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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红他人赚钱快
90后女子卖假货被判刑

▲

法律护航助成长

▲ 清理前

龙山家园二社区
开展夏季饮食健康讲座与义诊活动

门头沟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区医院专业人员
对公交职工进行急救知识培训

普法点亮青少年暑期生活

改造中的公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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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公厕改造施工用心
回填新土居民放心

▲ 施工中

▲ 冯 村 嘉 园
广场西侧的旧
衣物回收箱外
丢弃的旧衣物
无人清理。

▲

滨 河 西 区
皓 月 园 5 号 楼
三单元门前堆
放建筑垃圾未
及时清理。

▲ 向 阳 东 里
社区 11 号楼前
垃圾桶上丢弃
垃圾。

▲

石 门 营 四
区 4 号 楼 前 绿
地内垃圾无人
清理。

▲ 新 桥 西 区
社区新桥大街
61 号院 3 号楼
二单元门口阳
台下堆放杂物。

▲
新 桥 路 社

区大门外东侧
垃圾桶外堆积
垃圾。

良言/摄

清理后

本报讯（通讯员 李昌德）近期，
区司法局以“法律护航助成长”为主
题，积极开展青少年暑期普法活动，
进一步提升青少年的法治素养和安
全意识，帮助他们度过一个欢乐、安
全、有意义的暑期。

“法治动漫沙龙”受欢迎
7月22日，大峪司法所在双峪

社区举办青少年暑期法治动漫沙龙
第一讲。

活动中，青少年们观看了关于
禁毒和校园暴力防治的法治动画短
片。“同学们，看了动画你们有什么
感受？”面对主持人的问题，大家纷
纷举起小手。“动画里的主人公被哄
骗吸毒、运毒，太可怜了！”“我们不
能轻易喝陌生人给的饮料。”

大家围绕“远离毒品”的话题畅
所欲言。有的同学还分享了自己从
学校学习到的关于常见毒品的一些
知识，提醒大家要正确认识毒品的
危害性和吸毒的违法性。主持人结
合校园暴力讲解了《刑法》《社会治

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我们准备在其他社区也举办

这样的法治动漫沙龙，在寓教于乐
中让青少年学习法律知识，引发他
们对一些法治热点问题进行思考。”
大峪司法所相关负责人介绍。

“1+1”点单式普法激发学法热情
“老师，我要听扫黑除恶的知

识！”“我也想听，是不是关于抓坏
人的？”7月 23 日，龙泉镇青少年
暑期托管班上，同学们指着屏幕上
的课件，纷纷挑选着自己想听的内
容。

龙泉司法所在这次青少年普
法活动中，实行的是“1+1”点单式
普法，即司法所自选一个普法主
题，再由同学们现场定一个主题。

司法所自选的是暑期法治安
全教育主题，现场观看了两个自救
知识微视频后，结合保护“母亲
河”，就水库游泳等既违法又不安
全的行为组织大家进行了交流。
而在同学们现场选定的扫黑除恶

主题法治宣传中，工作人员先是播
放了司法局原创的扫黑除恶沙画
视频，普及了黑恶势力的主要形
式、举报方式，接着引入校园暴力
的话题，围绕一个因校园暴力被判
强制侮辱罪的真实案件，讲述受害
人是怎样从默默忍受、掩盖到被老
师发现、父母报警，最后通过法律
得到保护的过程，从预防违法犯罪
和学会自我保护两个角度进行了
讲解，给了同学们不少有益启发。

司法所工作人员表示，暑期龙
泉镇各村居都在开展青少年法治
宣传活动，从互动中能看出来现在
青少年都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储备，
学法的愿望也强烈，所以想通过自
选主题的形式，让兴趣成为青少年
学法最好的老师。

