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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杀作业 预防病媒

为居民带来喜悦和快乐的舞蹈队

梨园社区加装充电桩
满足群众需求

龙门新区六区开展
节能减排绿色出行系列置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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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中

白色垃圾惹人烦
众人捡拾还青山

▲ 清理水渠内杂物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出售
男子被判刑 向阳社区居民

学习制作水晶香皂

本报讯（通讯员 韩金茹）炎炎
六月，骄阳似火，酷热难耐，日前，在
大峪街道增产路东区社区却另有一
番更加火热的景象。只见一群身穿
舞服，英姿飒爽的舞者们，在一曲曲
音乐声中翩翩起舞，时而柔情似火，
时而苍劲有力，举手投足，一招一式
彰显出了年轻人一般的青春活力。
她们是该社区“舞步飞扬舞蹈队”的
队员们。

为了参加大峪街道组织的文艺
演出，队员们正在利用晚上的时间
加紧排练。在月光的映衬下，恰似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着过往行
人。活泼可爱的小朋友模仿着她们
的舞姿，两鬓斑白的老者，边瞧边
看，情不自禁的跟着舞动起来。

队员们是社区50后，60后的退
休人员。在家里她们个个是多面
手，顶梁柱，照顾老人，抚养孙辈，买
菜刷碗，洗衣做饭，烦杂的家庭琐事
没能阻挡她们对舞蹈的热爱和追
求，带着对社区的热爱，对舞蹈的钟

爱，她们走出家门，投身到增东社区
这个大家庭中来，她们利用电视屏
幕，边放边看边学，一个动作一个动
作的模仿，一个手势一个眼神的揣

摩，仔细推敲。队员金玉梅说：“有
时为了一个动作，大家会有争执，会
有分歧，有时也会争的面红耳赤，直
到探讨出正确的为止。”

白天没有时间就晚上练，室内
空间窄小就到室外练，只要能练出
好的成绩来，队员们什么困难都能
克服。冬去春来，汗水见证着她们
的艰辛，成果记录了她们的付出，辛
勤的付出换来了硕果累累。几年
来,她们自编自演了很多新颖好看
的舞蹈节目，极大丰富了社区百姓
的业余文化生活，为居民们带来了
喜悦和快乐。今年的社区春晚上一
支《健康走出来》的舞蹈赢得了社区
广大观众的阵阵掌声，并且多次参
加各种大型文艺演出及竞赛，曾荣
获过2016年门头沟区全民健身大
赛三等奖，2018年门头沟区全民健
身大赛二等奖，2018年北京市健康
风采大赛舞蹈比赛十强及2019年
北京市健康风采大赛舞蹈比赛三等
奖等奖项，为增东社区赢得了荣誉。

金玉梅说：“虽然我们已经退
休，但对生活充满热情，热衷于做一
名社区公益事业的志愿者，为社区
建设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 李倩）进入夏季后，区爱卫办
聘请专业公司对大峪街道、城子街道、东辛房街
道、龙泉镇、永定镇共 102个社区开展病媒生物
消杀工作，进一步减少蚊、蝇对居民家庭的侵扰。

日前，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社
区内的绿化带进行覆盖式喷洒。并采用手提式
喷雾机，对楼道出入口、地下井、垃圾箱等蚊蝇栖
息地进行消杀作业，全方位清理病媒生物。喷药
后的树旁，有一定数量的小飞虫掉落。

环六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说：“我
们使用了先进的高功率消杀设备和低毒高效药
剂，准备对每个社区进行六轮消杀作业，现已完
成两轮，有效降低了蚊蝇密度，为百姓创造良好
的生活居住环境。”

社区居民说：“以前，夏天都不敢带孙子在楼
下玩，待一会儿被咬的全身是包，最怕有病毒传
播。自从统一进行灭蚊虫后，小区树上的小飞虫、
垃圾桶上面的蚊蝇都没有了，我们就更放心了。”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我区还将进行 4轮统
一消杀作业，区爱卫办提醒，广大市民应积极支
持和配合专业公司的消杀工作，在投药期间看管
好儿童和宠物，垃圾做到密闭存储，保证垃圾桶
盖盖，清理房前屋后盆罐积水，防止蚊蝇孳生。

