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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西分析仪器有限公司，因保管不善，近日不
慎将本公司工会法人资格证书（正本）丢失，特此声
明。 2017年2月16日

遗失声明

区婚姻登记中心
圆满完成高峰日登记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朱新元）近
日，八方达延庆分公司第八车队
团支部，在车队党支部的大力支
持下，组织党团员、青年及职工，
特邀我区图书馆、八五三部队，
在车队大会议室共同开展“军民
同欢”青年联谊会活动。

活动中，车队职工的双节棍
表演和歌曲演唱，部队战士的机
械舞、擒敌拳、劈砖、歌曲演唱等
节目，不仅展现了当代青年朝气
蓬勃的精神风貌和对美好生活
的热爱，更是抒发了战士职工喜
迎新春佳节的喜悦心情。活动

中还穿插了贴鼻子、你来比划我
来猜、抢话筒猜歌名等默契小游
戏，通过战士职工的分工合作，
以游戏促友谊，不断增进战士职
工彼此之间的思想沟通、感情交
流，搭建军民友谊桥梁。

本次活动以“军民同欢”青
年联谊会为契机，不断巩固军民
共建成果，切实提高党支部的感
召力，提升团支部的战斗力，充
分发挥党团员先锋模范和引领
示范作用、青年的生力军和突击
队作用，努力在基层党团组织中
营造学先进、争优秀的良好风气。

文艺家与社区居民共庆新春文艺家与社区居民共庆新春

本报讯（通讯员 任海濛）春节
前夕，区文联组织区音乐家协会、舞
蹈家协会、戏剧家协会和曲艺家协
会的50余名会员，到东辛房街道办
事处文化中心，举办“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文艺家下基层展演新春联
欢会。

演出中，有我区原创歌曲《我的
家叫门头沟区》、汉族传统曲艺牛骨
数来宝《话说和谐》、儿童京剧联唱

《国粹艺术滋润童心》、民间舞蹈花棍
《中国范儿》、老北京魔术等14个节
目，特邀嘉宾北京歌舞剧院国家一
级演员张爱，中国煤矿文工团国家
一级演员刘君侠，先后演唱了《阳光
路上》《共和国之恋》等曲目，表演形
式丰富多彩，为300余名社区居民带
去了新春的祝福。

本报讯（记者 李冰）随着我区
社会不断的发展，在人们收入水平
提升、交通等基础设施逐渐改善的
条件下，人们对吃穿等要求越来越
追求品质，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在
春节期间到餐馆聚餐，我区餐饮行
业生意兴隆。

家住惠润家园的居民告诉记
者：“从我家来说就明显感觉到生
活水平有所提高，我们享受了棚改
的优惠政策，赶上了好时候，去年
过年的时候就去饭店吃的，今年又
选择了到饭店，我们全家一家老小
二十余人一起过了团圆年，又省事
又方便又热闹。”“日子越来越好
了，去饭店消费一下也是过了一个
不一样的春节，家里亲戚多，我们
聚到一起，又省事大家还都满意。”

“现在很流行去饭店吃年夜饭吧，
比在家自己做省事不少，我们提前
好久就开始预定位子，晚了都怕预
定不上。”

记者联系了我区小楠坊、泰和
轩餐饮店了解情况。小楠坊相关
负责人说：“随着我区人民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对生活的品质要求
也随之提高，我们餐厅春节期间的
营业额较去年相比提升不少。今
年我们餐厅在春节期间推出了特
色菜品‘节节高’，瑞雪丰年，紫气
东来，还有特色海鲜拼盘等一系列
特色菜品，不仅味美，还有很好的
寓意，满足百姓吃美味、吃实惠、吃
健康的需求。”

记者了解到，大年初三，泰和轩
的赵经理就从老家赶回北京门头沟

的餐馆，因为春节期间餐馆生意太
忙，实在放心不下，回来看看帮帮
忙。并且针对百姓的需求，从大年
三十到初七饭店也推出了特色菜
品，百姓预定年夜饭的数量也是较
去年相比有所提高，春节期间，餐馆
的包间几乎都被预订一空，几乎都
是家庭聚餐。

家住永定镇曹各庄的王先生这
天就在店里预定下一个大包间，把
前来给自己拜年的亲戚们都招呼
来，男女老少一共18口人聚齐了，
把一个大包间挤得满满的。几年前
已拆迁住进楼房的王先生觉得，亲
戚们一起过年在外面吃顿饭，既省
去了在家里做饭的麻烦，又想吃什
么点什么，很有面子，氛围也好，亲
戚们也都满意。赵经理表示，春节

期间虽然忙点儿，但看着好多家庭
在一起聚餐的开心劲儿，自己也很
开心，觉得跟客人们也过了一个不
一样的春节。

据了解，小楠坊饭店从大年三
十晚上开始平均每天都有十桌左右
的客人。并且春节期间两家饭店的
工作人员都没有放假以便于给百姓
提供更好的服务。

王奶奶说：“往年一直在家做饭
一起吃，今年孩子提议去饭店，第一
次过年去饭店，吃得好服务好还方
便，大年初四家里亲戚聚会，我们又
选择到饭店聚，热热闹闹的，以前哪
有这条件，我这么大年纪了真的亲
身感受到了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
真是提高了，觉得以后的日子会一
天比一天好。”

