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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率发现率发现率发现率

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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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源热泵地源热泵地源热泵地源热泵

整改率整改率整改率整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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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违法行为违法行为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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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舆负面舆负面舆负面舆

情曝光情曝光情曝光情曝光
综合得分综合得分综合得分综合得分

1 东辛房街道 0% 0% - 100% - - - 100% - 0 - 98.48

2 大峪街道 0% 0% - 100% - - - - - 0 - 98.1

3 城子街道 0% 0% - 100% - 100% 100% 70% - 0 - 93.43

4 清水镇 3.12% 0% 100% 75% 50% 100% 99% 100% 0% 0 - 87.74

5 斋堂镇 1.55% 0% 100% 0% 15.38% 100% 98% - 0% 2 - 82.09

6 永定镇 14.15% 0% 100% 0% 100% 100% 96% - 0% 0 - 79.52

6 王平镇 18.35% 0% 100% 100% 75% 100% 76% - 0% 0 - 79.52

8 大台街道 9.70% 33.33% 100% 0% - 100% 100% - 30.30% 0 - 76.95

9 军庄镇 49.73% 0% 16.67% 16.67% 0% 100% 100% - - 0 - 70.23

10 潭柘寺镇 18.88% 28.57% 100% 14.29% 14.29% 100% 97% 100% 30% 0 - 70.04

11 妙峰山镇 10.39% 40% 0% 0% 33.33% 100% 91% 100% 0% 0 - 63.89

12 雁翅镇 8.55% 22.22% 0% 0% 40% 100% 78% 70% - 0 - 61.59

13 龙泉镇 17% 40% 0% 0% 0% 100% 95% 100% 0% 0 - 60.81

7.90% 17.31% 53.85% 21.15% 37.93% 100% 94% 91% 7.50% 2 - -全区合计全区合计全区合计全区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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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7日 星期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区河长办/提供注：“-”为不涉及此项工作。

本报讯 为了提升城市管理水

平，优化街边市容市貌，东辛房街道

充分发挥12345热线作用，针对夏秋

季高发的占道经营问题，采取“治前

告知、治中部署、治后监管”相结合的

三步走模式，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有

效提升了辖区市场经营秩序，保障了

周边道路交通安全和整洁有序的城

市环境。

一是温情执法，做好治前告知。

坚持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在

整治行动前向占道经营流动商贩发放

《禁止占道经营告知书》，耐心细致地

向商贩们讲解占道经营对市容市貌的

影响及存在的安全隐患，劝诫流动商

贩进入正规市场或租赁店铺合法经

营。截至目前，已发放告知书20余份。

二是精准执法，强化治中部署。

以12345热线市民诉求为导向，先后

安排占道保安30余人次，对惠泽家

园桥头、石门营路、紫金新园三区大

槐树下、石门营五区等多发点位进行

盯守，实现动态追踪；凝聚执法力量，

共出动执法人员60人次，开展多次

集中整治行动，依法依规取缔举报高

发点位占道经营违法行为。

三是严格执法，落实治后监管。

协调市场监管、农业执法等部门，联

合整治了食品、禽畜等4起无照经营

行为，强化执法效能，规范市场秩序；

实行执法人员每日车巡、步巡和占道

保安定点值守的交叉管理方式，做到

点位治理后实时监管，防止占道经营

现象回弹；时刻关注市民投诉热点难

点问题，定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形

成长效机制，巩固整治成果，做到专

项整治、长效管理双提升。

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本报讯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收到

一件关于虚拟货币——京豆的消费投

诉。市民王先生在某购物平台购买了

一台早教机，当时商家宣称在指定时

间内购买某型号产品可直接返现

2699元，但实际只返还了1656.59元，

比约定少了 1000余元。王先生与客

服多次沟通无果后,拨打12345电话寻

求帮助。

了解事情经过后，区市场监管局工

作人员开展深入调查。涉及店铺注册

地在永定镇石龙工业区内，商家表示由

于王先生当时是通过“京豆+现金”的

方式购买商品，京豆支付属于优惠活

动，不能同时享受返现政策。但工作人

员在查看官方活动页面时发现，并未对

消费者支付方式进行约定。针对此情

况，工作人员联系了购物平台的售后客

服，表示京豆是一种虚拟货币，属于消

费者的个人资产，购物消费时等同于现

金交易，并非优惠券。得到证实后，工作人员多次与商家沟

通，通过讲法、讲理、讲情，最终商家按照活动约定为市民补齐

返现金额，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非常满意。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盛行,网络购物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人

