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城市管理委 2017 年度绩效任务完成情况 

序

号 
年度任务 任务目标 完成情况 

1 

加快城市管理与服务标准化建设，

拟定相关地方标准和规范，并组织

监督实施。 

修订《管道燃气用户巡检技术规

程》、《供热管网改造技术规程》

等 7 项地方标准。 

《管道燃气用户巡检技术规程》、

《供热管网改造技术规程》等 7 项

地方标准完成修订。 

2 

做好党的十九大、“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服务保障与环

境保障工作，抓好重点区域、重点

道路的环境整治和景观提升。 

1.完成高峰论坛、十九大环境保障

各及城市运行保障各项任务； 

2.22 条重点道路达标完成规划设

计并启动开工； 

3.44 处区域项目年底前达到 20 处

开工。 

  1.完成高峰论坛、十九大环境保障及

城市运行保障各项任务，确保会议与
活动期间市容环境整洁优美、城市运
行安全平稳。 
  2.22 条市级重点道路全部完成规
划设计并开工。 
  3.44 处区域中，20 处区域提升项目
年内开工建设，丰台区宛平纪念活动
周边区域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已完成。 

3 

制定 2017 年度环境建设综合检查

方案，定期开展检查，年度组织首

都环境建设考核评价。 

印发年度环境建设综合检查方案，

开展 12 次月检查，年度组织首都

环境建设考核评价。 

  每月开展环境建设检查，年度环境建

设考核评价正在有序推进，检查结果

在市政府常务会上进行通报。 

4 
推进城市管理、社会服务、社会治

安、城管综合执法等多网融合。 

编制并印发“城市管理动态”，宣

传促进各区多网融合工作。 

  全年共印发“城市综合管理动态”

12 期。 

5 做好城市运行保障的监测。 
每日向市政府报送城市运行监测数

据。 

  向市政府值班室及时报送《城市运

行监测平台综合信息》365 篇。 

6 
开展全市违规户外广告牌匾标识清理

整治。 

全年整治违规户外广告不少于 1300

块。 

  全年完成 1586 块违规户外广告牌

匾标识的清理整治。 



序

号 
年度任务 任务目标 完成情况 

7 
编制完成城市副中心户外广告牌

匾标识设置标准。 
12 月底前编制完成。 

  已编制完成《城市副中心户外广告

牌匾标识设置标准》。 

8 
开展城市公共空间设施治理，扩大

公服设施“二维码”管理范围。 

公服设施二维码覆盖本市 300 条大

街。 

  全市已完成 300 条大街二维码建

设和检查验收。 

9 
完成城六区 100 条背街小巷环境整

治提升。 

完成城六区 100 条背街小巷环境整

治提升。 

  城六区共完成 102 条背街小巷环

境整治提升。 

10 持续推进城区架空线入地。 

1.完成 100 公里通信架空线入地； 

2.完成 100 条支路胡同架空线规范

梳理。 

  完成 106 公里通信架空线入地，

313 条支路胡同架空线规范梳理 

11 
组织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一期

工程夜景照明工程建设。 

12 月底前，完成城市副中心行政办

公区一期工程的楼体景观照明工

程建设工作。 

结合建筑外立面及地面铺装进

度，已完成全部管线敷设，具备条

件完成灯具安装工作。 

12 
提升改造长安街彩虹门及二环路 8

座立交桥景观照明。 

12 月底前，完成二环路 8 座立交桥

与长安街彩虹门景观照明提升改

造项目招标。 

已完成二环路 8 座立交桥景观照

明提升改造项目招标；已完成长安

街彩虹门景观照明提升改造项目的

采购及合同签订。 

13 

加强道路清扫保洁，新工艺作业覆

盖率提高至 88%以上；落实道路分

级清扫保洁要求，实现重点道路每

日机械冲洗不少于 2 次；中心城区

和远郊区建成区的次干路及以上

道路每日实施再生水冲洗，正常作

业条件下，日再生水使用量达到

2.5 万立方米。 

1.全市新工艺作业覆盖率达到 88%

以上； 

2.重点道路每日机械冲洗不少于 2次； 

3.全市再生水日使用量提高到 2.5

万立方米以上； 

4.加强河道两侧和城市排水系统

周边的清扫，严控生活垃圾进入河

道和城市排水系统。 

全市新工艺作业覆盖率达到 88%

以上；本市重点道路每日机械冲洗不少

于 2次；已完成全市再生水日使用量

到 3 万立方米以上；严格按照作业

标准，严禁将污染物扫入河道和城

市排水系统。截至目前，市级抽查

中未发现违规现象。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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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推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环卫车辆

