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镇镇镇镇////街街街街
镇级河长镇级河长镇级河长镇级河长
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

村级河长村级河长村级河长村级河长    
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

镇镇镇镇、、、、村河长村河长村河长村河长
发现问题数发现问题数发现问题数发现问题数

镇镇镇镇、、、、村河长发村河长发村河长发村河长发
现问题整改率现问题整改率现问题整改率现问题整改率

第三方发现第三方发现第三方发现第三方发现
问题数问题数问题数问题数

第三方发现问第三方发现问第三方发现问第三方发现问
题整改率题整改率题整改率题整改率（（（（上周上周上周上周）））） （（（（上周上周上周上周））））

1 大峪街道 100% 村级河长 
巡河率考核
不包含社区
级河长

0 — 0 —
2 城子街道 100% 0 — 0 —
3 东辛房街道 100% 1 100% 0 —
4 大台街道 100% 0 — 3 66%
5 潭柘寺镇 100% 100% 4 100% 4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0 - 2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5 100% 4 0%
8 军庄镇 100% 100% 0 - 7 5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1 100% 8 14%
10 王平镇 100% 100% 1 100% 6 50%
11 雁翅镇 100% 100% 2 100% 5 0%
12 斋堂镇 100% 100% 0 - 6 50%
13 清水镇 100% 100% 2 100% 3 0%
全区合计 100% 100% 16 100% 4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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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法院召开新闻通报会

5月份第二周(5.4-5.10）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预付费消费陷阱多 五步防范要趁早

龙泉镇高家园新区社区

开展清洁整治活动
“创城”防控两不误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助力垃圾分类和物业管理双推进

区住建委强化培训
提高物业企业服务水平

本报讯（记者 屈媛）交钱办了

健身卡却遇到健身房“跑路”；刚

报了培训班想退费却难上加难；

给婚庆摄影交了定金却等来一场

空……近年来，在预付费消费领

域，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件

屡见不鲜。近日，区法院召开新

闻通报会，介绍该类执行案件特

点，并对相关问题给予法律提示。

预付费消费因市场覆盖面

广、进入门槛低、从业流动性大、

资金监管难等，近年来连续成为

投诉热点。该类纠纷常见于私教

健身、美容美发、教育培训、儿童

游乐等服务行业。纠纷引发的理

由也较为集中，多为经营者迁址、

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等，并且因

商家大多无履行能力，消费者维

权难度增加。

区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发现，

该类案件主要存在涉众型特征明

显、“跑路”情形多发、消费者法律

意识薄弱、行业自律和市场监管待

完善四大突出问题。纠纷产生后，

商家和消费者矛盾激烈，消费者集

体维权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且

因被执行人多为小公司或者个体

经营户，履行判决能力有限，大量

案件进入到执行程序。同时，大部

分案件集中在少数被执行人名下，

涉案总标的一般较大，因而容易出

现被执行人财产仅够偿还一部分

申请人申请执行金额的情况。

当前，受疫情影响，一些个体

经营者、小微企业因房租、员工工

资等经营成本严重受困，部分经营

者携款“跑路”或倒闭关停，可能对

消费者造成一定损失，常见的预付

费消费陷阱在疫情期间更为凸显，

针对以上特点，区法院以“三结合”

工作举措，切实推进该类执行案件

妥善办理。

区法院执行局副局长高立克

说：“商家常会以‘充值优惠’等方

式吸引顾客预存款项，但消费者

应谨慎选择商家，并衡量自身是

否有此类服务的中长期需要。”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但预付费行业的长期停摆可

能产生部分风险。在此建议消费

者：一是注意商家资质口碑。消

费者在决定消费前，应仔细通过

各种渠道搜索查找商家相关信

息，看看是否有消费者的不良评

价和消费投诉，谨慎选择。二是

衡量自身需求。要衡量实际所

需，不要因为经营者“忽悠”或是

优惠幅度大而冲动消费。三是签

合同细审查。签署书面合同时，

仔细审阅其中的条款，尤其消费

适用范围、有效日期、转让或退款

限制、违约责任等相关条款，明确

自身权利和义务。四是留证据护

隐私。注意留存宣传单页、合同、

收据、发票、交易记录等证据，以备

维权所需。五是要理性维权。在

和商家协调解决不成时，可与经

营者属地行政管理部门、工商部

门或消费者维权组织取得联系，

请求调解。调解不成的，及时保

留好相关证据材料选择起诉等法

律途径解决。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 陈凯）永
定河文化博物馆按照国家文物局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有序

