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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建委启动施工现场扬尘治理大检查

38家施工扬尘严重企业被暂停在京投标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10月1
日至4日， 北京将举办以 “丝路
连世界 欢乐游北京 ” 为主题的
第十九届北京国际旅游节。 记者
昨天从市旅游委了解到， 今年旅
游节将首次邀请北京地区残疾人
代表， 到顺义国际鲜花港观看国
际演出， 同时体验园区的无障碍
设施。

据了解， 本届旅游节的主会
场设在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

另在顺义区、 大兴区、 石景山区
分别设立3个分会场。 届时将为
游客呈现多场全球各地文艺团体
带来的精彩演出。

今年北京国际旅游节将举办
“我和你 感受北京” 国际公益旅
游助残系列活动 、“幸福由你 乐
游北京”北京旅游咨询活动、海外
线上“北京一景 全球征选 ”活动
以及“骑游北京 共享京彩 ”国际
游客推广活动等4个主题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江艳） 近期
北京市住建委在全市范围内组织
开展了施工现场扬尘治理大检
查。 检查中发现绝大多数单位均
能够严格按照要求做好施工现场
扬尘治理工作， 但仍有部分单位
绿色施工意识淡薄， 违法违规行
为情节严重。对此，市住建委立即
责令扬尘治理不达标单位进行停
工整改， 并对首创华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等26家企业扬尘治理
不达标情况进行通报批评。

检查中发现， 北京首创华业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恒乐
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中维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住总首开置
业有限公司、 北京豆各庄金丰置
业有限公司5家房地产开发企业
存在施工现场扬尘治理不力行
为。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市住建委

对这5家扬尘治理不达标的房地
产企业进行记分处理。同时，将这
些企业记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企业资质动态监管平台”， 并根
据 《北京市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
动态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中有关
规定对其进行处理， 将扬尘治理
不力行为作为企业不良信息，定
期抄送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并向
社会公示。

截至目前， 市住房城乡建设
委在2017年已出台8份相关通报
性文件， 对违规企业分别进行媒
体曝光、全市通报批评、房地产开
发企业记分和暂停在京投标资格
的行政处理，对168家施工扬尘治
理不达标的参建单位进行全市通
报批评，对8家房地产开发企业进
行了记分， 对38家施工扬尘问题
严重的施工单位暂停在京投标资

格30-90天。
接下来， 住房城乡建设委将

进一步加快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宣
传工作，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强化
制度创新，加大监管力度，多措并
举、综合施策。对施工扬尘治理不
达标单位进行集体采访和典型报
道，营造政府部门严打严管严治、
全社会共同参与治理的浩大声
势，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

本报讯（记者 边磊） 记者昨
天从北京市旅游委了解到 ，“十
一”黄金周期间，本市将严厉打击
非法“一日游”乱象。

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下半年本市将开展 “两检查
一整治专项行动”，即：安全隐患
大检查、 市场秩序大检查和旅行
社销售旅游套餐与旅游者押金清
理专项整治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
由市政府牵头成立工作组， 集中
12个市属部门和9个区政府共同
参与。 将集中整治目前旅游市场
存在的黑车、黑导、黑社、黑店等
“四黑”乱象。同时突出热点地区。
重点聚焦前门、 天安门、 故宫周
边、南锣鼓巷、北京站、德胜门、奥
林匹克公园、颐和园、北京西站、

北京南站、八达岭长城、十三陵等
旅游投诉集中的热点地区， 设立
由旅游、公安、交通、城管、工商组
成的旅游综合执法检查站， 全力
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同时， 针对上半年旅游安全
出现的问题， 全面检查景区大型
游乐设施、 野生动物园、 玻璃栈
道、 蹦极、 索道等高风险旅游项
目， 以及大型游乐设施设备的运
营资质、维护保养、操作规范、人
员登记等各个重点环节。 特别针
对“十一黄金周”大客流量的旅游
特点， 督促各景区严格落实流量
控制方案， 消除和杜绝发生人员
踩踏等安全事故和隐患。

此外， 针对近年来发生的中
港联合、 海涛旅游和清扬五洲等

旅行社， 在销售旅游套餐和出境
游押金管理中发生的群体性投诉
问题，市旅游委专门下发了《关于
禁止销售旅游套餐类产品的紧急
通知》，规范旅游套餐产品和出境
保证金管理工作， 从源头上遏制
旅行社涉嫌非法集资、 从事不合
理低价游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保护游客的合法权益。

朝阳年底前再添18处大中小微公园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新增

改建绿地470公顷，新增改造中
小微型公园15个，新增车位2360
个 …… 记 者 昨 天 从 2017北 京
CBD创新发展年会上获悉 ，截
至目前朝阳区共拆除违法建设
614.4万平方米， 关停一般性制
造业96家， 疏解商品交易市场
82家， 腾退区域性物流基地85
个 。据悉 ，年底前 ，区内还将再
添18处大中小微公园、 新增停
车位1640个。

1至8月， 朝阳区新增改造
绿地470公顷，萧太后河绿色休
闲廊道建设稳步推进， 源头广
场和马家湾蓄滞洪区等景观节
点建设已完成， 建成71万平方
米马家湾湿地公园， 全线 “水
清 、岸绿 、景美 、蕴深 ”效果初
显。 建成吕营海棠休闲公园等
15处小微绿地公园， 完成了京

