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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8月 30日至9月28日，北京市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丰台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为全面做好北京市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整改工作，丰台区高度重视，坚持边督边改、立行立改，高标准、严要求全面排查整改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保护突出

问题和隐患，严格办结标准，确保按时办理，及时向社会公开，在查处落实基础上，主动向社会媒体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第五、第六、第七批群

众信访举报转办及被督察对象查处情况如下：

经市委、市政府批准，北京市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2022年 8月30日

至9月28日进驻丰台区开展督察工作。

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10-83733268（每天8:00-20:00），专门邮政信箱：

北京市丰台区A07202邮政信箱，受理丰台区有关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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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及被督察对象查处情况公示

序

号
由督察组根据群众举报问题梳理后填写

1

2

受理编号

DF2022903001

DF2022903002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六里桥街道西局后街路面脏乱差，有扬尘，

车辆乱停乱放，占用自行车道。诉求：1.西局

后街清理干净。2.车辆规范停车。3.想了解是

否收费，如果收费希望惩处工作人员乱指挥

问题。4.清理玉璞家园西墙和西府御园东墙

占用消防通道的车辆。

三路居88号路蓝调小区，新源昌建设有限公

司于2021年在此开始施工，导致小区内环境

脏乱差，扬尘严重，没有任何施工防护措施。

小区路劲物业毁坏绿化，一直未恢复。诉求：1.

文明施工，恢复小区环境。2.恢复小区内绿化。

区

丰

台

区

丰

台

区

发生地点

（街道/地区）

六里桥街道

太平桥街道

污染

类型

大气、

固废、

其他

大气、

其他

调查核实情况

由被督察对象根据举报问题办理情况如实反馈

经核实：1.2022年 9月 5日，六里桥街道取缔该路段占道经营，清运道路周边、绿地及树坑内积存垃圾，

协调环卫中心对道路冲刷作业，严格落实背街小巷“一扫两保”保洁制度要求，督促保洁公司加强道路

保洁作业。同时，加大对该路段无照经营打击力度。2.属地街道通过约谈北京静态交通丰台投资运营有

限公司，加强道路停车管理工作，引导机动车辆有序入位，对临停违停车辆进行劝诫疏导。3.2022年 2

月 28日，张贴关于西局后街停车场居住认证工作的告示，公示收费标准，开展居住小区居民停车车位

认证工作，3月 1日正式开始收费。属地街道已责成静态停车公司对工作人员进行上岗培训，对违停车

辆进行清理。4.属地街道已对占用消防通道的早餐车予以取缔、其他车辆进行清理疏散，分别约谈玉璞

家园物业及泰和西府大院物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杜绝占用消防通道情况再发生。

经核实：反映问题系物业为解决消防隐患，进行消防大修工程，施工需要破坏小区部分路面及绿化，产

生扬尘问题，太平桥街道对北京新源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采取洒水等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行为，处

罚10万元。施工中，小区部分业主质疑物业动用公维资金的合理性，工程随即暂停，故未如期竣工。属

地街道委托第三方评估公司对工程开展取样评估，现结果未出。因大部分业主不同意在评估结果未出

之前恢复路面，故施工作业过程破坏的路面和绿化未得到恢复。

是否

属实

属实

属实

是否

办结

已

办结

尚未

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下一步，属地街道将加大对该道路

保洁力度，保持环境卫生整洁，加强

对静态停车管理公司的监督，督促

其做好上岗培训，确保停车管理人

员规范履职，维护好该道路停车秩

序，保障周边居民出行和停车需要。

同时，督促指导周边物业公司加强

环境治理和停车管理，保持消防通

道通畅，为居民安全提供保障。

属地街道将在业委会取得一致意

见后，推动小区路面及绿化彻底

恢复。

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及被督察对象查处情况公示
序

号
由督察组根据群众举报问题梳理后填写

1

2

受理编号

DF2022904001

DF2022904003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丰台区南苑村团河路北口

回迁施工工地没有施工证、

规划证，渣土车没有通行

证，正在建设违建。目前施

工噪音扰民，渣土车扬尘。

正阳大街东侧马路长期有

多辆水泥罐车停留，导致地

面遗撒大面积污水和污泥，

卫生极差，还影响通行。希望

处理水泥罐车遗撒的问题。

区

丰

台

区

丰

台

区

发生地点

（街道/地区）

南苑街道

丰台街道

污染

类型

大气、

噪音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由被督察对象根据举报问题办理情况如实反馈
关于丰台区南苑村团河路北口回迁施工工地没有施工证、规划证，建设违建问题，该项目