应用范围。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环卫车辆占比

达到 50%。 

新能源、清洁能源环卫车总数达

到 3316 辆，占比达 50%以上。 

15 

落实《北京市建筑垃圾综合整治工

作方案》，进一步加大建筑垃圾运

输消纳违法违规行为综合整治力

度。 

完成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和车辆定期

评估，发布 4批建筑垃圾运输车辆黑

名单，发布 2批建筑垃圾运输绿色车

队名单,进一步加大建筑垃圾运输消

纳违法违规行为综合整治力度。 

1.梳理未取得许可的 4800台运输

车辆，分 16 批次移送注册地核查，

对不具备渣土运营条件的 1460辆车

从系统中剔除，禁止在本市办理准

运证；对不办理许可的 2992 辆车移

送职能部门，禁止在京开展运输渣

土业务。 

2.发布 2 批绿色车队，共 15 家，

车辆 331 台。全市累计共有正规渣

土运输企业 449 家、4216 台达标车

辆，信息已在我委外网公示。 

16 

建成运行 6 项垃圾处理设施，推进

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回收利

用，生活垃圾资源化率达到 57%，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9.7%以上。 

1.建成运行 6 项垃圾处理设施（含

阿苏卫垃圾焚烧厂）； 

2.鲁家山餐厨垃圾处理厂完成总

工程量的 70%，残渣暂存场完成

45%； 

3.小武基垃圾转运站投运，停车场

主体完工； 

4.每个区至少有 1 个街道、每个街

道至少有 1 个社区完成“垃圾分类

示范片区”创建工作； 

5.重点镇全部实现垃圾规范化处理。 

1.建成运行 7 项垃圾处理设施。 

2.鲁家山餐厨垃圾处理厂完成总

工程量的 80%；残渣暂存场已建设完

成。 

3.小武基垃圾转运站建设完成并

投运，停车场主体完工。 

4.全市在 19 个街道、527 个社区

创建“垃圾分类示范片区”。 

5.本市重点镇全部实现垃圾规范化

处理。 



序

号 
年度任务 任务目标 完成情况 

17 

2017 年底前，全市垃圾填埋场、垃

圾中转站、餐厨垃圾处置厂等的渗

滤液处理全面达标；加快建设完善

渗滤液处理设施在线监测系统，实

时监测其排水量和排水水质。 

1.每季度对渗沥液处理指标进行检

测。 

2.加快建设完善渗滤液处理设施

在线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其排水量

和排水水质。 

1.定期对 6 座垃圾转运站的渗滤

液处理情况进行检测，对出水水质

进行市级每月（季）抽检。 

2.确定 6 座垃圾转运站加装水污

染物排放监测设备。  

18 

全市范围内禁止新增非正规垃圾

填埋场；对已有非正规垃圾填埋场

进行治理；完成非正规废品回收点

整治。 

1.及时查处全市范围内新增非正

规垃圾填埋场； 

2.对已有非正规垃圾填埋场进行治

理； 

3.完成非正规废品回收点整治。 

1.2017 年，本市未出现新增的非

正规垃圾填埋场。 

2.既有的 1 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

治理完成治理任务。 

3.升级改造再生资源回收站点 40

处，推广再生资源“互联网+”新模

式。 

19 

推广燃气安全辅助设备和独立式

感烟火灾探测报警装置，维护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1.制定燃气安全辅助设备的技术

