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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区 2016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完成情况表

序号 项 目 任 务 牵头单位 完成时间 完 成 情 况

1

继续采用多种方式改善中低收入

群众家庭住房条件，建设筹集各类

保障性住房 7900 套，基本建成

5200 套。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11 月底前
新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 4509套，基本建成各类保障性

住房 16904套。

2
改善农村地区群众住房条件，完成

450 户农宅抗震节能改造。

区农委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11 月底前 完成高碑店乡 450户农宅抗震节能改造。

3

完成南沙滩老旧小区、霞光里 30

号院、双井街道垂西、光环社区和

西坝河东里等老旧小区各类老化

破损管线设施修缮和改造，并移交

市政管理。

区水务局

区市政市容委

区房管局

11 月底前

南沙滩老旧小区、双井街道垂西、光环社区和西坝河

东里等 10处老旧小区管线设施修缮和改造全部动工，

其中大屯慧忠北里二社区老旧管线改造已完成。

4

完成团结湖等9个街道涉及的产权

不清、产权单位破产倒闭无力履行

维修责任的 41 幢楼房平改坡屋顶

维修工程。

区房管局 11 月底前

团结湖、八里庄等 9 个街道涉及的产权不清、产权单

位破产倒闭无力履行维修责任的 41幢、18.3万平方米

楼房平改坡屋顶维修工程全部完成。

5
实施道路疏堵工程，完成安立路与

北苑路交叉口等 10 项拥堵节点改

造。

区市政市容委 11 月底前
完成安立路与北苑路交叉口、麦子店街、小营北路等

10项拥堵节点改造，区域交通拥堵状况改善。

6
建成平房新村北街、关庄西路等 10

条次支路，实施 40 万平方米区属
区市政市容委 11 月底前

完成霞光里北一街、平房新村北街等 10条次支路建设，

完成 40万平方米区属道路维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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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维护工程。

7

新建公共租赁自行车服务站点 70

个，增加公共自行车 2000 辆，进

一步扩大覆盖范围，更好地满足市

民短途出行要求。

区交通委 11 月底前

第二批 135 个站点、4000 辆（2016 年 2000 辆）公共

自行车投入运行，主要设置在北苑、望京等地铁接驳

出口，解决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全区公共

自行车数量达 1万辆，有效满足市民短途出行需求。

8
建成 10 条停车秩序严管街，建设 2

个停车示范居住小区，新增机动车

停车位 5000 个。

区交通委

朝阳交通支队
11 月底前

建成东外大街、建外大街等 10条停车秩序严管街，全

年累计清拖违章停车1983辆，违章停车处罚46.8万次。

在安贞、麦子店街道建设停车示范居住小区，通过居

住区自治、错时停车等措施，增加停车泊位。全区新

增机动车停车位 5011个。

9

完成 8条背街小巷环境综合整治，

解决双桥东柳西里路、青年路周边

路等路段路灯安装问题，进一步优

化市容环境面貌。

区市政市容委 11 月底前

完成对酒仙桥青年政治学院附中周边路、劲松农光路、

三源里南等 8条街巷胡同整治，环境面貌进一步优化。

完成青年路周边路、和平里南街、武圣东路北段等路

段路灯安装，满足群众夜间出行需求。

10
建设 10 个小微绿地（口袋公园），

完成 10 个老旧小区绿化改造，新

建绿道 28 公里。

区园林绿化局 11 月底前

完成新悦公园、秀木广场等 25个中小微公园新建改造；

完成道家园小区、南湖中园社区等 10个老旧小区绿化

改造；新建温榆河绿道 28公里。

11
实施“美丽乡村”环境建设，改善

农村地区生态环境面貌。
区农委 11 月底前

农村地区金盏、王四营等 7 个乡实施 8个环境建设项

目，通过绿化美化道路、规范广告牌匾、粉刷墙面、

修建排水沟渠等，改善提升农村地区环境面貌。

12
实施 3000 户以上平房居民煤改清

洁能源工程。

区农委

区社会办
11 月底前

完成农村地区 14个村（社区）4798户及街道地区 3400
余户居民煤改清洁能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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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完成 4处垃圾填埋场治理，创建 30