2018年经市政府审议原则同意按照“一会三函”流程办理相关手续，并已取得立项、审计方案

审查意见函、施工登记意见函，因此反映问题不属实，属于政策解读问题；关于渣土车没有通

行证问题，经查建设单位的渣土车均有准运证，且建设单位取得了区城管委核发的施工现场

建筑垃圾处理方案概要备案表，编号为FTGDJSXXX20211228151824，因此举报问题不属

实；关于信访举报案件反映的施工噪声扰民、渣土车扬尘问题属实，9月 2日 0时 04分南苑街

道相关负责人到达现场，现场正在人工卸水泥，执法队员对相关人员进行法规教育，要求其立

即停止违法行为。南苑街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七条第（二）项之规

定，于9月6日对南苑村A区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罚款一万元。

经核实，正阳大街东侧正在施工的项目共2个，分别为丰台火车站配套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单

位为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市市政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和周庄子村旧

村改造项目（中外建华诚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现场存在路面破损及施工出入口清扫不及

时的问题，信访举报案件反映问题属实，属于大气污染问题。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属实

是否

办结

尚未

办结

已

办结

处理和整改情况

信访举报案件反映问题部分属实，针对市民反映的施工噪

声扰民、渣土车扬尘问题，9月8日22时40分执法队员到达

现场进行复查，未发现夜间施工违法行为。9月9日上午，我

区安排第三方现场核查问题，并与南苑街道一起再次对施

工方提出整改要求。下一步，街道将对施工方进行规范教

育，加大巡查频次，对施工工地进行地毯式检查，发现夜间

施工行为立即责令停工，对整改不及时、屡教不改的予以高

限处罚，形成夜间执法高压管控态势，避免扰民现象发生。

丰台街道立即现场约谈施工单位，采取短期处理措施，推行

长效管理机制。对现场违法车辆处以 2000元罚款，严禁施

工车辆路边停放，规范渣土运输车辆管理，及时修复破损路

面，减少施工车辆通行，加大联合执法，增加清扫保洁频次，

确保此类问题不再发生。

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及被督察对象查处情况公示

序

号

由督察组根据群众举报问题梳理后填写

1

2

3

4

5

6

7

受理编号

DF2022905001

DF2022905002

DF2022905005

DF2022905006

DF2022905010

DF2022905011

DF2022905013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右安门桥下有垃圾转运站设置不合

理、异味重，刮风时垃圾到处都是。每

早6点到7点有小车转运垃圾，且垃圾

车上的标识是宣武，认为宣武的垃圾

站不应建在丰台。

天悦壹号 8层业主：1.夏天一周有 3至

4天噪音非常大，在晚上11点至凌晨4

点之间，认为来源是距离1公里外京开

高速大车通过的声音，使用APP测量

最低 48分贝，最高 52分贝。2.小区附

近杂草丛生，高度达半人高，清理不及

时。小区周边垃圾清运不及时，便道无

人清扫，路边未设置垃圾桶。

春风和院诺德 11号院，院内异味严重

扰民，找不到具体原因。

光彩路、彩虹城一区。1.小区内垃圾桶

占便道。2.宁波银行安装的机器和空

调设备违法占用绿地。3.小区西侧底

商的排烟设施安在小区内，噪音、油

烟影响居民。4.光彩路附近绿化差。5.