要求； 

2.组织市燃气协会推荐符合要求

的供货企业名单及设备型号目录。 

  配合市安全监管局抓好工作的落

实，印发宣传海报 3 万份并在单位

和社区张贴，印发了宣传折页 5 万

册，“燃气院线贴片宣传视频”已

在院线上映。 

20 

继续大力压减燃煤，完成 700 个村

煤改清洁能源，实现城六区和南部

平原地区基本“无煤化”，实施 4000

蒸吨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 

完成 200 个村的煤改清洁能源、燃

煤供暖锅炉清洁能源改造配套燃

气管线建设。 

  完成 356 个村的配套燃气管线工

程。 



序

号 
年度任务 任务目标 完成情况 

21 

积极协调国家有关部门，落实年度

及采暖季用气需求；加快燃气管网

设施建设实现南部四区平原地区

管道天然气“镇镇通”。 

1.落实年度及采暖季用气需求；                          

2.完成 6 个镇的管道天然气“镇镇

通”。 

与中石油签订天然气购销合同，

落实 2017 年度用气总量及高峰量。 

通州区永乐店镇、大兴区青云店

等 4 个镇、房山区琉璃河等 4 个镇

已实现燃气“镇镇通”。 

22 
研究制定锅炉改液化天然气或压

缩天然气相关支持政策。 

8 月底前，提出将液化天然气或压

缩天然气纳入区域锅炉房供热燃

料补贴的标准测算方法，征求相关

部门意见。 

8 月底前，提出了居民液化天然气

和压缩天然气供热补贴政策文件并

转市财政局研提意见。 

23 协调推进燃气领域重点工程。 

1.延庆门站及 CNG 加气母站开工建

设； 

2.西六环中段天然气工程完成总

工程量的 23%； 

3.配合市重大项目办推进陕京四

线全面开工建设。 

1.延庆门站设施已建成、通气；

调整后的 LNG 储配站已投入运行。 

2.西六环中段天然气工程完成约

3 公里，完成年度任务。 

3.陕京四线天然气北京段工程建

设完成并投入运行。 

24 
更新改造 100 个老旧小区供热管

网。 

完成更新改造 100个老旧小区供热

管网。 

对 112 个老旧小区、810 公里老旧

供热管线进行更新改造。 

25 淘汰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 

完成平原地区 10 蒸吨及以下居民

供热燃煤锅炉清洁改造，采暖季前

通气并具备点火试运行条件。 

  平原地区 10蒸吨及以下居民燃煤

锅炉房已全部淘汰并改为清洁能

源，自本采暖季开始使用。  

26 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将低氮改造等节能减排任务列为

对供热单位的考核内容，推动改造

工作的开展。 

印发《关于居民供暖锅炉低氮燃

烧器改造有关要求的通知》，将低

氮改造等节能减排任务列为对供热

单位的考核内容。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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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协调推进供热领域重点工程。 
涿州-房山供热工程输热主干线工

程完成总工程量的 60%。 

  工程于 12 月 10 日建设完成，12

月 21 日并网通热。  

28 
加强煤炭质量监管严控燃煤使用

反弹。 

1.7 月份完成工商注册煤炭企业摸

底调查，提交摸底情况报告； 

2.10 月完成优质煤供应企业现场

考核，在采暖季对优质煤产品质量

进行抽查监测。 

1.7 月底，完成工商注册煤炭企业

摸底调查并形成摸底报告。 

2.对本市 26家优质煤供应企业进

行考核工作；采暖季期间对优质煤

产品质量进行了抽测。 

29 

采暖季结束后，华能北京热电厂燃

煤机组停机备用。进一步加大外调

电力度，燃气电厂在满足城市用

电、民生供热、应急调峰需要和保

证安全的情况下，落实压减发电量

方案。 

1.3 月底前实现华能一期燃煤机组

关停备用； 

2.压减本地燃气电厂发电量。 

1.3 月 18 日，华能电厂燃煤机组

如期实现停机备用。 

2.截至 12 月 24 日，完成压减本

地发电量 41.42 亿千瓦时。 

30 协调推进电力领域重点工程。 

1.重新办理东特高压-通州 500 千

伏送出工程（北京段）的支持性意

见； 

2.张北可再生能源柔性直流电网

示范工程开工建设。 

  1.东特高压-通州 500千伏送出工

程（北京段）已重新办理支持性意

见。 

  2.张北可再生能源柔性直流电网

示范工程已开工建设。 

31 
新建 3000 个公用充电桩，进一步

满足新能源汽车用户充电需求。 
新建 3000 个公用充电桩。 全年新建 3037 个公共充电设施。 

32 牵头开展压减燃煤工作。 

1.制定完成 2017 年压煤工作方案； 

2.组织各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压减

30%，全市燃煤消费量压减至 700

万吨以内。 

  制定《北京市 2017 年压减燃煤和

清洁能源建设工作计划》，全年压

减燃煤 300 万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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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立完善热电气常态化联调联供