们的生活方式，由此产生的各类纠纷也是络绎不绝。区市场

监管局始终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目标，以接诉即办工作为抓

手，持续做好对区内网络经营企业的教育指导，强化重点行业

消费投诉维权机制建设，引导企业加强自律、诚信守法经营。

同时不断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网络经

营行为，为百姓营造公平有序安全放心的网络消费环境。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2019年，

位于清水镇上清水村的北京阿芳嫂

黄芩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区科信局的

扶持下从福建武夷山引进了一批正

山小种茶苗试种。2021 年，又引进

种植了福建武夷山大红袍，经过精

心管理，这两个茶种成活率都达到

了 85%。目前，茶树长势良好，新抽

枝达到了 20 厘米，村民正在采集秋

茶，预计两年后就可以形成规模，进

入正式采摘期。

“清水海拔地势高，常年气温

低，使得这里种植的大红袍茶叶叶

片比武夷山原产地的叶片厚，此外，

茶多酚的含量比原产地要高出将近

1倍。通过这两年的实验发现，只要

土壤和水质适宜、做好越冬措施，避

免茶树冻死，南方茶叶在北方种植

是完全可行的。”大红袍种植技术指

导范美江说。

据了解，北京阿芳嫂黄芩种植专

业合作社于 2016年承包了清水镇梁

家铺的一片河滩地，通过平整开垦出

68 亩可用土地。目前，这里除了种

植引进的茶树外，还种植了野茉莉、金

银花、人工驯化的野毛尖等茶种，同时

套种了野菜、玉米、谷子等农作物。

“我们在农活忙的时候可以安

排 20 多名村民在地里干活，通过不

断改良土壤，引进的茶种已经适应

了这里的环境，长势不错。再过两

三年，这片过去的荒河滩就能变成

‘金银滩’了。”北京阿芳嫂黄芩种植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燕说。

本报讯（通讯员 张大为）为充分挖掘劳

动课程的育人价值，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培养学生的劳动能力，助力文明校

园建设，9月 2日，斋堂中学组织全体师生开

展了劳动教育第一课——校园拔草活动。

活动中，师生们互相鼓劲加油，齐心协

力，劳动场面热火朝天。通过近一个小时的

辛苦劳作，校园变得干净整洁。通过此次课

程，让学生们充分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深

刻理解了劳动的意义和价值，进一步增强了

创建文明校园的意识和责任。

本学期，学校将依托山区丰富的生态资

源和文化资源，围绕“绿水青山新居民”培养

目标，积极打造具有山区特色的劳动课程体

系，让学生在劳动中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接

受锻炼，磨炼意志，从而树立正确的劳动观

念，学会必备的劳动能力，养成良好的劳动

习惯和品质。

本报讯 永定镇信园社区居民

巩秀枝是一名剪纸手艺人，她被推

荐为2022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

榜”候选人。

多年来，她一直悉心照顾着高

位截瘫的丈夫于江颂，不离不弃，她用双手剪出人

生，用双手撑起家庭。

早年间，巩秀枝离异后，独自抚养年幼的儿子，

那时在她的世界里，儿子就是全部，她每日辛勤工

作，抚养儿子健康成长、努力提升教育水平和生活品

质成为她唯一的目标，也因此她拒绝了很多上门提

亲的人。

和巩秀枝同在一个单位的于江颂是一名修理

工，意外失去双腿之后卧床在家，当时的于江颂慢慢

失去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把自己封闭起来，多年没

有走出过家门。巩秀枝在一次陪朋友看望于江颂

后，对他落魄的生活场景难以忘怀，无时无刻不在担

忧着于江颂会不会有想不开的极端行为，于是隔三

差五她就会去于江颂家里帮忙打扫房间、做可口的

饭菜、陪伴他聊天等，希望能重新建立他对生活的信

心。当时巩秀枝刚三十出头，心灵手巧，漂亮贤惠，

慢慢地他们相爱了。但两人的婚事却引来巩秀枝家

人的强烈反对，那段时间，亲戚朋友经常劝说巩秀枝

找一个经济条件更好的结婚对象。两人的爱情故事

也在当地引起不小轰动，这让这对恋人感受到很大

的压力，但她顶住了流言蜚语，最终还是嫁给了于江

颂，并排除万难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为了更好地照顾于江颂，巩秀枝辞去了食堂的

工作，在所居住的社区应聘了保洁员。她独自一人

打拼、精打细算地维持生计，勉强满足整个家庭的日常开销，虽然生