京深海鲜噪音扰民。6.小区内停车位

占用绿地。

东高地街道三角地小区 37号与 38号

楼之间有个自行车棚，车棚东侧有两

间不明工厂房，经常加工到深夜，有时

还加工到凌晨，存在20余年，影响居民

休息。希望处理不明工厂灯光扰民和

噪音扰民的问题。

诉求人举报：北宫镇辛庄居委会，2020

年12月开始往农用地中倾倒渣土几千

车，诉求人自 2021 年开始举报，至今

无人管理，无人答复如何处理。

1.丰台北天堂建设垃圾焚烧厂，对附近

居民危害大，周边有幼儿园、学校、居民

楼，我们坚决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开

了几次座谈会，有万民按手印实名举报

反对书。2.六圈西路御康公园西北角有

三四层楼高的土堆，建花香美域小区的

用土，小区已建成，但这土堆裸露没人

管，春秋造成扬尘，污染环境。3.花香美

域西侧，有一片上万平米土地裸露，没

有绿化，到现在全是荒草。

区

丰

台

区

丰

台

区

丰

台

区

丰

台

区

丰

台

区

丰

台

区

丰

台

区

发生地点

（街道/地区）

右安门

南苑街道

花乡街道

石榴庄街道

东高地街道

北宫镇

看丹街道

污染

类型

固废、

大气

噪声、

固废

大气

固废、

大气、

噪声

大气、

噪音

固废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由被督察对象根据举报问题办理情况如实反馈

经查，举报案件反映问题属实。该点位为西城区环卫中心垃圾中转站及环卫车辆停车场，

存在异味扰民、刮风时垃圾飘散问题。执法人员当场责令该单位立即整改，转运垃圾并清

理场所，冲洗停车场环卫车辆，避免扰民问题再次发生。

9月7日上午南苑街道吹哨区城管委（道路管理科）、区生态环境局、交通支队到达天悦壹

号小区召开现场调度会。1.噪音扰民问题，由区生态环境局安排第三方检测公司对案件中

的噪音污染进行检测。2.经现场核实，小区附近有杂草，道路干净整洁，未发现未清理垃

圾，小区周边未发现垃圾，小区内设有四分类垃圾桶，路边垃圾桶设置属于市政规划，属

地正在积极协调，尽快将果皮箱摆放到位。目前已组织绿化工人对小区周边杂草和树枝

进行了清理并安排属地保洁队对小区周边清扫清洁。南苑街道已对该小区开发商和物业

提出管理要求，做到小区内环境卫生权责明细，条块无死角，垃圾及时清运，为居民营造

良好的小区环境。

接到此信访举报案件后，花乡街道积极对接区生态环境局，咨询小区内可能出现异味的

点位和原因，同时联合春逸工作组、小区物业公司在小区内进行巡查，并督促春风和院物

业公司对小区内可能产生异味的点位进行排查。巡查中，小区内垃圾桶站（4个）、化粪池

（4个）、污水井均无异味产生，巡查中未发现明显异味，但据物业工作人员表示曾有群众

反映夜间有时会闻到异味。花乡街道安排人员连续两天开展夜间巡查，未发现明显异味。

1.小区垃圾桶设置符合《居住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指引》的要求以及小区公共空间

实际。2.对宁波银行空调室外机占用绿地问题已责令宁波银行整改并进行了处罚。3.小区

西侧底商餐饮商户已全部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并进行防震、隔音处理，噪声检测结果达标；

油烟排放检测数值符合标准要求。4.绿化差问题，目前我区将于10月前完成行道树树池

建设工作，11月底前完成树木种植。5.京深海鲜市场已采取相关降噪措施，紧邻南侧彩虹

城一区边界（低层）噪声的监测修正结果符合居民生活区夜间噪声的标准。6.物业已对因

乱停车被破坏的绿地进行改造，并对改善小区环境和停车秩序采取了有效措施。

经查，信访举报件反映的两间不明工厂房为出租房屋，一间约20平方米，由北京源沃佳

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租用，性质为库房，存在切割原材料问题；另一间约15平方米，由个

人承租，用于日常生活，存在制售盒饭现象，属于无证无照经营。

经核实，该点位位于辛庄村大灰厂东路南侧。9月6日下午，北宫镇联合综合行政执法队、

环卫所、区规自分局、辛庄村委会，到问题点位进行现场核实，此地块为建设用地及园地，

现场未发现大量的建筑垃圾。9月 9日下午，北宫镇主管领导到现场调查取证，调用挖掘

机对所涉地块进行挖坑取土勘探。9月 10日上午，区生态环境局、规自委丰台分局、北宫

镇一并到现场进行实地查看。经调查，郝家沟土坡北侧边坡确实存在少量渣土，北宫镇对

土坡顶部随机挖掘5处约1米深的土坑，取土中未发现大量渣土，只有少量砖头瓦块。

关于“丰台北天堂建设垃圾焚烧厂”问题，在工作推进过程中，我区相关部门接到过联名签

字“请愿书”信访材料。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区领导、相关部门、属地分别与信访人及部分

签名人采用座谈、现场参观、专家答复等形式进行沟通，说明项目建设背景、必要性，并就群

众关切和顾虑进行交流，取得部分群众的理解。根据群众反馈的合理化意见、建议，进一步

修改完善了方案。关于六圈西路御康公园西北角土堆问题，经查举报点位西北侧确有一土

堆，高约4米，有植被覆盖。经了解，此处土堆为丰台区黄土岗灌渠（洪泰庄-南环铁路）防洪

治理工程项目第2标段施工范围（花香美域段）内，是施工灌渠时用于回填的回填土。关于花

香美域西侧上万平米土地裸露，没有绿化，全是荒草的问题，经现场核查，该处为铁路用地

性质，有植被覆盖，不存在上万平米土地裸露，但现场存在植被高度不一的问题。

是否

属实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是否

办结

办结

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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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信访举报案件反映问题属实，属于群众身边环境问题，该案