个垃圾分类示范小区。
区市政市容委 11 月底前

完成崔各庄乡奶东村、南磨房乡马家湾村、区循环经

济产业园东侧、清河营 4个非正规垃圾填埋场治理，

并通过市级第三方验收。完成双井富力城、劲松中社

区等 30个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创建，将废旧衣物、大件

家具纳入分类体系，有效提升厨余垃圾分出率，实现

垃圾源头治理。

14

推进基层平安建设，创建20个“平

安示范”居民小区，在垡头、安贞

等街道老旧小区重点部位安装或

更换高清监控探头，为钻窗入室盗

窃案高发社区安装防爬刺。

区综治办 11 月底前

完成六里屯街道十里堡南区社区、东风乡石佛营东里

社区等 20 个“平安示范”居民小区创建；为 15 个钻

窗入室盗窃案高发社区安装防爬刺 2.1万延米；完成安

贞、东湖等 10个街道部分老旧小区安装、更换监控探

头，为辖区居民提供安全保障。

15
建成 2 个气象防灾减灾标准化街

（乡），完成区气象防灾减灾群众

科普宣传教育基地建设。

区气象局 11 月底前
完成将台、王四营两个防灾减灾标准化乡建设，区气

象防灾减灾群众科普宣传教育基地完成主体装修。

16
在东湖街道南湖中园北社区、东风

乡泛海国际南社区建设地震安全

示范社区。

区地震局 11 月底前

完成东湖街道南湖中园北社区、东风乡泛海国际南社

区建设地震安全示范社区创建，制定相关地震应急预

案，组建地震应急救援志愿者队伍，开展地震应急演

练，建立应急物资库。

17

进一步在食品生产、流通和药品零

售环节推进量化分级管理，继续完

善街乡食品药品监管所检验检测

室，增建 65 个社区监测点，更好

地为居民提供食品药品快速检测

区食药局 11 月底前

完成食品生产、流通环节企业风险分级约 8000家，餐

饮企业量化分级 9000家，药品零售环节分级分类 800
余家。完成街乡食品药品监管所检测室及增建 65个社

区监测点设备配备及人员培训，为居民提供食品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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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快速检测服务。

18
对管庄、三间房、常营等地区具备

条件的自备井实施市政管网供水

置换，改善约 3万居民供水水质。

区水务局 11 月底前

完成鑫兆佳园等 5个居民小区和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等

11个企事业单位的自备井置换，置换用水人口 3.27万
人。

19
新建 5个孝亲敬老园，建设 8个老

年餐服务中心。
区老龄办 11 月底前

完成机场街道、双井街道、酒仙桥街道、呼家楼街道、

孙河地区 5个孝亲敬老园建设；8个老年餐服务中心已

投入运行。

20

继续开工建设 11 个街乡养老照料

中心，新增 1000 张养老床位，推

进街乡养老照料中心全覆盖，力争

建成 100 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完

成全国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

区建设。

区民政局 11 月底前

开工建设 11个街乡养老照料中心，新增床位 1000以
上，街乡覆盖率达 95%；完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复

制推广“驿站式”养老模式，建成 100 家社区养老服

务驿站。

21

为全区30000户空巢老年家庭配备

和安装具有火灾探测报警等功能

的安全服务设备；为 27900 户独居

老人、低保残疾家庭及空巢老人安

装燃气报警器。

朝阳消防支队

区社会办
11 月底前

为空巢老年家庭安装独立报警器 3 万个；完成 27915
户独居老人、低保残疾家庭及空巢老人安装燃气报警

器工作。

22

继续扩大学位供给，新开办幼儿园

4所，增加 1860 个入园学位；新建

九年一贯制学校 1 所，增加 1440

个入学学位。

区教委 8 月 底前

太阳宫 A区和东坝南二街限价商品房项目已开园，东

坝单店地块二期定向安置房、朝阳北路限价商品房项

目已具备开园条件，增加入园学位 1860个。新建九年

一贯制学校朝阳北路（原星牌建材制品厂）限价商品

房项目已完成主体结构，预计增加学位 144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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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改善 25 所学校食堂条件，提升学

生体质健康水平；为 12 所农村学

校提供软、硬件建设支持，推动城

乡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

区教委 11 月底前

25所学校食堂改造项目完成验收，并投入使用。将 12
所学校软硬件设施建设纳入“一校一策”政策支持，

完成硬件设施、校园文化、教育教学改革及人才队伍

等方面建设，推动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

24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继续向薄弱地

区倾斜，加强农村地区基层卫生工

作建设，在有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开设老年病康复病床及血液

透析服务；区疾控中心二期投入使

用。

区卫计委 11 月底前

朝阳医院常营院区，垂杨柳医院改扩建工程主楼封底，

双桥医院、妇幼保健院改扩建工程稳步推进。三间房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设病床 30张，南磨房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新址完成工程建设，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启动新址建设，崔各庄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血透项

目完成市级验收。区疾控中心二期投入使用。

25

培养 100 名中医养老技术服务人

员，为社区老年人提供中医健康养

老服务。

区卫计委 11 月底前

完成 130名中医养老技术人员师资培训，开展带教培

训培养家庭中医养老技术人员，为全区老年人提供科

学、规范的中医健康养老服务。

26

加强对群众文化活动的指导，全年

实现“文化进社区、进农村”下基

层公益演出 200 场。

区文化委 11 月底前
完成“文化进社区、进农村”下基层公益演出 273 场，

其中百姓周末大舞台 91场，星火工程演出 182场。

27

健全充分就业工作机制，举办“春风

行动”等专项活动，为各类群体提供

10万个就业岗位。

区人力社保局 11 月底前

制定印发就业工作要点，积极搭建企业与求职者交流

平台，开展“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等专项就

业服务活动，累计为各类群体开发就业岗位 10.5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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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全区新增规范化、连锁化、品牌化的

便利店（超市）、餐饮、便民菜店等

生活性服务业网点60个，加强社区商

业便民服务。

区商务委 11 月底前

新建（改造）便利店（超市）、餐饮、便民菜店等便

民服务网点 220个，试点推进“互联网+收发室”末端

公共配送平台建设。

29

完成左家庄、东湖、六里屯、亚运

村等4个街道约2.6万户信报箱更

新补建工程，改善老旧小区邮政服

务通邮条件。

区房管局 11 月底前
完成左家庄、东湖、南磨房等 6 个街乡 3 万余户信报

箱更新补建工程，改善老旧小区邮政服务通邮条件。

30
推进全区政务服务窗口标准化建

设，切实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畅

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区行政服务中心 11 月底前

制定《政务服务体系标准化试点达标评价手册》，并

开展试点工作，完成智慧网上政务服务大厅建设，朝

阳服务微信公众号上线，实现信息公开、办事指南查

询、互动交流功能，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