更多市民选择餐馆聚餐更多市民选择餐馆聚餐

八方达延庆分公司
举办军民同欢青年联谊会

本报讯（通讯员 宋兰英
陈永）区婚姻登记中心圆满完
成节后首个高峰日登记工作。

“祝你们白头偕老，永结同
心，家庭幸福……”在区婚姻登
记中心工作人员和新人亲人的
共同见证下，一对对恋人终成眷
属。2月14日，我区迎来春节假
期后首个登记高峰日，新人们纷
纷选择在当天登记结婚。区婚
姻登记中心按照有关要求，认真
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措施更加有
力，服务更加到位,70对新人喜
结良缘，全天共接待当事人近
100余人，登记合格率、群众满
意率均达到100%，圆满完成了
今年首个高峰日的登记工作。

为保证登记工作有序进
行，区婚姻登记中心进一步完
善了婚姻登记高峰应急预案，
做到职责到人。提前对计算机
网络、办公设备设施进行了检
修维护，确保正常工作。

此外，还开设了网上预约
和微信预约的方式，对预约新
人进行一对一电话服务，每天
将网上预约新人的名单打印出
来并与其联系，请他们到婚姻
登记处审核证件，记录审核结
果，以避免情人节当天因证件
不合格而导致不能登记而给新
人留下遗憾。登记完成后，工
作人员为新人发放计生礼包，
为圆满完成高峰日登记工作发
挥了积极作用。

当天，婚姻登记处环境温
馨、明亮、喜庆，工作人员精神
饱满，面带微笑，轻声询问着每
一对新人。等候的人员手持号
码，相依坐在椅上耐心等候。
颁证厅内，在庄严神圣的国旗、
国徽见证下，区婚姻登记中心
颁证员为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
举行了简短但庄重的颁证仪
式，工作人员诚挚地祝愿新人
们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本报讯（通讯员 刘景来）
近日，区政协文体届政协委员
来到大台地区，对当地的古村
落及京西古幡会，进行了深入
考察。通过座谈和实地走访，
了解到了当地古村落保护及文
化传承中存在的问题。

委员们在大台办事处召开
了座谈会，与会人员充分肯定
了政府对当地文化的支持并认真
听取了各方提出的问题及建议。

随后，委员们在村民的指
引下，察看沿途的古桥，然后到
市级重点古村落千军台村。村
东口“紫气东来”、“西园翰墨”
的大影壁墙傲然屹立，迎接着
远方来客。从村东到村西，委
员们走访了多处古民居。有当

年侵华日军放火烧后留下的遗
址，有“文革”留下的印迹，交谈
中，勾起了村民对历史的记
忆。村东台下公路旁那座已被
淤埋半截的古桥，是当地“十里
八桥”最西头的一座，人称老
桥。在西港沟，还有一座俗称

“古洋水”的明代寺庙遗址。村
西口曾有茶棚庙，毁于泥石流
……村里的石辗子，古门楼，古街
巷，让大家感到古村风貌依旧。

委员们参与了当地具有
400多年历史的京西古幡会，感
受了这里浓厚的文化。通过深
入了解，体会到该地区的"五古
文化"：古村落、古幡会、古幡乐、
古道古桥、古庙，历史悠久，需
要挖掘和保护。

石门营四区
开展学生寒假主题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赵志君)近
日，东辛房街道石门营四区组
织辖区内青少年开展了寒假学
生“环境小卫士”活动，此次活
动共有16名学生参加。

在社区干部的带领下，孩
子们拿着扫帚、夹子、垃圾袋沿
着小区外围捡拾白色垃圾、烟
头，认真打扫街道、绿化带等卫
生死角。他们三个一群，五个
一伙，有的打扫着人行道上的

尘土，有的走进绿化带拣着垃
圾。学生们不怕脏、不怕累，经
过一个小时的劳动，把人行道
和花池打扫得干干净净。此次
共捡拾白色垃圾7袋。

本次活动既提高了社区学
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
能力，增强了他们的劳动观念，
同时又让社区环境焕然一新，
对孩子们来说更是一次保护环
境卫生的教育宣传。

本报讯（记者 李冰 通讯员 李
晨曦）新年伊始，为保持环境执法高
压态势，为全年工作起好头、迈好
步，区环境保护局五项措施加强流
动污染源监管力度，减少污染物减
排，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环境污染问题备受人们关注，
共同治理雾霾的任务艰巨，不仅要
从源头治理，更需要全区人民的共
同保护。区环保局加大工作力度，
多项措施加强监管，落实好环境规
划的正确政策，积极为百姓提供一
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加大力度检查加油站。油气排
放是导致空气污染的原因之一，区
环保局检查加油站油气回收相关管
路是否存在跑、冒、滴、漏现象；油罐