本报讯（记者 屈媛）近日，区法
院审理了一起通过互联网多次批量
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出售给他人
的案件。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10 月
间，被告人徐某在其住处，通过互联
网多次批量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
使用之前在证券公司工作时获取的
公民个人信息及上述公民个人信
息，通过手机号加微信推荐股票赚
取服务费，其又将上述部分公民个

人信息通过互联网出售给他人。经
鉴定，被告人徐某获取的公民个人
信息共计94312条。

据徐某本人供述，他原先在证
券公司从事股票业务。平时通过搜
索手机号添加客户微信，然后向客
户推荐股票，如果客户挣钱了，他就
能得到提成，因此客户信息对他来
说非常重要。徐某从公司辞职后继
续从事股票业务，但原先积累的客
户信息很快就用完了，急需新的客

户信息，他便通过网络搜索添加专
门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人，向其购
买新的公民信息。根据信息来源是
否靠谱、是否是一手信息，每笔信息
的购买价格也都不相同。

2017年7月，股票市场整体低
迷，徐某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他便
动了贩卖公民个人信息赚外快的念
头。徐某以5分钱每条的价格购入
信息，再以1角钱的价格卖出，从中
赚取差价。据徐某本人供述，以此

方式获利共计8000余元。
公诉机关指控徐某获取公民个

人信息共计94312条，但徐某供述
其只购买了2万余条信息。公诉机
关认为，被告人徐某非法获取公民
个人信息，且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
他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
严重，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其母亲把获利
的钱款全部归还给被害人，最终徐
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

本报讯（通讯员 梁盼）近日，
龙泉镇梨园平房区胡同100平方
米路面整治工程完工，工程完工后
将安装充电桩和充电柜，满足群众
需求，消灭安全隐患。

电动车在给人们提供方便的
同时，带来的交通和消防安全隐
患也逐渐增多，龙泉镇将电动车
安全隐患治理工作作为头等大事
来抓。该镇主要领导在入户走访
中发现梨园平房区胡同路面不平
整，有两辆三轮车长期存放，成了

“僵尸车”，对电动车充电造成了

影响，随即要求大峪村及时整改，
修复路面，同时，增加安装充电
桩。

梨园地区电动车多达750多
辆，目前已经在7处安装了7组电
动车充电桩和2个充电柜，能同时
满足90个电动车同时充电，但是
远远不能满足社区需求。路面整
治完成后，将在原有1组电动车充
电桩基础上增加安装3组充电桩
和充电柜，满足群众需求，减少安
全隐患。目前，龙泉镇镇域内35
个村居电动充电桩已经全覆盖。

本报讯（通讯员 赵海燕）为了
提倡节能减排绿色出行，共创文明
社区，近日，城子街道龙门新区六
区社区联合尚德服务组织在社区
内开展“节能减排绿色出行——系
列置换”活动，吸引居民踊跃参加。

为确保活动效果，社区工作人
员在每个楼的单元通知栏上张贴
了活动通知。经过宣传，前来置换
的居民们络绎不绝，纷纷把家中闲
置没用的自行车、电饭锅、旧花盆、
塑料瓶子等拿到置换点进行置换。

此次置换活动得到居民高度

赞扬和肯定，不仅有效解决了废
旧车辆长期停放，占用小区公共
空间的问题，也调动了居民参与
创建文明城区的积极性，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居民们纷纷表示：

“这些旧物扔了觉得可惜，不扔放
着占地方，现在社区开展置换活
动非常好，帮我们解决了实实在
在的问题。

通过这次活动的开展，清理了
楼道空间，美化了社区环境，也为
楼内居民出行带来方便，同时，又
让居民得到了实惠。

本报讯（通讯员 李琳）为了丰
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日前，大
峪街道向阳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学
习制作水晶香皂。

此次活动共有20人参加，邀
请了东辛房华久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的老师，为居民们讲解制作水
晶香皂。大家在学习制作水晶香
皂的过程中，了解制作原理，学
习到了香皂的有关知识。老师讲

解非常细致，并告诉大家课后可
以在家随时制作香皂的方法和
窍门。居民们根据自己的想法，
加入创意，经过90分钟的课程，
制作出了不同形状、不同颜色
的水晶香皂，得到了自己满意的
作品。

