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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闫国伟）为方
便居民通行，提升社区整体环境，
日前，城子街道龙门一区开展为期
近一个月的坡道修建工程，现已修
建完工，为社区居民出行提供了方
便。

这之前，许多居民纷纷反映，
一楼楼梯陡峭，上了年纪腿脚不便
的居民出行困难，且多数楼梯破损
对出行造成影响。

龙门一区了解情况后，迅速制
定工作方案，依托城子办事处，联
合物业公司，对辖区内21栋楼、43
个单元门进行修建。此次共计修
建435延米坡道台阶。

社区残疾人秘阿姨激动地说：
“从铺好水泥开始她就一直叫女儿
出门看看干了没有，终于能自己下
楼不求人，社区这次真是帮了我们
大忙了!”坡道、台阶修建后得到居
民一致好评，同时也营造了良好的
社区环境。

龙门一区修建坡道方便居民龙门一区修建坡道方便居民

我区开展党员干部
党风廉政建设主题实践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腾）为进一步

加强思想政治修养，提高廉政意识，
践行“两学一做”，近日，区委组织
部、纪委、区妇联组织全区机关党
员、领导干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主
题实践活动。

活动集体参观了北京市反腐倡
廉警示教育基地，并观看反腐倡廉警
示教育片，了解了近年来发生的违法
违纪、贪污腐败系列案例，使大家进一
步坚定了清廉为政、洁身自好的信念
和理想。随后，活动集体还来到大兴
区红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重温毛主

席与革命前辈抗战时期的艰苦岁月，
见证新中国的成长历程。这次活动充
分体现了党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开
展反腐倡廉的坚定决心和有力举措。

区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开展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主题实践
活动，旨在充分践行“两学一做”，强
化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修身、廉
洁齐家的意识，以良好的家风促进
党风政风，向善向上。下一步，还将
通过当好贤内助，吹好廉政风等一
系列主题活动，进一步深化树清廉
家风，创最美家庭实践活动。

区旅游委
开展星级饭店复核检查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王良）按照市
旅游委相关工作部署，近日，区旅游
委组织龙泉宾馆、忠良书院、晨光
饭店、灵山苑开展了星级饭店复核
检查工作，严格按照旅游饭店星级
的划分与评定标准，通过联组互查
的方式，对星级饭店必备项目进行
了重点检查，实地查看了星级饭店
各项硬件设备设施维护建设情况
和各项安全、服务、培训等规范制

度执行和落实情况，并提出了相关
的整改意见，要求限期整改，加大
星级饭店行业监管力度，进一步提
升了星级饭店的服务质量和管理
水平。

今后，区旅游委将全面实施旅
游行业标准化创建工作，不断规范
服务标准，提升服务质量，努力提高
我区旅游接待的整体水平，推进全
区旅游产业健康发展。

区食药监局
严查山区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本报讯（通讯员 刘星辰）为提
高医疗器械经营企业的质量安全意
识，强化医疗器械质量管理能力，加
强对山区医疗器械经营企业监管，
规范其经营行为，落实相关主体责
任，区食药局以雁翅镇为试点，采取
科、所、企业、出租方“四位一体”管
理的方法，开展对企业场所（注册场
所、经营场所、库房）的整治工作，并
以此逐步向其它山区企业推行。

近日，由区食药局相关负责人带
队，药械市场监管科与雁翅食药所协

同对雁翅辖区内的4家医疗器械经
营企业进行检查。重点检查高风险
类医疗器械储存条件、产品追溯管
理、进货查验记录及销售记录，以及
以体验方式、门店形式销售医疗器械
的经营企业进货渠道、是否销售假劣
器械、是否存在夸大宣传等情况。执
法人员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部分企业
存在经营环境不合格、仓库温湿度不
达标等情况，上述情况执法人员已在
现场提出了限时整改要求，并将在近
期跟踪落实企业整改情况。

龙门涧龙门涧、、灵水景区做好灵水景区做好““十一十一””迎客准备迎客准备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十一”

长假临近，大家都在为8天的“超级
黄金周”去哪儿玩儿大费脑筋。据
旅游专家预测，今年“十一”黄金周
国内游将超过6.5亿人次，出境旅
游人次将超过 600 万，创历史新
高。

