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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驹桥镇大松垡村距总参路约585米，距通大边沟约623米

西集镇大沙务村距潮河大堤路约225米，距牛牧屯引河约325米

永乐店镇临沟屯村距临沟屯路约61米，距通大边沟约22米

西集镇侯各庄村距侯各庄北环路约659米，距潮白
河水系约290米-市级小卫星大型垃圾堆放点复发点位

近期近期，，区城市管理委加大对市级小卫星大型垃圾区城市管理委加大对市级小卫星大型垃圾
堆放点的检查力度堆放点的检查力度，，经检查发现区内大型垃圾渣土无序经检查发现区内大型垃圾渣土无序
堆放点有反弹现象堆放点有反弹现象，，严重影响全区市容和生态环境严重影响全区市容和生态环境。。

对此对此，，区城市管理委下发通知区城市管理委下发通知，，要求各相关乡要求各相关乡
镇加大治理力度镇加大治理力度，，完善长效监管机制完善长效监管机制，，在重点区域在重点区域
设置专人进行值守设置专人进行值守，，务必使生活垃圾运到正规垃圾务必使生活垃圾运到正规垃圾
填埋场进行无害化处理填埋场进行无害化处理，，建筑垃圾渣土运到正规建建筑垃圾渣土运到正规建
筑垃圾消纳场进行资源化处置筑垃圾消纳场进行资源化处置，，确保大型垃圾渣土确保大型垃圾渣土
无序堆放点发现一处无序堆放点发现一处，，整治一处整治一处，，保持一处保持一处，，力争做力争做
到辖区内无乱倒乱卸垃圾渣土现象到辖区内无乱倒乱卸垃圾渣土现象。。

同时同时，，各职能部门要加大联合执法检查力度各职能部门要加大联合执法检查力度，，
从源头加强建筑工地管理从源头加强建筑工地管理，，杜绝运输途中的扬尘杜绝运输途中的扬尘、、
遗撒遗撒、、乱倒乱卸等违规处置乱倒乱卸等违规处置、、运输现象运输现象，，有效避免二有效避免二
次污染次污染；；严格办理运单和接收凭据等手续严格办理运单和接收凭据等手续，，合法合合法合
规整治小卫星点位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规整治小卫星点位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严格按照严格按照
建筑垃圾暂存点备案标准规范设置建筑垃圾暂存点备案标准规范设置、、规范管理规范管理，，抓抓
好暂存点中不得混入生活垃圾的问题好暂存点中不得混入生活垃圾的问题。。

本期选取了本期选取了 44处上期挂账督办的环境问题处上期挂账督办的环境问题，，刊刊
登前后对比照片登前后对比照片，，并对新发现的并对新发现的 66处环境问题进行处环境问题进行
挂账督办挂账督办。。

加大治理力度加大治理力度 源头杜绝垃圾渣土乱倒源头杜绝垃圾渣土乱倒

（（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发布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发布 第第213213期期）（）（冯维静冯维静））仲晓丹仲晓丹//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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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驹桥镇神驹村距京沪高速约60米，距通大边沟
约16米-市级小卫星大型垃圾堆放点复发点位

张家湾镇北大化村距四支路约62米，距凉水河
约2751米-市级小卫星大型垃圾堆放点复发点位

于家务回族乡后伏村距柏德路约284米，距北运河
水系约428米-市级小卫星大型垃圾堆放点复发点位

永乐店镇鲁城村距大务南路约永乐店镇鲁城村距大务南路约491491米米,,距北运河距北运河
水系约水系约77米米--市级小卫星大型垃圾堆放点复发点位市级小卫星大型垃圾堆放点复发点位

漷县镇觅子店村距觅子店环路约漷县镇觅子店村距觅子店环路约1111米米，，距大梁距大梁
沟约沟约709709米米--市级小卫星大型垃圾堆放点复发点位市级小卫星大型垃圾堆放点复发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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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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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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漷县镇边槐庄村距边槐庄村西环约67米，距大梁沟约305米

前

本报讯（记者 陈冬菊）昨天，在玉
带河西街 4 号楼北侧的垃圾桶站，各
类垃圾桶分类明晰，一名居民将分好
的垃圾投入不同的桶内，垃圾桶周边
干净整洁。而之前，这里的垃圾分类
投放工作一直不理想，环境卫生也较
差，促使该问题得以改善的，是区城市
管理委在“接诉即办”工作中摸索出的

