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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传民俗
欢乐促和谐

我区四举措将涉未成年子女抚养利益最大化

向阳社区
组织党员参加红色教育活动

龙泉镇举办对口帮扶
地区特色产品进社区活动

石门营一区开展绿色环保知识讲座

▲ 修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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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我区举办“三大球”足球嘉年华
暨第二届“启拓杯”足球邀请赛

景观灯损坏影响照明
及时维修群众满意

▲ 执法现场

陈家庄村村务管理平台助推基层党建工作

▲ 修复后

本报讯（记者 屈媛）加强未成
年人司法保护，对加强和创新社会
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
意义。随着社会发展和婚姻家庭观
念的转变，法院受理的涉未成年子
女抚养纠纷案件呈现出新特点。
近日，区法院召开新闻通报会，介
绍该类案件审理情况，给予公众典
型案例提示。区民政局、妇联、团委
等单位代表及社区群众代表参加此
次活动。

据了解，该院2016-2018年间
涉未成年子女抚养案件总体情况主
要涉及离婚纠纷、变更子女抚养关
系纠纷、抚养费纠纷、同居关系子女
抚养纠纷等。

调查研究显示，未成年子女抚
养纠纷案件中主要有五大特点：一
是父母矛盾影响子女抚养权的确
定，案件处理难度加大。二是隔代
抚养常态化，父母在子女抚养中严
重缺位。三是多子女家庭抚养权归
属确定缺乏法律依据。四是兴趣班
费用成为影响子女抚养成本的重要
因素。五是父母离婚后，直接抚养

子女一方一般不愿再次变更子女抚
养权，相关诉讼中成功变更抚养权
的比例较低。

诉讼变更抚养关系，保障未成
年人受教育权。

男女双方于2017年2月协议离
婚，儿子小雨（2011年3月出生）由
男方自行抚养。离婚后，男方经历
了母亲去世、父亲重病住院等变故，
精神压力加大，出现行为异常现象，
并曾试图自杀。2018年7月，男方
将小雨关在家里一个月，期间不允
许孩子出门、开灯，小雨受到了很大
的惊吓。女方得知相关情况后，将
小雨接回密云老家共同生活。因女
方离婚时未获得小雨的直接抚养
权，且男方拒绝变更小雨的抚养权，
女方未能顺利将小雨从门头沟转学
至密云，遂起诉要求变更小雨由其
自行抚养。

该院前往男方居住地向居委
会工作人员、派出所民警了解了男
方的日常表现及精神状态；前往密
云走访调查小雨的生活状况，小雨
与母亲、外祖父母相处融洽，表示

愿与母亲共同生活，希望尽快返回
校园。法院多次到男方住处与其
沟通聊天，邀请其亲属进行规劝，
并为其播放小雨录制的视频。视
频中，小雨告诉爸爸，自己现在生
活的很好，姥姥、姥爷也很疼爱自
己，希望爸爸同意他在密云入学，并
鼓励爸爸尽快振作起来，外出工作，
更好地生活。

父母有抚养和教育未成年子女
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中，男方因家
庭变故导致精神压力较大，对小雨
做出了过激行为，影响了未成年子
女的心理健康。从有利于未成年子
女健康成长的角度考虑，本院判决
小雨由女方自行抚养。案件宣判
后，原被告均未上诉。

在家事审判中，贯彻落实儿童
利益最大化原则，需要根据个案的
不同情况寻找最符合未成年人利益
的解决方案。本案中，小雨尚未年
满八周岁，其个人抚养意愿尚不能
作为确定其抚养权归属的决定性依
据，通过前往密云进行走访、调查，
了解小雨的生活环境、心理状态、前

后变化，法院对于小雨与父母哪一
方共同生活过更有利于其身心健
康有了更为精准的判断，在确保男
方在思想上能够接受裁判结果的
前提下，法院依法支持了女方要求
变更子女抚养权的诉讼请求。现
小雨已在密云顺利入学。“儿童利
益最大化原则”在涉未成年子女抚
养权案件中应当得到最大限度的
实现。

针对涉未成年子女抚养案件
的新特点，区法院推出四项特色举
措。一是成立婚姻家庭关系修复
中心，积极修复家庭关系，源头化
解抚养纠纷。二是坚持离婚教育
制度，通过发放《致父母的一封
信》、播放教育短片、积极进行判后
回访等唤醒父母家庭责任感。三
是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打造由家事
调解员、家事调查员、心理咨询员
组成的“三员”协作体系，优质高效
处理各类抚养纠纷。四是积极延
伸审判职能，通过法治副校长进课
堂和京法巡回讲堂活动等深入开
展法治宣传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梁怀辉）为弘扬传统文化，搭建
邻里交流平台，促进邻里和谐氛围，丰富居民节日文
化生活，龙泉镇水闸西路社区组织开展“浓情端午传
民俗 粽享欢乐促和谐”欢度端午主题活动。