普法童话放飞法治梦想
7月26日，智慧摇篮倚山幼儿

园 170余名师生迎来了一场有趣
的法治宣传活动。

由雁翅司法所工作人员担任

的法治副园长，通过听有声故事、
看童话绘本和互动问答的方式，带
着大家走进了普法童话的世界。
这是由区司法局推出的原创普法
童话《黑白森林与魔法笔》，通过
讲述小画家阿飞在黑白森林找到
一支魔法画笔，并与邪恶女巫斗智
斗勇的故事，帮助他们从小树立尊
重他人合法权益的意识。

“乱拿别人的玩具是不对的！”
“得先经过别人的同意，可以互相
分享！”互动中，小朋友们纷纷说
出了自己从这个童话中学到的知
识。

据法治副园长介绍，下一步还
将更多地采取寓教于乐的普法方
式，让小朋友在快乐中学习法律知
识和感悟法治精神。

此外，城子、永定司法所也分
别走进蓝龙家园、西峰家园社区，
以举办法治讲座、介绍“创城”法
治宣传一封信、互动答题等形式开
展暑期青少年普法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倩）随着夏季
气温的不断攀升，吃剩的饭菜极易
腐坏，严重危害着百姓的身体健
康。为了增强辖区居民的夏季饮
食安全意识，近日，大峪街道龙山
家园二社区组织辖区居民、党员、
志愿者等50余人开展夏季饮食健
康讲座与义诊活动，得到了大家的
一致认可和好评。

活动中，大峪食药所的工作人
员就夏季饮食搭配、饮食健康等注
意事项进行讲解，并为老年人进行
果蔬汁搭配教学。随后，社区志愿
者携手春播健康平台的推广人为
大家介绍了健康食品养生的新理
念、新吃法，并邀请现场居民一起
品尝搭配好的天然蔬果。社区张
阿姨说：“今天的活动又新颖又实
用，以前炒菜从不注意营养搭配，

剩下的饭菜还不舍得扔，今天听了
讲座才知道，夏季气温高，剩饭剩
菜更容易被细菌污染，真得多注意
夏季饮食健康。”

记者了解到，除了开展讲座以
外，龙山家园二社区还通过电子
屏、宣传栏，以及发放温馨提示单页
等方式大力宣传，倡导大家到正规
的超市、商店购买标识齐全、感官良
好的正规厂家的食品以及到有餐饮
服务许可证的正规餐厅就餐等。

活动当天，龙山家园二社区还
邀请了京煤医院的专家、主任医生
等医护人员到社区，在家门口为社
区百姓提供义诊服务与夏季心血
管的高发病例、夏季老年人应该注
意的事项等知识讲解。此次活动
营造了全社会关心、关爱老年人、
支持老年人事业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记者 屈媛）大学休学
后，90后女生耿某通过网店销售假
冒香奈儿、爱马仕、卡地亚等9个
品牌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达
591万余元。耿某承认其店内的
品牌产品均为假货，但她表示买家
对此也同样知情，自己没有欺诈。
通过销售仿冒奢侈品，耿某两年内
获利百余万元。近日，本案在区法
院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耿某因犯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一审
获刑有期徒刑4年。

耿某原本是某大专院校在读
学生，但刚读到大二，她就休了学，
在家开起了网店，专门销售仿冒的
奢侈品。起初，耿某通过较成熟的
网络电商平台开店销售，但因货物
品质不好，很多商品一眼就能看出
有质量问题，所以一直打不开销
路。

2016年，为了找到更好的货
源，她亲自去了一趟广州，找到了
两家专做奢侈品仿冒的厂家。厂
家直接将仿冒香奈儿、迪奥、LV等
奢侈品皮包、鞋、饰品等货物提供
给耿某，进价从100元到3000元
不等。

拿到货源后，耿某通过其名下

的两家微店对外销售，一般低价商
品她仅加价几十元，高价的商品则
会提价数百元，但总价仍然远低于
正品的价格。

2018年一年的时间里，耿某
网店的营业额就达到600余万，但
她表示，其中100万元左右来自刷
单金额，实际的销售额在500万元
左右。两年来，其店铺的利润率大
概在三成左右，获利百余万元。