“热线+网格”为民服务工作模式。
“热线+网格”是区城市管理委在“接

诉即办”工作开展过程中，逐渐探索出的
下“先手棋”的方法，即把12345热线和网
格巡查事件、问题进行数据融合，主动发
现和解决问题，推动“接诉即办”向“未诉
先办”转变。

“热线+网格”专盯“硬骨头”。根据
对12345市民热线大数据的梳理与统计，
与垃圾分类相关的诉求数量较多，此类
问题由于受众广、矛盾点多，属于屡屡治
理且效果不理想的一类。对此，区级网
格巡查队伍持续开展垃圾分类常态化专

项巡查，每日不仅将垃圾分类问题纳入
到日常巡查的重点，还加强与属地网格
员的工作对接，定期沟通辖区内重点点
位、疑难问题，带动属地网格力量共同参
与进来，从源头处治理。

在玉带河西街 4 号楼北侧，从实施
垃圾分类以来，该点位桶站设置、环境卫
生、分类投放情况均不理想。由于紧邻
玉带河西街人流密集路段，严重影响市
容环境。

巡查员在重点巡查中发现了这一
问题，便与街道沟通，街道协调社区将
该点位原有的塑料垃圾桶更换为标准
的生活垃圾分类桶站，并加强桶前值
守，举行多样化的垃圾分类宣传，激发
居民参与热情，提升了居民从源头做
好垃圾分类的意识，推动了垃圾分类
习惯的养成，提前化解了可能产生的
百姓诉求问题。

12345 市民热线中大部分的诉求都
源自于市民对城市服务体系的需求越来

越多，评判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在
“热线+网格”服务模式的指导下，区网格
巡查员在日常巡查工作中，加强民情民
意收集，从12345热线诉求中分析提取出
网格可参与治理的问题，通过网格系统
创新上报“建议类”问题，由区网格平台
推动处置，解决市民生活中最切实的困
扰和需求。

区网格巡查员李冀在巡查中通过与
市民沟通了解到，新地国际家园西门出
入非常不便。于是立即到现场核查情
况，发现从小区西门出来的机动车因没
有汇入主路的入口，要先违章在非机动
车道上行驶很长一段距离后，才能从红
绿灯路口处汇入机动车道，不仅给出行
的居民带来不便，也对过往的非机动车
造成安全隐患。李冀将该问题以“建议
类”案件的形式通过“社管通”手机上报
至区平台，并提出了办理建议。为了能
够将问题全面解决，区城市管理委区城
指中心采取了“一单双派”的联动治理模

式，先将工单派发给永顺镇，由永顺镇积
极协调更改该路段绿化带土地性质，增
加主路入口。同时派发给区城市管理
委，修复已经破损沉降的路面。一举解
决了困扰附近居民的多个问题，还避免
了案件在平台反复流转，有效缩短了处
置时效。

据悉，为推动全区“热线+网格”一盘
棋融合，通州区下发了“热线+网格”为民
服务工作实施方案，发挥指挥棒作用，
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水平。同时，完
善队伍建设，畅通民意渠道。各属地
以协管员队伍整合为契机，逐步建立
并完善城市管理网格员队伍，将街巷
长、小巷管家等基层力量，专业部门巡
查队伍和志愿者队伍等纳入网格化体
系，打造基层问题发现“一支队伍”，推
动“热线+网格”为民服务模式深入基
层，畅通民情诉求沟通渠道，发挥市民热
线及网格化工作融合优势，推动“未诉先
办”、主动治理。

区城市管理委创新“热线+网格”为民工作模式

“接诉即办”下先手棋专攻“硬骨头”

本报讯（记者 郭丽君）“十四五”
时期，作为北京重要一翼的城市副中
心，如何构建便捷畅达的综合交通体
系？日前，记者采访了区交通局副局
长林青。

林青表示，“十四五”时期，通州将坚
持绿色优先、慢行优先、公交优先，强枢
纽、织路网、提能级，加快轨道和道路交
通建设，完善多种交通组织方式。

“随着城市副中心的快速发展，市民
对于轨道交通的需求不断提高。未来随

着重点功能区和周边城镇建设发展，就
业岗位将增加，交通出行人数将持续增
长。”林青说，为满足这种快速增长的出
行需求，城市副中心“十四五”期间将着
力推进现代高效的轨道交通网络建设，
促进地铁、区域快线、城际铁路、高铁“四
网融合”。同时，还将加强轨道四张网资
源整合，不断促进地铁网跟大铁网资源
的融合发展、协调发展。