活动当天，社区党员、居民、志愿者欢聚一堂。
现场有包粽子娴熟的能手，有从未包过粽子的新手，
几名男同志也积极地加入进来，大家自由分组学包
粽子，能手帮新手，分工合作，互帮互助。大家一边
包粽子，一边聊端午节各地的习俗、粽子的来历、粽
子的包法等等，整个活动现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不一会儿，三角形、枕头形、长条形等各式各样的漂
亮粽子成型。大家切实感受到中华传统节日带来的
快乐。

此次活动的开展，使社区居民感受到了和谐社
区大家庭的温馨和浓浓的节日气氛，展现了社区邻
里和睦、文明互助、融洽和谐的精神风貌，进一步增
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本报讯（记者 屈媛）“平时村里
的党员工作忙，闲暇时间有限，党员
会议、课程、活动开展不畅，意见与
回复工作也遇到阻碍，党建动态得
不到及时更新，政策精神得不到全
面的传达，如此种种无法形成长期
学习及反思的工作习惯。自从有了
村务管理平台，党员可以不受时间、
地点的约束，随时登录平台的党建
版块参与学习，我在管理平台的后
台进行操作，就可以随时掌握党员
学习的人数、内容等，既省事又方
便。”妙峰山镇陈家庄村的党建助理
员唐大姐说。

记者了解到，以前对于村民代
表来说，村民代表会议参会不便，决
议工作不好展开，公示公开效果不
甚明显，在外务工人员无法及时了
解村里动态，意见上传不畅，文件政
策也得不到更新。对于“两委会”来
说，村民代表各项学习活动无法准
确联系到人，会议及学习活动举办
过程也很复杂，无法有效率的收集
民意及回复，难以形成全面的工作
记录。

现在，陈家庄的村务管理平台
上线以来，有效的解决了各项难题，
平台以基层党建、公共服务、乡村治

理三大模块服务于村民，公开党务、
村党、财务、建设工程项目进展等内
容，其中基层党建板块只能由党员
使用，所发布的内容为村两委干部
按责任分工，定时推送。

“建立的党建工作平台，具备线
上党员会议、公开公示推送、线上微
党课、我党动态推送、党员活动日通
知与反馈、文件下载、意见与回复、
签到与积分等功能。党建工作平台
旨在将乡村党建工作平台化、简单
化、信息化、我村党员通过简单的微
信绑定即可应用相应功能，使得党
员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即可参与我

村党建工作，大大的提高了党建工
作效率。”唐大姐说。

记者还了解到，为适应村里人
员年龄偏大的需求，陈家庄村党建
村务微信平台无需进行客户端安
装，只需扫码关注注册之后即可使
用，避免了更新卸载等额外操作，简
化了使用流程。

与此同时，陈家庄还实现了全
村重点区域的WiFi覆盖系统，配合
村务、党务管理平台，只要连接WiFi
即可关注村务平台，让村民及党员代
表能够更好的体验到平台带来的便
利，并且可以使用村内的免费WiFi。

本报讯（通讯员 梁盼）近日，
龙泉镇积极响应京蒙帮扶号召，在
中门寺地区、琉璃渠地区、龙泉务
地区等6个地区举办“2019年对口
帮扶地区特色产品进社区活动”，
覆盖12个村居。

来自内蒙古武川县、察右后旗
的莜面速食面、奶茶、奶片、奶酪、
纯酿造的精品酱油、醋、苦荞茶及
察右后旗的牛肉干、藜麦、火山雪
菊、黑枸杞、燕麦片等绿色产品展
卖，同时还有物美价廉的新鲜蔬
菜、水果、鸡蛋、主食，以及妙峰山
的玫瑰酱、手工玫瑰饼、杂粮咯吱
等，众多特色食品吸引着500余人

驻足、询问、争相购买，展会现场人
头攒动、摊主业务繁忙，呈现出一
派购销两旺的火热景象。

京蒙帮扶展销会为社区市场
增添了优质品种，使居民足不出户
就能享受到来着内蒙古的特色食
品，也为产地的农民增加了收入，
收到惠民扶贫的“双赢”效果。

来自社区的居民王东青阿姨，
正在挑选红枣、牛肉干、枸杞子，
她说：“去年就在小区举办过两
次，都是来自内蒙古的特色产品，
又物美价廉，尤其是奶制品特别的
纯正，活动就举办在家门口，特别
的受欢迎。”

