心廊道
再增绿12万平方米

大兴拆违748万平方米全市第一

日前， 西单街头的一处名为 “绿水青山” 的雾喷水雾景观格外受
人喜爱 ， 营造出如梦如幻的效果 ， 引得市民纷纷在水雾前自拍
享受凉意。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博雅 通讯员 修言

卢沟桥街道8月底完成煤改电工作

西单雾喷水雾景观如梦如幻

在大兴区的黄亦路上， 两
所高校对门而建， 小商小贩也
相中了这块 “宝地 ”， 占道经
营现象严重， 影响交通、 周边
居民出行， 举报电话几乎天天
有。 如今， 经过整治， 学校门
口不见小商小贩 ， 秩序井然 ，
居民投诉举报电话为零。

为切实提升区域人居环境
质量，大兴区就占道经营等“大
城市病”病灶开展重点整治，坚
决打击无照经营、 店外经营等
环境秩序违法行为。 截至7月，

大兴区治理占道经营17362件，
在全市综合排名第一。

大兴区城管执法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整治过程中， 通过
建立占道经营点位明细台账 ，
与市级对接， 确保市、 区 “一
本账 ”， 对照台账明细 ， 结合
实地巡查， 将点位标注在地图
上， 每周持续调度巡查， 通过
重点点位的治理， 提升群众满
意度。 目前， 全市挂账的24个
重点点位的整治已全部完成 ，
处于 “持续良好” 阶段。 城管

热线96310市民举报大兴区占道
经营类数量同比大幅下降， 下
降幅度达到50%。

大兴区还将从群众实际需
求出发， 新建一批 “一刻钟服
务圈 ”， 本着 “见缝插绿 、 空
中建绿” 的原则， 新建一批小
微绿地、 屋顶绿化， 增加新城
地区群众身边的绿色空间， 以
“绣花功夫 ” 治理城市难题 。
同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提升 ，
重点解决环境脏乱等问题， 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标准全覆盖。

运用“落图制”动态监控新增违建

“我住德内大街265号楼。 家
中的燃气不能用了。” 近日， 燃
气集团一分公司西城一所在清晨
5时左右接到同一居民楼多家用
户报修称无气， 西直门站站内职
工郎鑫禹拿起工具袋赶往现场。

在有限时间内逐户排查
在确认用户家中燃气阀门处

于打开状态后， 郎鑫禹在该楼有
分段阀门的住户家中检查， 发现
阀门仍处于打开状态。 “我得对
该楼调压箱进行进一步检查 。”
有多年工作经验的郎鑫禹在打开
箱门的一瞬间， 发现水从调压箱
放散口不断流出。

西直门站站长邝岩一边上报
情况， 一边组织职工赶往现场进
行抢修， 同时， 所领导安全员、
客服员、 计量员前往支援， 督查
指导、 安抚用户情绪、 维持现场
秩序。 西城一所所长董万祥组织
人员逐户排查。 经过1个小时的

排查， 职工找到了 “罪魁祸首”，
该楼三楼一用户私接热水器， 将
水管错接入燃气管道， 致使主管
道进水， 蔓延到外线， 水压顶到
调压箱放散口流出， 最终导致该
楼96户居民家中无气。

紧急情况下用嘴吸油污
“排除隐患尽快恢复用户正

常用气， 也要尽可能减少用户损
失。” 副所长彭文杰说。

由于管道进水严重， 不少用
户家中灶具也存在进水现象， 为
了避免灶具严重受损， 职工蹲在
地上， 一口一口地用嘴将灶具中
存留的污水吸出来。 由于长时间
接触油烟， 职工忍不住干呕， 但
是他们却没有半分钟的停歇。

当日19时30分， 排水、 更换
表具完毕， 职工们开始逐户挂压
进行复气、 放散点火。 21时30分
左右， 部分单元恢复正常用气 ，
次日， 中午12时全部恢复供气。

在丰台区沟桥街道大井社
区， 电力工人顶着炎炎烈日， 登
上几米高的电线杆进行煤改电户
外线路改造工作……该街道煤改
电工作从今年3月份开始， 经过
入户调查 、 购买设备 、 线路改
造、 设备安装等环节， 全年煤改
电工作将于8月底完工。