推进文博单位恢复开放和复工的指

导意见》，以《疫情防控期间北京地

区博物馆有序开放工作导则》为指

导，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于5月8日

起有序开放。

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10：

00—16：00，15:00后停止入馆，每

周一闭馆。开放区域为：三层《平西

抗日斗争史》、四层《从历史走来的

门头沟》。暂不开放区域：二层临时

展厅、VR体验区、图书阅览区。

自5月8日起，观众均需在博物

馆开放时间提前拨打电话预约参观。

预约电话:69823632;69844602

-2001、1103，预约时间10：00—16：00。

开放期间每日预约上限 100

人，约满为止，未经预约不得入馆参

观。暂不接受团体预约。

永定河文化博物馆免费开放，

观众入馆前请准备好身份证，并出

示北京“健康宝”。观众须主动接

受 体 温 检 测 ，如 果 发 现 体 温 ≥
37.3℃或出现咳嗽等症状，谢绝入

馆。观众在展厅参观游览时，必须

全程佩戴口罩，严禁聚集、扎堆，配

合工作人员的引导，保持1.5米以上

安全距离。

妙峰山景区自5月10日起，有

序恢复开放。每日开放时间为08:

30-16:30。

游客可通过关注“妙峰山风

景名胜区”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

实名制预约购票。也可到景区售

票处现场扫码预约购票（只接受

微信、支付宝，没有现金售票窗

口）。此外，游客经现场核验有效

证件并出示“健康码”后，凭有效

证件方可进入景区。没有预约购

票并生效的游客，一律谢绝进入

景区。此外，妙峰山森林公园同

时开放，门票单独收费20元。

为确保游客健康安全，景区将

按照最佳承载量的30%进行流量

控制。景区实行分散式游览，暂不

接待旅游团队。游客入园时必须

佩戴口罩，必须接受体温测试。对

不佩戴口罩、不配合体温检测和发

热游客谢绝进入景区。进入景区

游客须全程佩戴口罩，按照规定线

路游览，自觉服从景区工作人员的

引导和管理，保持1米及以上安全

距离，严禁聚集、扎堆、不随地吐

痰，文明游览。

景区咨询电话：010-61882936；

010-61882920。

本报讯（记者 屈媛）近日，区

司法局四个强化做好疫情防控期

间“创城”法治宣传工作。

一是强化统筹协调。发挥区

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守法普法

协调小组作用，制发《门头沟区决

战全国文明城区提名 提升法治宣

传教育群众知晓率的工作方案》，

部署全区“创城”法治宣传工作，为

“决战‘全国文明城区提名’百日冲

刺”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确保“创

城”法治宣传问卷调查工作顺利通

过测评评估。

二是强化责任落实。以“谁执

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落实为重要

抓手，充分调动各普法责任制单

位、各镇街等一切可以调动的力

量，以“法律进校园”“法律进机关”