车是否按要求卸油；检测油气回收
系统气液比、液阻、密闭是否达标，
防止油气挥发对大气造成污染，对违
反规定的单位责令整改并依法处罚。

加强源头管控，突出重点。严
格检查，建立“追车溯源”模式，严格
记录车辆、行驶路线等信息，采用入
户的方式，对用车大户和施工工地
进行日常检查和突击夜查，对重型
柴油车及施工机械逐一进行污染物
排放检测，严查OBD、尿素添加等
情况，严厉打击冒黑烟、超标排放等
违法行为。

加强机动车检测机构的监督检
查。采取执法人员驻场的方式，对
上线检验的车辆、检测档案进行检
查，规范检测机构的检测秩序，防止

破坏正常检测秩序的行为发生；并
加大本市关于《报废国一国二轻型
汽油车政府补助政策和限行政策》
及“升星换标零费用”等相关政策的
宣传力度，积极为车主答疑解惑，把
淘汰高排放机动车惠民政策切实落
到实处。

坚持惩防并举，重在预防的工
作思路。集中广大市民的共同力
量，加大力度广泛宣传《环境保护
法》及环保知识，通过执法现场宣
传、张贴海报及微信公众号、微博等
形式，采取进街道、进社区、进楼门、
进加油站的宣传方式，引导基层自
我管理、自我督察，强化执行，使群
众、企业对新《环境保护法》有新的
了解，提高群众环保意识，推动工作

落实，共同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跟踪复查，有效监督问题单位

将整改措施落实到位。有问题的地
方不仅要整改，更要维持。区环保
局逐一核查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
开展工作复查，防止问题反复出现，切
实积极整改，将具体工作落实到位。

明确目标责任，确保检查全覆
盖。除固定时间上班外，专门安排
工作人员加大夜间检查，在重要时
段、重点路段延长执法时间、增加执
法力量，确保监督检查到位。

据了解，截至目前，共检查加油
站92座次，排除加油站安全隐患3
处；检查车辆3124辆，受理咨询268
次，发送宣传资料200余份，处罚违
法单位1家。

区环保局五项措施加强流动污染源监管

本报讯（记者 李冰）日前，网友
发来消息：在永定楼附近的冰上，一
小姑娘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冰上玩
耍，由于冰面较薄，小姑娘不慎落
水，家长找来木棍，在大家的帮助
下，才将小姑娘救出。

近年来，滑野冰、野钓的人不断
增多，然而事故也频频发生，网络上
搜索落水身亡的消息不断增多，需
要引起市民的注意，不去可能会危
害到自身安全的地方。冰面上贪玩
的孩子很常见，冬季正值学生们寒
假期间，孩子们经常会结伴到野湖
滑冰，忽视了安全问题，小朋友们没
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许多大人
也忽视了滑野冰可能带来的危害。

随着立春节气的到来，天气逐
渐转暖，冰也慢慢融化，在非正规的
冰面上滑冰十分危险。近日，记者
在景观大道附近的公园内看到市民
在滑冰，偶尔还能见到成年人行走
在冰面上，对于孩子而言，很容易去
模仿，在冰面上玩耍其危险性可想
而知。随机采访路边的市民说：“滑

野冰太不安全了，很容易出危险。”
然而有些市民朋友仍没有意识到问
题的严重性。

“前几天还去滑了，快开学了就
想着和同学约着一起去玩一下，觉
得冰还很厚而且也不用花钱，不会出
现问题的。”十二岁的学生告诉记者。

冬季滑雪滑冰是一种良好的活
动方式，然而很多市民和学生都喜
欢到不正规的附近公园结冰的湖面
上游玩，看起来厚厚的冰，实则危险
重重。在此提示大家：天气逐渐回
暖，滑野冰风险非常大，市民切勿

“以身犯险”。

在公园内，“水深危险，请勿靠
近”“禁止垂钓、滑冰”“禁止游
泳”……虽然警示牌随处可见，可依
然有市民在滑冰。正在锻炼的老人
们告诉记者：“有，看到过，还不少
呢，小孩儿们在这个冰面上滑冰，年
纪都不大的，也没有大人看着，来回
跑，特别危险。”“可不是，年纪都不
大，别出事，一出事几个孩子怎么救
啊，家长也不管，看着都害怕。”“遛
弯的时候要是看见有人在冰上走，
我都会提醒一下，有的就走了，有的
也不听，不理你也没辙。”记者看到岸
边两旁的冰已有融化的迹象，大部分
湖水只是表面结冰，实则冰面很薄，
对于到冰上玩耍的孩子和大人来说，
充满了安全隐患，一旦冰面断裂，会
带来很大的危险，后果不堪设想。

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滑
雪滑冰要到正规场地，立春后，冰雪
会逐渐融化，切勿滑野冰，以免造成
不必要的麻烦。可适当更换运动方
式，保证人身安全，以防发生意
外。 姚宝良/摄

杜绝滑野冰 切勿以身犯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