机制，确保城市运行平稳有序。 

8 月底前制定完成热电气联调联供

工作规则。 

已制定华能煤机应急备用运行方

案和冬季天然气压非保民工作方

案，进一步完善了气热电联调联供

工作机制 

34 

搭建“北京市市级消除地下管线自

身结构性隐患工程计划项目库”信

息系统，制定配套管理办法。 

搭建“北京市市级消除地下管线自

身结构性隐患工程计划项目库”信

息系统，制定配套管理办法。 

  “北京市市级消除地下管线自身

结构性隐患工程计划项目库”已运

行，配套制定《北京市消除城市道

路范围内地下管线自身结构性隐患

工程计划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35 

制定完成并上报《关于加强城市地

下综合管廊建设管理的实施意

见》。 

6 月底前制定完成并上报市政府。 

2017 年 6 月底前，起草《关于加

强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管理的实

施意见》并上报市政府,经 11 月 21

日第 169 次市政府常务会审议并原

则通过。 

36 
协调推进地下综合管廊重点工程

建设。 

1.新机场高速公路地下综合管廊

开工建设； 

2.轨道交通 3 号线（东坝中路）地

下综合管廊完成 40 米初支； 

3.轨道交通 7 号线东延（万盛南街）

地下综合管廊完成 400 米管廊； 

4.轨道交通 8 号线三期（王府井）

地下综合管廊项目完成 800 米初

支。 

  1.新机场高速公路地下综合管廊

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开工建设。 

2.轨道交通 3 号线（东坝中路）

地下综合管廊已完成 40 米初支。 

3.轨道交通 7 号线东延（万盛南

街）地下综合管廊开挖 856 米。 

4.轨道交通 8 号线三期（王府井）

地下综合管廊项目已完成 802 米初

支。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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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制定完成并上报《北京市关于贯彻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

管道保护法>的实施意见》。 

10 月底前制定完成并上报市政府。 

  《北京市关于贯彻落实<中华人

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 >

的实施意见》已提请市政府，拟以

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 

38 

开展北京市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

外部检测及高后果区识别和风险

评价。 

形成石油天然气管道高后果区识

别的重要影像数据采集清单；完成

陕京一线、琉永支线、陕京二线、

永京支线的高后果区识别、风险评

价及双高管段的外检测。 

  对陕京一线、二级及永京支线、

琉永支线及牛山油库成品油线 5 条

管道开展外防腐层检测、高后果区

识别和风险评价工作，形成了石油

天然气管道高后果区识别数据采集

清单。 

39 
做好城市管理领域的行业安全监

管。 

1.6 月底前，制定年度安全生产综

合考核任务分解表，分解安全生产

任务； 

2.12 月底，修订完成《安全生产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暂行规定》。 

完成 2017年度安全生产综合考核

任务分解表，分解具体任务。10 月

中旬，印发《市城市管理委安全生

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暂行规定》。 

40 
承担城市公共设施事故应急指挥

部办公室日常工作。 

1.及时妥善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2.协调路政、交管等部门保障管线

即发性隐患消除顺利实施。 

  处置突发事件 138 起，赴现场处

置突发事件 36 起；转发抢修工程配

合单 293 份，确保工程按期完成。 

41 

制定城市地下管线防汛专项分指

挥部 2017 年工作方案，组织各成

员单位落实防汛任务。 

9 月底，全系统各单位安全度汛。 

  抓好《2017 年度城市地下管线防

汛专项分指挥部工作方案》的落实，

确保全系统安全度汛。 

42 

协助配合市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研

究制定分区域差别化非居民用电

气热价格政策。 

协助配合市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研

究制定分区域差别化非居民用电

气热价格政策。 

配合市发展改革委做好非居民燃

气、供热、电力价格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