本报讯（通讯员 李琳）近日，
大峪街道向阳社区组织 73名党员
参加红色教育活动。

本次活动分为两部分，上午到
石景山区北京锦绣潇湘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参加“不忘初心使命 传
承领袖家风”主题教育活动。下午
到北京植物园的一二·九运动纪念
亭参观“勿忘国耻 圆梦中华”展览。

党员在缅怀历史的同时深深
感受到，如今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
更感到身上肩负的责任，要时刻做
到退休不褪色，发挥余热，积极奉
献，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党课生
动鲜活，展览发人深省。党员们表
示要坚持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
念，不忘初心。

本报讯（通讯员 王鑫）近日，
2019年门头沟区“三大球”足球嘉
年华暨第二届“启拓杯”足球邀请
赛在我区大峪一小成功举办。本
次比赛由区体育局主办，启拓足球
俱乐部承办，大峪一小协办，区足
球网点校、足球俱乐部参与。本次
邀请赛我区11所三大球挂牌足球
网点校中有8所参与。

在9-10年龄段队员比赛中，
大峪一小、实验二小永定分校、人

大附小京西分校获活动前三名。
在11-12年龄段的队员比赛中，大
峪一小、铁路小学、启拓足球俱乐
部获得活动前三名。

本次足球嘉年华目的是增加足
球网点校之间的交流，切磋球技，同
时检验足球网点校训练的成果。通
过比赛，发现优秀足球人才，为区代
表队储备相应年龄段后备人才。在
扎实区足球普及工作的同时，发现
精英球员，为区竞技队伍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姜宗延）为了进
一步增强社区居民绿色保护意识，培
养爱社区、爱环保理念，营造浓厚的

“创城”氛围，近日，东辛房街道石门
营一区开展了绿色环保知识讲座。

活动中，老师通过日常生活中
的点滴事例介绍了“绿色环保”的
概念，呼吁大家从“节约一粒粮、节
约一滴水、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度
电、节约一滴油”这些身边的小事

做起，树立勤俭朴素的传统美德，
珍惜地球上的有限自然资源，爱护
我们的生活环境，并倡导大家在平
时生活中减少用一次性制品，电器
使用后完全关闭电源为节能减排
出力等等。

通过本次活动，使居民们充分
认识到环保的必要性，认识到美好
生活、绿色家园需要社区居民共同
维护，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市民反映，黑河沟（河滩桥至七
棵树桥）河道墙壁两侧灯具脱落，不
能正常照明，并且灯具离水面较近，
存在安全隐患，望尽快处理。

针对市民反映问题，区城市管
理委立即通知养护单位进行实地查
看。随后，工作人员对此处景观灯做
了修复处理工作，共更换破损灯具
150 余套，线路 200 余米，河道墙壁
两侧景观灯全部恢复正常照明。市

民对相关单位的及时处置表示满意。
公园及广场内景观灯不仅为群

众夜间休闲带来便利，也为周边环境
和景观形象增光添彩。为给群众营
造一个安全美丽舒适的夜间休闲环
境，区城管委组织人员对中门寺沟、
冯村沟等其他四条沟体和 90 余处楼
体景点进行了细致的排查，检查照明
景观灯是否损坏、控制箱门是否紧
闭、周围是否无杂物、电缆线是否裸

露等，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理，确保
无安全隐患。此次共修补损坏松动
灯具 200 余套、线路 400 余米。

下一步，区城管委将继续加强
照明设施和景观灯的巡查，安排巡
视人员每周对所有的公共照明设施
进行两次检查，如遇风雨天气当天
进行巡视，确保公共照明设施正常
使用，满足群众的活动需要和安全
保障。

市民反映，城子街道雨润发超市西侧有一处电动车修理铺，商家的三轮
车长期霸占公共停车位，影响其他车辆正常停放和通行，希望相关单位予以
整治。

市民反映的位置，位于城子大街繁华路段，除了有一家大型超市外，还
有一些小的商铺，是周边居民常去的购物场所，此处来往行人较多。城子街
道接诉后，立即吹哨辖区城管执法队前往处理。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发现商
家确有上述行为，随即对商家进行说服教育，并依法予以清理。反映人对处
理结果表示满意。

加强对占道经营行为的整治，是提升城市形象、提高市民生活质量的重
要一环。下一步，城子街道将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对河道树荫、中小学校、医
院及周边地区等重点部位，对占道经营、店外经营、无照经营游商以及违规
的餐饮夜市摊点等乱象进行综合整治，不断优化提升辖区城市环境秩序。

整治占道经营，既需要相关部门的不懈努力，也需要广大市民的理解支
持。要动员所有力量，形成齐抓共管之势。此外，商户要加强自我管理与约
束，认真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提高文明经商意识，杜绝出店经营。只有
形成合力，才能共建文明和谐新家园。

区法院召开新闻通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