在施工现场的一角， 几位居
民看着现场的施工情况满是期
待。 从小在这片平房中生活的赵
女士说： “以前冬天取暖都是靠
烧煤， 今年冬天就可以用电取暖

了 ， 最大的安全隐患就不存在
了。” 年过六十的张大爷则在一
旁搭腔： “不仅安全隐患没了 ，
也有利于环境保护， 再说政府的
补贴很实在， 我们都能接受。”

“居民家的线路改造由街道
负责， 丰台区供电公司负责户外
线路改造。” 街道相关负责人介
绍， 根据每户情况， 街道会给出
居民煤改电设备选择的建议。 截
至目前， 卢沟桥街道已经完成五
里店一社区等七个社区的煤改电
居民信息再核实等工作。

通过 “落图制” 动态监控， 有效遏制违法建设， 今年以来， 大兴区拆除违法建设
748万平方米， 完成量全市排名第一。 日前， 大兴区副区长李强介绍， 大兴区为落实
“疏解整治促提升” 专项行动， 将涉及的八项内容细化为14项重点整治任务。 其中，
占道经营整治、 无证无照经营整治、 “散乱污” 企业清理、 群租房治理等6个行动，
均已完成全年任务， 在全市名列前茅。

以镇域为单位， 对全区所
有范围内未拆迁村庄街道、 胡
同、 宅院各类建筑进行全覆盖
式记录 。 在违法建设管控方
面 ， 大兴用上了高科技手段 ，
建立了 “落图制”。

大兴区住建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 “落图制” 就是利用无
人机低空倾斜摄影航拍 ， 按

照村庄分别采集目标区域内
航 拍 图片 ， 形成各村村域的
1 : 1000数字正摄影像图 、 线
划 地形图 ， 同时制作分户影
像图。

根据影像图， 以村庄为单
位， 建立三维立体模型和街景
图。 通过现场采集的每户信息
与立体模型进行整合 、 编号 ，

形成 “一户一档 ” “一村一
册 ”， 实现了三维漫游 、 查询
定位 、 距离量测 、 面积量测 ，
二、 三维场景的对照对比， 以
及二 、 三维数据的漫游联动 ，
以各种组合视图观察院落档案
数据 ， 及时获取新增违建信
息 ， “露头就打 ”， 确保其保
持 “零增长”。

在工业大院、 违法建设拆
除后， 大兴区正着力结合各镇
街实际情况， 开展土地发展研
究 ， 重点构建生态空间格局 ，
打造绿色发展环境。 大兴东部
的瀛海镇， 总体布局 “即拆即
绿 ” ， 将绿色产业提前谋划 ，
缩短了 “留白” 时间， 减少了
管控成本， 推进镇域快速走向
绿色发展。

瀛海镇的笃庆堂村， 当年

最繁荣时， 工业大院的企业达
到47家。 村民出租房屋里还有
几十家小作坊， 没有绿地、 污
水横流、 拥挤得进不来车。 村
党支部书记杨国林回忆， 村里
最多的时候有50人清理垃圾 ，
一年这笔费用就得 200万元 ，
远超过收上来的房租。

在笃庆堂村拆除现场， 建
筑垃圾粉碎作业正在运行。 目
前 ， 瀛海镇7个工业大院房屋

拆除工作已基本完成， 拆迁现
场产生约400万方的建筑垃圾。
为有效消纳这些建筑垃圾， 该
镇启动了建筑垃圾粉碎项目 ，
积极探索建筑垃圾二次利用 。
对于拆除腾退区域， 瀛海镇镇
长徐振涛介绍， 该镇在推动集
体土地入市的同时， 将剩余土
地分步实施 ， 打造绿色空间 。
同时引进新能源汽车园等项
目， 不让低端产业死灰复燃。

点位控制整治占道经营 举报电话降幅50%

违法建设变绿色产业 根治低端产业聚集

“落图制”实时掌握建筑形态 违建“露头就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