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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河畔烧烤点变亲水绿地
露天烧烤都搬到了室内 改成电子或燃气烧烤位 并安装了环保装置

门头沟

疏解整治促提升
变化就在家门口

东城

安定门民警画画记录街巷变化

“脏乱差”农副产品市场变身“洁净美”的生活超市，出
租大院、废品回收大院被升级改造为居民休闲散步的绿色
公园，永定河畔烧烤点变亲水绿地……北京晨报记者昨日
从门头沟区获悉， 今年上半年， 门头沟区拆除违法建设
11.5 万平方米，清理整治“开墙打洞”商户 148 户，取缔清
理无照经营 347 户。 目前， 门头沟区完成了境内 102 公
里永定河沿线周边环境的整治工作， 集中拆除 900 多个
烧烤点。

河边烧烤圣地变绿地公园

记者上周来到妙峰山镇永
定河畔，雨后的山水变得更加清
灵，娇艳的月季和玫瑰点缀在大
河河畔。谁也想不到，这里曾经
遍布烧烤点，秀美山水在热气腾
腾的油烟中模糊不清。
“以前游客带着炉具、帐篷，
自驾来这里游玩烧烤，当地农家
乐看到了商机，将亲水长廊两头
封闭，存放冰箱、食品和炉具，做
起了出租生意。8年来，河畔成了
市民的烧烤圣地。”陈家庄村民
陈大姐说，村民的家与亲水景点
嬉水湾只有一河之隔，她告诉记
者，商户圈地私搭垒砌烧烤台，
挂起彩灯广告牌子，塑料袋和竹
签等垃圾扔得遍地都是，有人烧
烤完还在河里洗炉具，村民早已
怨声载道。
今年 4月 17日起，门头沟
区集中对永定河沿岸环境问题
开展了专项整治，严查露天烧烤

行为，并清除了永定河沿岸占地
经营摊点、水上娱乐设施、广告
牌。如今，烧烤圣地变成了 6000
平方米的爱河湾公园，成了居民
周末出游的首选之地。
“露天烧烤都搬到了室内，改
成电子或燃气烧烤位，并安装了
环保装置。”据妙峰山镇镇长姜
春山介绍，妙峰山镇还在烧烤易
发的嬉水湾开展绿化生态修复
工程，今后各个水湾都将建河畔
公园。记者注意到，河岸上建起
了“河长制”巡查站点，保安住在
里面，24小时对露天烧烤、倾倒
垃圾、圈占设施等违法行为进行
巡查。姜春山说，由村两委、保安
组成的巡查队伍，在嬉水湾、陈家
庄广场、担礼港湾、岭后垃圾填埋
场、下苇甸大圆、镇政府布置了六
个巡查站，依托智慧妙峰综合指
挥平台，将沿河和沟域关键节点
的摄像头纳入平台，随时监控。

今年拆 71 万平方米违建还绿于民

最近不少永定镇的居民们
惊喜地发现，之前私搭乱建的彩
钢房、出租大院、废品回收大院
被陆续拆除，原地种上花草，变
成供大家休闲娱乐的街心花园
和休闲步道。
永定镇位于北京市长安街西
延线，也是门头沟新城核心区。近
年来，随着 S1线和长安街西延
线等市重点工程建设，区位价值
得到显著提升，也因此成为低端
产业和外来人口的“聚集区”，部
分区域私搭乱建多、环境脏乱差，
给地区环境和治安带来了隐患。
在门头沟区的“疏解整治促
提升”专项行动中，永定镇成为

了“整治大户”。永定镇相关负责
人说，目前，该镇联合区城管等
部门联合执法，已累计拆除辖区
违法建设 7万余平方米，清理集
装箱 400余个。
“不仅要治理，还要给居民
留下绿色和便利，拆除腾退出的
空间将统筹用于生态绿化、公共
服务及引入一批高端产业项目，
确保其使用符合区域功能定位，
改善人居环境。”门头沟区区长
付兆庚说，上半年，门头沟区已
拆除违法建设 98处 11.5万平方
米，超过 2013年至 2016年四年
拆违总量，今年全年将拆除违法
建设 71.15万平方米。

整治的过程中，有感于拆违工人
和执法人员的辛苦，回家之后，
便随手画了一幅工人拆违的施
工图。第二天，他把自己的作品
拿给城管执法人员看，没想到受
到了“大赞”。大家就“撺掇”李劲
松来个“系列”，算是一种独特的
记录。“从那天开始，我每次参与
环境整治，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
时，都不忘用手机拍个照，回到
办公室再把它画下来，用彩色马
克笔涂上颜色”。
“这张是交北三条小酒吧
拆违；这张是头条 70号拆违；
这张是二条整治完的环境变
化；这是宝钞胡同封堵‘开墙打