通过制作香皂的活动，大家
在动手、动脑的过程中获得了快
乐，学习了技能。

近日，市民反映潭柘寺南辛房村天门
山森林公园内存在大量暴露垃圾，希望有
关部门及时进行清理。

接到此诉求后，潭柘寺镇立即启动“接
诉即办”专报机制，第一时间上报镇主要领
导，同时派工作人员到现场采集相关影像
资料。经工作人员现场查看，垃圾主要分
布在上山步道周边山坡空地，包括饮用水
瓶、包装袋、塑料袋等各种白色垃圾。镇主

要领导批示环境办、包村干部
及南辛房村村委会接诉即办，
借力“垃圾随手捡、文明天天
见”主题活动，对公园内垃圾
进行专项清理。南辛房村委

会利用6月29日、30日两天时间，组织村
内保洁员、部分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村民
代表及“门头沟热心人”志愿者60余人，对
天门山公园内步道沿线山坡空地、垃圾桶
周边进行全面集中清理，共捡拾饮用水瓶
600余个，清理各类垃圾120余公斤，天门
山公园面貌焕然一新。

据了解，天门山公园尚未对外开放，且
目前已进入汛期，建议游客减少进山活动，

注意人身安全。另外，市民在平时进山游
玩要做到“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在出
游之前随身携带垃圾袋，将游玩时产生的
垃圾放在垃圾袋中带走。只需您的举手之
劳就能为景区带来美丽，为他人减轻负担，
真正做到“除了脚印什么也别留下，除了照
片什么也别带走”。让我们共同加强环境
保护，维护公共环境，破除不文明陋习，共
同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助力。

近日，市民反映王平镇109国
道韭园桥东侧5、6米处，不知何处
冒出的水，造成路面积水严重，希
望尽快处理。

接到市民反映后，王平镇立即
按照接诉即办要求赶赴现场进行
核查。经查，造成积水原因系供周
边村灌溉的色妙灌渠阀门损坏，导
致水渠内水位增高，水流流入109
国道造成路面积水。

找到问题原因后，王平镇立即
安排工作人员进行抢修。经过3个
小时的抢修，水流外溢情况得到有
效控制。为了能够更好的应对夏
季水量增大问题，王平镇组织人员
对色妙灌渠进行了全面的清理疏
通工作，并将109国道路面进行了

彻底清扫，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市
民对政府快速处置表示满意。

为确保汛期安全，进一步改善
水域环境，不断提高环境卫生整体
状况，王平镇将对辖区内河道、水
渠等进行全面摸排，集中对河道漂
浮物、河内淤泥及两岸杂草进行全
面清理，确保汛期排水畅通，提高
防汛、防洪能力，同时将继续加强
日常巡查力度，并积极引导群众爱
护河流，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和责任
意识，通过综合整治和强力监管，
改善河道水质及周边生态环境，给
全镇人民营造一个“水清、河畅、景
美”的生活环境，促进全镇经济社
会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安全平稳
度过汛期。

本报讯（记者 屈媛）随着禁毒
宣传、违法种植踏查等工作不断
深入开展，日前，大峪街道中门花
园社区为了巩固社区内禁毒、铲
毒工作基础，组织社区巡逻骨干
力量到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进行
参观。

大家从我国禁毒大事件教育
墙开始参观，历数了我国禁毒从
古至今的大举措，从虎门销烟到
改革开放后边境地区禁种铲毒
缉毒工作的深入，从鸦片的性
状、海洛因的提取、大麻的成瘾
性、冰毒的滥用吸食，再到吗啡
的药性，教育基地逐窗逐格的进
行了实物的展示与讲解。通过

一系列的参观与体验，实物辨别
与知识展板学习，使社区巡逻队
员们对毒品的危害及渗透有了
更进一步的认识与感触，并且本
次参观更加强化了社区治安志
愿者们宣传禁毒的坚定信心和
决心。

通过组织社区巡逻骨干宣
传力量参观，大家纷纷表示，回
到社区要在社区居民群众中更
全面的宣传禁毒工作的重要性、
紧迫性、必要性，通过宣传让大
人、儿童、家庭不受毒品的危害，
不断夯实社区文明和谐的氛围，
真正将毒品的侵害挡在社区大门
之外。

中门花园社区
治安志愿者参观禁毒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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