说到北京游，恐怕更多的人首
先会想到长城、故宫、颐和园……
不过这些景点人山人海是肯定
的。其实，城市周边乡村休闲度假
游也是不错的选择，你不用因为拥
挤的人潮而错过美丽的风景以及
旅行的真正意义。目前我区龙门
涧及灵水景区已经做好了“十一”
期间的旅游方案，敬候大家的光
临。

穿越北京最长嶂谷——龙门

涧大峡谷
在龙门涧大峡谷中有一种独

特的地质类型，两侧谷坡十分陡
峭，甚至接近于垂直，谷地宽度上
下近乎一致，这种地质结构被称之
为嶂谷。而龙门涧是北京地区最
长的嶂谷，峡谷全长15公里，植被
丰茂，负氧离子含量是市区的
400~500倍，被称为最靠近市区的

“天然氧吧”。在龙门涧景区内有
数十处景点，景自天成，形态各异。

“十一”期间，景区为了缅怀革
命先烈，举办了“向祖国致敬，越京
西龙门”的主题活动，穿越成功者
可领取免费午餐卡一张。龙门涧
有天然大盆景之称，可见景区内植
物茂盛，种类繁多，此次“十一”期
间景区内还将举办动植物展览，供

游客们参观学习。另外，文物部门
曾在龙门涧发现过古代贝币（贝币
始于商周时期），可见历史之悠久，
龙门涧古化石也是出了名的多，

“十一”期间，景区还举办了认识古
化石、投壶射箭等互动项目。

文旅活动唱响灵水举人村
灵水举人村位于我区斋堂镇，

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深厚的
乡贤文化塑造了这个钟灵毓秀的
千年古村。

灵水举人村的村民从小重教
尚学，在明清时期文人辈出，现已
成为京西地区的励志教育基地。
在“十一”期间，灵水举人村景区将
围绕“旅游+文化”“旅游+民俗”打
造特色旅游活动。

鲁迅主题展与民间文化工艺展

“十一”期间，灵水景区将举办
“鲁迅先生生平展”，展览分为“先
生鲁迅”“学生鲁迅”“翰墨鲁迅”

“鲁迅在北京”等几个部分，从鲁迅
为学、为师等学校师生倍感亲切
的角度入手，融入中学教材中收
入的鲁迅作品，生动的展现了鲁
迅的一生。在此展览期间景区还
为游客准备了相关的互动课程，
如通过落叶与油墨、纸张创作明
信片，可在景区直接寄出等。民
间文化工艺展将展出具有京西民
间特色的手工艺品，如蝴蝶画、卷
纸画等。

此外，景区在“十一”期间还将
举办体现灵水深厚文化底蕴的少
儿演出及各种民俗文化演出、灵水
茶艺表演等。

我区中小学提前接种流感疫苗
本报讯（记者 王腾）记者从北

京市疾控中心获悉，近期流感疫情
略有上升，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流
感疫情，本市将在校学生流感疫苗
接种时间从往年的10月15日提
前到了9月20日。

记者来到城子小学，看到小学
生们已经排好队等待接种疫苗。
区疾控中心负责人说：“根据现有
材料和监测数据初步推断，我市流
感未来流行水平不排除会高于往
年同期，甚至存在流行高峰期提前
的可能性。截至目前，我区流感疫
苗已接种1600余针。”

据了解，为方便广大市民接
种，我区共有16家接种单位，在10

月15日至11月30日期间，全面为
市民提供接种服务。值得一提的
是，本市年龄在60周岁以上（出生
日期在1957年12月31日之前）的
京籍老年人可凭本人有效身份证
接受免费接种。

据了解，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
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传染
性强，主要经空气飞沫传播，人群
普遍易感。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
流感的有效措施。区疾控中心负
责人介绍说：“接种流感疫苗后一
周即可出现抗体，两周后免疫抗体
可达最高水平，一般可保护一年。
每年的9月至11月为北京接种流
感疫苗的最佳时机。”

区农业局严抓农资监管护航“三秋”农业安全生产
本报讯（通讯员 陈胜 刘岩）

区农业局农业综合执法队采取四
项措施严格抓好种子、农药、肥料
等农资领域秋季监督执法，及时消
除安全隐患，护航全区“三秋”农业
安全生产。

实施秋季农资打假专项行动
8月1日至9月20日，区农业

局农业综合执法队检查农资经营
单位18家次，监督笔录18份，出动
执法人员54人次。期间重点检查
了三家店生产日杂商店、城子兴盛
农资有限公司、宜农园种子商店、
利田种苗开发中心。经查各农资
经营单位都不存在经营国家明令
禁止“高毒禁限用农药”、种子农药
无证冒证套证等农资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要求农资经营单位严格
遵守《种子法》《农药管理条例》《北
京市土肥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
求，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坚决杜绝
假冒伪劣农资流入市场。