第一张网是地铁网。除了已经建成
的6号线、7号线、八通线、亦庄线，“十四
五”期间还计划建设 17号线副中心段、6
号线南延、轨道M101线等。

第二张网是区域快线网。“十四五”
期间将改造提升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
复线，整体提升市郊铁路通密线，建设平
谷线副中心段，通过大站快车便利通勤
人员出行，进一步完善与中心城“半小

时”交通圈。
第三和第四张网是高铁以及城际铁

路网。“十四五”期间将建成京唐、京滨两
条城际铁路，推进连接首都机场和大兴
机场的城际铁路联络线建设，实现畅通
便捷“轨道上的京津冀”。

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是高速
铁路、城际铁路、区域快线和城市轨道四
网交汇点。林青表示，“十四五”期间，副
中心交通逐步向“枢纽型交通”转变，不
断发挥聚集和辐射作用，主要通过副中
心站综合交通枢纽来实现。作为京津冀
协同发展“桥头堡”，副中心枢纽汇集 2
条城际铁路、3条地铁线路，并将提供城
际铁路与地铁“安检互认”。建成后，依
托京唐城际、城际铁路联络线将实现 1
小时直达雄安、天津、唐山等京津冀都市
圈，35 分钟直达大兴机场，15 分钟直达

首都国际机场。依托地铁 6 号线、平谷
线、M101线实现中心城区及副中心周边
区域的快速连通，形成对外交通与内部
交通的高效衔接。在功能服务上，它是
集成了城际铁路、市郊铁路、城市轨道、
地面公交、出租车、小汽车、自行车、步行
等多层次交通方式于一体的综合枢纽，
实现高效便捷换乘。

林青说，“十四五”时期，城市副中心
将从加密骨干路网、优化重点功能区道
路、畅通微循环、打通断头路、完善公路
干线网四个层次建设便捷畅达的道路交
通网。同时推进市区公交融合、优化交
通转换衔接、多样化服务，全面提升副中
心的地面公交服务水平。进一步树立绿
色出行理念，为市民提供绿色出行道路，
持续推广应用新能源车，助力碳达峰、碳
中和。

区交通局副局长林青：

副中心交通建设坚持绿色优先慢行优先公交优先

本报讯（记者 冯维静）“通州
小绿”再发通知，提醒市民尽快办
理退还押金业务。

记者从北京绿色自行车服务
中心获悉，通州区小绿自行车自
2020 年 10 月市场化运营之后，不
再收取押金，深受广大市民的支
持与理解。截至目前，仍有部分
市民未办理“小绿自行车租赁卡

及手机 APP”退还押金业务。该
中心提醒，请未退还押金的持卡
用户尽快前往九棵树窗口办理退
还押金业务；手机 APP 未退押金
用户可自行在 APP 内提交申请退
还押金。

据了解，押金退还后，不影响
用户正常租车使用。退还押金工
作截至2021年12月31日。

本报讯（记者 王军志）昨日，
记者在西海子公园看到，区园林绿
化局组织人员正对游艺设施、山石
水面、办公用房等重点防汛区域进
行拉网式检查，并对园区的树木进
行重点巡查。

近期随着大风降雨频发，为
园林绿化防汛工作带来了挑战，
区园林绿化局结合实际修订完善
防汛预案，加强演练频次，强化抢
险物资保障，提升抢险专业化水
平；组织 600 多名园林工人对防汛
重点部位、防汛薄弱环节的隐患

点，特别是汛期易积水点、河道周
边等防汛重点部位，组织开展拉
网式防汛隐患排查整改，不留盲
区死角；严格落实三级 24 小时值
班值守等制度，统筹安排，早部
署、早动员、早落实，确保防汛工
作落实到位。

“我们通过组织巡逻巡查，组
织应急队伍随时做好公园的路侧
积水疏通、杂物清理、排水装置预
检、倒伏树木清理，确保公园有序
开园和市民出行安全。”区园林绿
化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区园林绿化局排查公园防汛隐患

“通州小绿”提醒市民尽快办理押金退还

聚焦“十四五”
权威访谈

日前，伟人毛泽东书信墨迹展览在通州区文化馆开幕。
此次展览由通州区文旅局主办，展览包括《师友学兄》《同舟共

济》《亲朋故旧》《诲人施政》和《翰墨情怀》五个板块，共展出了毛泽
东同众多老一辈革命家及家人、同志、亲属、旧故乃至普通群众交
往中的百幅影印手书墨迹。 记者 唐建/摄 张丽/文

品读伟人书信 传承红色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