洞’……”如今，厚厚的速写本
已经基本画完，画本越往后翻
动，老北京的胡同韵味、街巷的
安静整洁就“回归”得越多。
安定门西大街日前拆违
时，李劲松又准时出现在了现
场。“正拆的是灵光东巷甲 6
号，8户平房居民在临街的位置
搭建了 8处二层违建，面积 100
平方米左右”。用手机拍下照片，
李劲松还不忘向城管队员了解
拆违的进度。得知本周就能拆
完，李劲松说，等拆完了自己还
得抽空来一趟，为拆除整治之后
的地方用画笔“留个影”。
北京晨报记者 李木易 / 摄

市民举报环卫车脏乱可获奖励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萍）

记者昨天从市环卫集团获悉，
邀请市民监督环卫车辆车容
车貌行动已历时一年，到目前
为止，北京市环卫集团共收到
公众举报 69次。其中，被举报
车辆归属环卫集团的共有 26
次，这其中有 3次举报内容属
实，举报人均已受到奖励。
市环卫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自 2016年 5月 1日起，北

京市环卫集团主动邀请市民监
督环卫车辆的车容车貌。市民
一旦发现环卫车脏乱，及时拍
照举报，若情况属实，可获 200
元现金奖励。
据统计，“车辆举报”微平
台上线运行的前三个月，即
2016年 5月至 7月，分别收
到 车 辆 举 报 问 题 33次 、10
次、8次，共计收到车辆举报
问题 51次。

今年 4月至 6月期间，市
环卫集团共计收到车辆举报问
题两次，其中 6月份“车辆举
报”微平台实现了零举报。经核
实，最近两次被举报车辆权属
均不属于北京市环卫集团。从
近一年的统计数据来看，
“车辆
举报”微平台自开通以来，接收
到的举报问题数量呈逐月递减
趋势，从前三个月月均 17次减
少到后三个月月均少于 1次。

伏天出行避暑 森林公园成热点

脏乱市场变精品超市

好望农副产品市场位于门头
沟区承泽苑小区底商，周边有 4
个社区，经营面积 2400平方米，
有商户 81家。这个开了十几年
的“老”市场由于设施陈旧落后、
污水横流，经常接到居民投诉。
为了解决居民们的困扰，门
头沟区将其列为“疏解整治促提
升”专项行动中的整治对象。经过
对周边商业配套的摸排调研，通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萍)
用
画笔记录拆违和封堵“开墙打
洞”的现场，用画笔描绘街巷整
治后的清爽与安宁。在安定门西
大街日前的整治现场，55岁的
安定门派出所民警李劲松除了
维持秩序，脑海里也一点一滴地
记下当时的场景，回到所里，又
有一幅速写要诞生了（上图）。
李劲松是个土生土长的
“老北京”，成为一名基层民警
后，李劲松更是在胡同中“串”了
二十多年。画画是他的业余爱
好，以前没事的时候，他就会带
着笔和本，去公园画画风景。今
年 5月，李劲松在一次参与环境

过行业论证和与业主协商，农副
产品市场最终升级为“好旺生活
超市”，并搭载蔬菜销售。改造后
的超市干净整洁，货品齐全，获得
了居民们的一致好评。
另外，今年上半年，门头沟区
还退出了两家一般制造业企业，
并完成全部 16家“散乱污”企业
清理整治。
北京晨报记者 张璐

北京晨报讯 （记者 黄晓

入伏以来潮湿闷热，不少市
民纷纷外出避暑，交管部门表
示，本周市区水系公园、周边省
市的一些森林公园将成为出行
热点，部分高速公路交通压力
较大。另外随着尾号限行轮换，
交管部门预计 4和 9限行的
周三交通压力将较为突出。
交管部门结合交通运行数
宇）

据和高德地图等大数据指出，
本周市内各水系公园将成为
公众消暑出游的首选，周末会
迎来客流高峰。而周边省市的
草原、海边、山区等旅游景点也
将成为交通吸引因素，城区北
部的京藏、京承高速和东部京
哈、京津、京沪等高速公路通行
压力较大。
具体来看，京藏高速出京

方向的关沟风景区、居庸关、八
达岭森林公园周边以及京银路
出京方向的十三陵双龙山森林
公园、虎峪风景区周边都有可
能出现不同程度拥堵，预计出
京流量高峰出现在 8至 10
时；京藏高速进京方向的潭峪
沟隧道、居庸关隧道有可能出
现拥堵、缓行的情况，预计流量
高峰出现在 15时至 17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