“法律进单位”“法律进企业”“法律

进乡村”“法律进社区”活动为载体，

将“创城”法治宣传与疫情防控统筹

结合起来，聚焦疫情防控相关政策、

法律法规开展“创城”法治宣传。

三是强化社会面宣传。建立

全区大普法网络，统筹利用区级线

上线下平台载体，各镇街、各普法

责任制单位网站、微信公众号、微

博等媒体平台，各单位、各村居

LED 电子显示屏等窗口，分期分

批、持续投放“创城”及疫情防控相

关宣传口号，疫情防控相关政策及

法律法规、以案释法案例等。

四是强化效果扩大覆盖面。

结合疫情防控下沉值守，制作疫情

防控、“创城”相关法律知识展板进

行巡展；结合常见法律问题，录制

电视访谈节目《疫情防控 法治同

行》，引导市民依法支持和配合疫

情防控工作；录制《防控疫情 法治

同行》系列普法广播，利用门城地

区公园广播站点、各村居广播等，

在早晚人流高峰阶段进行播放，引

导市民支持、理解、配合“创城”法

治宣传教育和疫情防控工作，在接

受问卷调查时，以积极态度作答。

本报讯（记者 马燊）5月7日

下午，区住建委在西山艺境小区

组织召开物业行业垃圾分类现场

培训会，我区60多个物业项目负

责人参加培训。

西山艺境项目负责人带领大

家参观了小区内的垃圾桶、垃圾

分类宣传条幅、宣传板等，同时分

享了物业在指导业主进行垃圾分

类过程中的工作经验，以及如何

将垃圾分类与物业服务工作相结

合，落实物业企业作为垃圾分类

管理责任人的职责。

根据《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和《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

区住建委研究制定了《门头沟区

贯彻实施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三

年行动计划》《门头沟区生活垃圾

分类推进指挥部物业管理组工作

方案》，并要求各物业公司张贴垃

圾分类及物业管理宣传标语，目

前全区已张贴标语及海报280余

幅（张）。

下一步，区住建委将进一步

加强培训，强化属地、镇街在物业

领域的专业监管能力，提高物业

企业服务能力，同时细化各物业

服务企业在两个条例中的具体工

作职责，提高全区物业企业整体

服务水平。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龙泉

镇高家园新区社区按照疫情防控

政策实时调整，将疫情防控和创

建全国文明城区同部署、同落实、

同推进。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文明创建，积极开展清洁

整治行动，做到疫情防控和助力

“创城”两不误。

在社区的花园中，工作人员

拿着夹子和袋子对绿化带中的杂

草、纸屑进行捡拾，对周边环境进

行了细致的清理。随后，工作人

员还走进楼道，逐楼、逐层的认真

排查，将楼道内堆放的杂物、破纸

箱进行集中清理。

除此之外，社区工作人员每天

还对出入口进行多次消杀，看到垃

圾也会随时捡起，并劝导过往的居

民爱护环境，不乱扔垃圾、乱堆杂

物，用实际行动助力“创城”工作。

永定河文化博物馆 妙峰山景区恢复开放

开展开展““创城创城””法治宣传普及法律知识法治宣传普及法律知识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本周排名本周排名本周排名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东辛房街道 98.4 1
军庄镇 98.1 2
龙泉镇 97.3 3
潭柘寺镇 96.5 4
大峪街道 96.2 5
永定镇 94.6 6
城子街道 94.3 7

其他地区

妙峰山镇 98.1 1
雁翅镇 97.8 2
斋堂镇 97.3 3
大台街道 97 4
王平镇 96.5 5
清水镇 95.7 6

5月份第1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本报讯（记者 杨铮）自疫情

发生以来，白衣天使们的身影，成

为了一道最靓丽的风景线。在第

109 个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区

医院举办护士节表彰大会，为最

美逆行者们庆祝属于自己的节

日。

现场，优秀护士向大家分享

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心得

与体会，铿锵有力的演讲，诠释了

白衣天使的大爱和无私奉献精神。

本次活动首次采用了视频直

播的方式进行，全院各岗位工作

人员在网络平台进行了观看。

为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规范液化石油气钢瓶充装行为，

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避免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近日，区市场监

管局全面排查液化石油气钢瓶充

装安全。

执法人员对区液化气充装

站进行细致检查，重点查看该单

位疫情期间是否有充装超期、报

废和非自有产权气瓶的行为；充

装气体是否按照要求有气质检

测报告；充装单位是否逐瓶按照

气瓶充装前后检查操作规程落

实到位，逐瓶泄漏检查，确保充

装的气瓶安全；严格对照《气瓶

安全技术监察规程》，查看充装

完毕合格的气瓶上牢固粘贴充

装产品合格标签。现场检查未

发现违法充装行为，相关工作符

合要求。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要求

充装单位坚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两手抓，落实器具消毒、体温测

量和人员登记等防控措施，不断

提高对人员和设备的安全管理。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区市场监管局

严查液化石油气钢瓶充装站

致敬护士队伍 携手战胜疫情

姚宝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