件已办结。垃圾已转运完毕，场所已清理干净。右安门街道

执法人员已对该处场所进行关停，严禁此处作为垃圾中转

站使用。后续如西城区环卫中心继续使用此点位作为环卫

车辆停车场，必须提供相关完整手续。
信访举报案件反映问题属实。办理结果为：1.噪音问题，丰

台区已安排第三方检测公司对案件中的噪音污染进行检

测，目前检测结果未出，后续将根据结果进行下一步治理。

2.已组织绿化工人对小区周边杂草和树枝进行了清理并安

排属地保洁队对小区周边清扫清洁。路边垃圾桶设置属于

市政规划，南苑街道正在积极协调，尽快将果皮箱摆放到

位。下一步，南苑街道将定期进行巡查，对发现的环境问题

及时整改，将天悦壹号周边裸地划入街道裸地治理台账中，

尽快对其进行治理。同时要求社区筹备组和物业重视小区

的环境问题，早发现早处理，共同打造居民的家。
信访举报案件反映问题部分属实，属于群众居住环境问题，

办理结果为阶段性办结。花乡街道要求春风和院物业公司

加强对垃圾桶站、污水井等点位的清洁工作，每日组织开展

小区内潜在异味源自查工作，加强小区内环境卫生巡查，发

现问题及时整改。
1.彩虹城一区设在便道上的桶站符合《居住小区生活垃圾

分类投放收集指引》的要求以及小区公共空间实际。2.对宁

波银行空调室外机占用绿地问题已责令宁波银行整改并进

行了处罚。3.彩虹城一区西侧底商餐饮商户对油烟净化装

置全部进行了防震、隔音处理，噪声检测结果达标；油烟排

放检测数值符合标准要求。4.道路建设主管部门将于10月

底前完成行道树池建设工作，预计将于11月底完成行道树

种植。5.京深海鲜市场已采取相关降噪措施，紧邻南侧彩虹

城一区边界（低层）噪声的监测修正结果符合居民生活区夜

间噪声的标准。6.物业已对因乱停车被破坏的绿地进行改

造，并采取了有效措施。
执法人员责令北京源沃佳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规范使用承

租房，严格落实库房使用要求，停止切割原材料行为，搬运

货物轻拿轻放，及时关闭房屋电灯，避免对居民正常生活造

成影响；对以个人身份承租房屋的承租人、房东进行约谈并

确定整改方案：1.立即停止制售盒饭行为；2.房东监督承租

人3天内将相关用品搬离出租房屋，若3天后未配合整改或

整改不彻底，东高地街道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取

缔，承租人已于9月 11日自行搬离。后续，东高地街道将对

信访举报问题进行持续关注，定期对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复

查，严防问题反弹。
举报案件反映问题部分属实，现场经过挖探并未发现大量

渣土。对此，北宫镇辛庄村已将辛庄南坡主要路口设置了限

高设施。针对郝家沟点位的问题，镇政府及辛庄村正在与棚

改实施主体协商将该地块纳入耕地复垦地块，将郝家沟地

区整体复垦调整为辛庄村耕地，恢复生态用途。同时，北宫

镇将举一反三，加大对夜间偷倒渣土问题的检查力度，加强

执法，发现违法问题依法严肃处置。针对棚改村大面积腾退

出的土地，北宫镇要求棚改村及棚改实施主体落实责任，守

土尽责，加大拆迁地块巡查管控力度，增派夜巡频次，遏制

乱倒问题。

丰台北天堂建设垃圾焚烧厂问题我区一定高度重视、认真

研究焚烧项目问题，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在市区两级部门的

指导下，综合评估并进行专家论证，充分做好调研工作。土

堆问题经与其施工单位协调联系，确定在回填作业没完工

前，春秋季对此土堆进行喷涂固化，防止造成扬尘。绿化问

题，经与相关铁路用地责任单位协调，商定对此处进行统一

修剪养护。下一步，街道将举一反三，加强对铁路沿线区域

及公园边界角落的日常巡查力度，对发现的各类扬尘管控

问题做到早发现，早处理，早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