活并不富裕，但巩秀枝感觉每天过得很充实，在她的悉心照料下，丈

夫于江颂也慢慢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未完待续）
区文促中心/供稿

本报讯（记者 康金洁）近日，

区委政法委组织区公安分局、区

法院、区检察院、区司法局等政法

单位开展防范养老诈骗专题宣传

活动，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

放宣传品、面对面讲解等方式，宣

传养老诈骗识别技巧和防范养老

诈骗手段知识，同时结合真实案

例，深入浅出地向老年人详细介

绍以房养老、投资养老、养老保

健、养老保险等常见诈骗类型和

犯罪分子惯用手段，为老年群体

答疑解惑，叮嘱老年人切勿贪图

小便宜，切勿随便向陌生人透露

个人信息，要将“不听、不信、不转

账、不汇款”牢记于心，不给诈骗

分子任何可乘之机，切实守好自

己的“养老钱”。同时，鼓励群众

积极举报养老诈骗犯罪线索，主

动参与到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

行动中来。

本报讯 近日，区卫健委、京

煤集团总医院等单位，来到城子

街道桥东街社区开展以“文明健

康 绿色环保”为主题的控烟戒烟

知识讲座。社区居民和控烟志愿

者共40余人参加了活动。

讲座现场，京煤集团总医院呼

吸科主任医师陈亮向居民详细讲解

了吸烟的危害以及慢阻肺、肺心病

等呼吸道疾病的相关知识，耐心

解答了社区居民提出的问题，帮

助居民认识吸烟的危害，提高自我

保护意识，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

式，共建共享健康无烟的生活环境。

讲座结束后，医务人员开展

了义诊活动，为社区居民量血压、

测血糖，提供健康咨询，倡导大家

养成低盐低糖少油的膳食习惯，

形成健康生活方式。

区卫健委/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高坤）9月2

日，龙泉镇琉璃渠村开展积分制

推进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实践

活动。

活动中琉璃渠村“两委”干部

向村民讲解了积分制工作方案，

包括遵纪守法、环境治理、移风易

俗等方面的具体积分项目，以及

积分兑换物品的方式，以此提高

村民文明意识。

只要村民积极参与移风易

俗、文明创建等活动，就能获得相

应的基础积分和奉献积分，积分

累积到一定数额后，就可兑换相

应的物品，还可以参与“文明家

庭”等评选活动。通过物质奖励

和精神奖励，进一步提高村民践

行文明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我区开展
防范养老诈骗宣传活动

区卫健委
开展“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

控烟戒烟知识宣传

琉璃渠村运用积分制
推进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

治理占道经营
维护良好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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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第一周（8.27-9.2）河长制综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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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校园创建:劳动教育第一课在斋堂中学开讲

本报讯（通讯员 张大为）近日，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永定分校团委

组织学校 12个团支部 246名共青团员，开展了“团课开学第一课”主题宣讲

活动。

活动中，各团支部召开了团课收获恳谈会，重点围绕新学期如何践行

新时代共青团员“五个模范、五个带头”标准进行了专题讨论。广大团员一

致表示，通过团课学习备受鼓舞。作为光荣的共青团员，一定坚定不移跟

党走，担当青年重任，珍惜青春年华，发奋学习，刻苦锻炼。同时，积极发挥

“小小宣讲员”作用，团结带动更多的同学进步，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永定分校开展主题宣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