2018年11月29日，警方在耿
某租住处将其抓获，当场从该租住
处内查获假冒香奈儿、迪奥、LV等
9种品牌注册商标的商品198种。
经鉴定，上述商品均系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价值共计人民币315万
余元。耿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
行。

检方认为，被告人耿某销售明
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
额巨大，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的商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7月18日上午，区法院一审判
决被告人耿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20万元；在案扣
押尚未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197种共计689件，予以没收。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区
医院医护工作者们来到北京公交
集团客八分公司第八车队，为公交
工作人员普及急救知识。

医生从理论到操作，详细为大
家讲解了“心肺复苏术”相关内容，
并准备了模拟道具，帮助大家操作
练习。 第八车队的一位公交司机
告诉记者:“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
离的学习急救知识。在今后的车
辆运行中，我不仅要保证乘客的乘
坐安全，在遇到突发事件时，也能
在120急救车来到之前，对发病乘
客进行施救。”

酷暑季节，高温天气会引发多
种身体不适，在突发症状前，自我的

保护措施也尤为重要。来自区医院
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李筱姝提醒市
民:“有心血管基础疾病的患者外出
时，建议备足水分，并随身携带一些
急救药物，例如冠心病患者需随身
携带硝酸甘油，遇到不适时，可进行
舌下含服，如症状没有缓解，及时拨
打120进行求助。”

据了解，北京公交集团客八分
公司第八车队共有职工387名，车
辆125部，运行977、941快、965等
10条公交线路。接下来，区医院的
医生将陆续走进各个车队，为公交
工作者们普及外伤、癫痫、卒中等
多种急救知识,更好的保障乘客们
的出行安全。

近日，有市民反映，龙泉镇三家店老供
电局附近公厕正在改造，因公厕化粪池与自
来水管道之间距离不足1米，之前化粪池发
生泄漏将周边土壤污染，市民担心如果自来
水管道发生破裂，很可能造成水污染，希望
相关单位将化粪池和自来水管道周边土壤
更换一下。

城子街道接诉后，立即安排城市管理办
公室工作人员、西宁路社区干部到达现场核
查情况。经了解，该处厕所为旱厕，区环卫中
心按照市区“厕所革命”相关工作要求，正在
对该旱厕进行提升改造，改造过程中，已将原
有化粪池挖掘出的土壤进行了清理，回填土
全部为新土，共计更换了28立方米，并且施
工方对化粪池填埋区域自来水管道全部进行
了更换。

事前百分之一的预防，胜过事后百分之
九十九的补救，一个施工场所对于细节的注
重，代表了施工单位的用心程度和重视程
度。此次环卫中心在旱厕升级改造中，将问
题前置化解，减少了百姓的担忧和焦虑，给百
姓吃了一颗“定心丸”。

近日，有市民反映，受大风天气影响，霁月园小区东
侧石担路步道上发现被大风刮断的树枝，影响行人和非
机动车通行，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处置。

区园林绿化局接诉后，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前往现
场，发现折断的树枝横在人行步道及非机动车上，如不

及时清理，可能引发交通事故。工作人员随即设立了警
示标志，提醒过往驾驶员小心驾驶，随后调派车辆和养
护人员赶到现场，经过半个小时的作业把断枝全部清理
完毕，消除安全隐患，确保了道路畅通。为了防止树木
腐烂及遭受病虫害，工作人员在树木断口处涂抹了植物
伤口愈合剂。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正值盛夏，道路两旁高大挺拔、枝繁叶茂的树木，给
人们带来凉爽的同时也存在着安全隐患。区园林绿化
局养护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发现人行道两旁部分树枝
遮挡了信号灯，随即对门城地区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并
组织人员对遮挡信号灯的路树进行修剪，此次共修剪了
邮局路、门头沟路、冯村西北环线等十几处树枝，消除了
安全隐患。

下一步，区园林绿化局将继续做好巡查工作，发现
问题及时处理，同时针对极端天气，将认真做好应急预
案的落实，强化巡查频率，保障公众安全出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