承高速、 长安街延长线改造提
升236.9公顷。

今年以来，朝阳区完成121
个便民商业网点的建设和提
升 ， 新建5个百姓生活服务中
心， 引导连锁企业发展生鲜超
市、 连锁菜店等蔬菜零售终端
62家，进一步推进了蔬菜零售、
便利店、早餐等8项基本便民服
务在社区的全覆盖。

同时， 利用拆除违法建设
和边角地块， 在居住区周边新
增平面停车位2360个，缓解居民
停车难的问题。 一批社区文化
互动场所、 养老驿站等公共设
施也建成投入使用。来广营、安
贞、大屯、高碑店等地区利用地
下空间，新建了民防科普馆、社
会文化中心、图书馆、应急物资
储备库、 应急疏散基地等多个
公益便民场所。

据统计，自疏解工作开展以
来，朝阳区目前已累计新增改造
绿化面积1250公顷，新建改造各
类便民服务网点402个， 蔬菜零
售终端168个。

朝阳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
透露，年底前将建成两个郊野公
园、3处中型公园和13处小微公
园，力争一道绿隔绿化带在区内
形成闭环。 推进622条背街小巷
整治。 新增1640个平面停车位。
同时，推进广渠路、长安街及其
延长线、 京哈铁路沿线的整治
提升工作， 基本完成化工路等4
条主干路、 全面完成温榆河公
园380万平方米的拆迁腾退，推
动萧太后河重要节点全面完工。
加快推进十八里店、“一绿”城市
化试点地区连片疏解。完成17个
棚户区改造项目，基本完成雅宝
路区域15栋楼宇疏解腾退。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近
日了解到， 按照东城区老龄办发
布的 《东城区开展居家照护服务
试点工作实施细则（试行）》，9月1
日起在该区范围内开展居家照护
服务试点工作。按政策要求，该区
为托底保障老年人每人每月发放
500元补贴，为扶助保障老年人每
人每月发放300元补贴。

托底保障群体是指具有东城
区户籍并在东城区居住的城市特
困人员中的老年人； 低保或低收

入家庭中的失能老年人； 计划生
育困难家庭中的失能或70周岁及
以上老年人， 含其重残的独生子
女。 扶助保障群体是指具有东城
区户籍并在该区居住的中、 重度
失能高龄老年人。

目前， 居家照护服务项目已
开展， 享受补贴的老人可通过查
询居家照护服务手册、拨打96003
咨询、通过北京通e个人APP查询
（2017年10月1日启用） 等方式获
取服务项目内容。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昨天，
“ 海 淀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主 题 活
动———创新项目（产品）发布会 ”
在第12届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
博览会海淀展区举办。 该区12家
文创企业携最新科技产品亮相。

此次文博会海淀展区由40家
参展企业组成， 海淀区文化创意
产业协会组织的文创企业板块约
占全部展览内容的三分之一，通
过展览展示、创新产品发布路演，
将代表海淀特色的文化科技产品

和创新成果呈现给观众。
当天，大国慧谷科技、智慧好

利文化传播、玖扬博文文化发展、
哲想方案科技、 艳丽与美同舞文
化发展等5家企业在创新产品发
布会上进行了现场路演。 数字电
视网络图书馆 、Taagoo VR一体
机、颐和园动景展播数字设备、海
淀图书馆动景VR虚拟设备、全彩
3D打印机、 高沉浸VR装备等前
沿数字创意科技， 将为人们未来
生活娱乐方式带来革命性改变。

下半年集中整治黑车、黑导、黑社、黑店等“四黑”乱象

东城托底保障老人每月获500元补贴

疏解整治促提升

城建集团西三旗地块39处违建月底拆除
本报讯(记者 杨琳琳 通讯

员 张军) 记者近日从北京城建
集团了解到， 该集团启动了对
西三旗地块违法建设拆除工
作，将彻底拆除违法建设39处、
约11600平方米，拆违工作预计9
月底完成。

该地块位于西三旗建材城
南侧 ， 总占地面积9万多平方
米， 由城建集团兵改工之前的
部队营房区遗存至今， 现为集

团所属几家二级公司办公场所
及职工住房。 如今不仅原有的
部队营房严重陈旧老化， 而且
陆续出现私搭乱建等违法建
设，用于居住或非法出租、非法
经营。8月中旬， 城建置业公司
协调社区居委会及地块各使用
单位， 对职工住户进行了摸底
排查， 清查出住户284户、600余
人， 城管部门通过调用历史航
拍图及入户调查绘制出了违法

建设分布图。8月下旬，几经周密
协调部署，城建置业公司牵头地
块各使用单位，现场协助地区城
管、公安、消防、交通等部门启动
违法建设拆除工作。

据悉， 违建拆除工作完成
后， 该地块将实施无煤化改造，
城建置业公司已经开始与电力
部门沟通用电增容事宜， 并着
手284户无煤化改造相关设备厂
家的选择与洽商。

本市“十一”黄金周将严打非法一日游

海淀数字创意产品亮相文博会

北京国际旅游节将邀残疾人看演出

百合飘香迎世园
每逢周末，延庆区珍珠泉乡榆树湾村就开始热闹起来，市民拥进开

满百合花的山间花海，留影、采风……30亩百合花田景色蔚为壮观。这
就是2019北京世园会现代园艺产业集聚区一区多园项目之一———西诺
（北京）花卉种业公司在珍珠泉乡打造的“三千花谷”项目，也是首家国
家级百合属植物种质基因库基地。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