开展“双随机”农资执法检查
8月上旬至9月中旬，在实施

分区域集中执法检查基础上，按照
电脑随机抽取检查单位和随机抽
取执法人员的“双随机”执法机制，
区农业局农业综合执法队先后对

斋堂起英综合商店和雁翅镇供销
合作社生产日杂门市部两家农资
经营单位进行“双随机”执法检
查。经严格检查，种子和农药标签
符合规范、“三证”齐全、农资进销
台帐完整，没有发现违法违规问
题。同时要求经营单位负责人做
到农资进销有专帐、专柜、专人负
责管理，定期进行农资存放和用电

等情况安全隐患排查，不断加强管
理，不断提高安全意识。

开展农资普法宣传活动
一方面，区农业局农业综合执

法队在冯村车站、龙泉雾村口、永
定楼3个人员密集场所举办农资
安全大型宣传教育活动，营造全社
会关心关注农资安全的氛围。另
一方面，精工细作。8月以来，该队

围绕秋季农业安全生产，深入全区
农资经营场所、农资使用的田间地
头开展面对面宣传，把识假辨假和
科学使用农资的知识手册发放给
农民，将农资经营使用的法律法规
宣传给农户。近两个月来，共发放
新修订《农药管理条例》《农民购种
注意事项》《转基因知识科普手册》
和《如何鉴别真假肥料》等农资安
全宣传材料近1000份。

加强应急值守
入秋以来，区农业局农业综合

执法队贯彻“闻报必动，有诉必接，
接案必查，查必到底”要求，进一步
加强备勤制度、24小时值班制度落
实，确保随时受理农资违法行为举
报案件，迅速打击坑农害农违法行
为，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

下一步，区农业局农业综合执
法队将严格贯彻落实我区迎接市
委市政府安全督查工作准备会精
神，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到农业
执法全过程，进一步加大农资领
域执法力度，确保不发生农资领
域安全生产事件，为国庆中秋两
节营造浓厚安全氛围，用扎实的
工作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的胜利
召开。

奇葩号牌挑战法律权威
交警部门迅速出击侦破

本报讯（通讯员 孙宝明）近日，
一辆挂着京CNMLGB号牌的小客
车在道路上行驶的照片，引起了不
少网民的热议和转发，此事件在社
会上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迅速成立
专案组对此案件展开调查工作，办
案民警以网络上显示的信息及照片
为线索，分组行动，以辖区石门营路
口为中心向周边辐射排查，在三天
的时间里，先后调取了20多处监控
录像，通过反复对监控录像进行查
看比对，在其中的一段录像中发现
嫌疑车辆。

9月18日深夜，嫌疑车在永定
镇冯村商业街出现，一名身着深色
短袖上衣的年轻男子从该车中下车
向便道走去，消失在监控的拍摄范
围内，此段信息的出现引起了民警
的高度重视，立即对冯村商业街周
边的所有监控进行了调取，通过对
建设银行监控录像的调取重新找到
了嫌疑男子的身影。

为进一步确定嫌疑男子的身份，
办案民警对视频截图进行了人像比
对，通过比对最终确定了嫌疑男子
（魏某，男，26岁，永定镇人）的身份信
息和实际居住地点。为了进一步掌
握更多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办案民警并未着急抓捕，而是将排查
结果进行认真梳理、分析和研判，最
终决定对魏某居住地进行24小时不
间断的蹲点守候，通过连续5天4夜
蹲守，缜密的走访、核查、辨认和比
对，终于获取了魏某平日的活动轨迹
以及所驾涉案车辆的详细情况。

9月26日上午8时40分，交通
支队联合永定派出所民警，在永定
镇永兴家园某足疗店内将违法行为
人魏某抓获，当场起获了涉案车辆，
并在涉案车上查获2把管制刀具。

目前，魏某因使用伪造机动车
号牌，被区公安分局行政拘留15
日、并处罚款5000元记12分。同
时，其因违法携带管制刀具，被行政
拘留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