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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要闻

全民健身日 市民
“乐”
健身
本报讯（记者 李姝娜 李
岩 实习记者 李娜）8 月 8 日是
“全民健身日”，我区各界群众
通过形式多样的健身活动，提
高自身身体素质，喜迎 2022
年冬奥盛会。
“全民健身日”当天，区长
跑运动协会的 300 余名长跑
爱好者在区体育场，以“全民
健身、助力冬奥、燃情接力”为
主题，进行混合接力跑，为冬
奥会助力加油。

与此同时，全区各乡镇、
街道也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全民健身活动，普及全
民健身理念。
“全民健身日”当天，张山
营镇组织干部职工在世界葡
萄博览园参加了“强体魄·迎
冬奥”主题水上闯关活动，展
现了张山营镇人民喜迎冬奥、
服务冬奥的良好风貌。同日，
沈家营镇在临河村、沈家营村
开展了踢毽子比赛、4 公里健

步走等活动。香营乡开展了
以“全民健身美名扬，幸福生
活万年长”为主题的体育健身
活动，
全乡 20 个村的村民参加
了踢毽子、跳绳、广场舞、扭秧
歌等体育健身项目。旧县镇
开展了第十一届夏季群众文
化广场舞汇演，
来自全镇 22 个
村的 300 余名舞蹈爱好者参与
其中。井庄镇组织来自全镇
31 个村的文化组织员和基层
群众 50 余人，学习了《北京市

全民健身条例》，并参加了单
人、双人、小组踢毽子比赛和
颠球跑接力赛。千家店镇以
第二届山水戏剧周为契机，组
织各村文化组织员和千家店
学校小学生练习戏曲广播体
操，在传承、普及梨园文化的
同时，
激发群众健身热情。
香水园街道组织 14 支健
身 队 伍 、300 余 名 健 身 爱 好
者，在妫川广场开展了健身操
舞展示活动。百泉街道湖南

社区开展了骑游活动，舜泽园
社区组织开展了花式空竹表
演、广场健身舞等活动，吸引
近千名群众参与。同时，该街
道还通过群发微信信息，号召
全体干部业余健步 1 小时。
此外，康庄镇、儒林街道、
延庆第一中学等单位也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健身活动，极大
地丰富了市民的业余文化生
活，并引导广大市民积极参与
健身活动，提升身体素质。

20 年回收站将成绿植园
本 报 讯（通 讯 员 刘 莹）
近日，康庄镇再出“重拳”，依
法拆除该镇榆林堡村一处占
地 559 平方米、至今已经营 20
年的再生资源回收站，进一步
提升周边市民居住环境。
据了解，该再生资源回收
站位于康庄镇榆林堡村西官
路道路旁。多年来，再生资源
回收站长期占道侵街，严重影
响道路交通，存在安全隐患；
堆积成山的垃圾和刺鼻的臭
味儿更是严重影响了榆林堡

村村民的正常生活。
为解决榆林堡村再生资
源回收站这个多年的顽疾，康
庄镇借助“疏解整治促提升”
专项行动，下定决心做好拆除
工作，还村民一片净土。
“经
过跟相关部门确认，我们得
知此再生资源回收站是在租
赁承包耕地上建设的，属于
违法建设。”康庄镇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于是，康庄镇相关
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做经营者
的思想工作，耐心细致地向其

疏解整治促提升系列报道

讲解政策，并发放告知书责令
清理。同时，该镇积极协调市
政、环保、国土等相关部门，对
再生资源回收站开展联合执
法。最终，再生资源回收站经
营者同意配合，将其拆除，经
营了 20 年的回收站终于成为
历史。
这座再生资源回收站也
是康庄镇已关闭的 19 家“散
乱污”企业之一。
“ 下一步，康
庄镇将对该区域进行绿化、
靓化，实现留白增绿，加大力
度疏解低端业态，全力建设
‘园艺风情小镇、科技创新家
园’，持续开展‘两创建一提
升’工作，把康庄镇打造成为
服务保障世园会、冬奥会的
‘城市会客厅’。”康庄镇相关
负责人说。

日前，在井庄镇柳沟村，火盆锅·豆腐宴 58 号院“华丽转
身”成为“世园小院儿”。老式的木水槽、废旧的轮胎经过鲜
花、绿植的装点焕发出了新的生机，院子里处处体现着园艺之
美，世园氛围日益浓厚。全新的小院儿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
来，感受园艺文化，体验园艺生活。
夏超摄影报道

致延庆市民的一封信
亲爱的延庆市民：
延庆作为北京的后花园，
八达岭长城威武雄壮、举世闻
名，
四季花海百花争艳、
美不胜
收，
民俗村高朋满座、
回味悠长
…… 然而在这景致的背后，
却
有那么一些地方与美丽延庆格
格不入，这就是延庆的背街小
巷：
道路坑洼不平、
私设违规牌
匾、私搭乱建、
“开墙打洞”、违
规停车、
乱堆杂物、
凌乱空架线
等等，与美丽延庆着实不相
称。对此，我们绝不能熟视无
睹，
我们要向背街小巷的
“脏乱
差”
开战！区委、
区政府已经吹
起了背街小巷环境整治行动的
“冲锋号”，我们广大市民朋友

也要积极行动起来，从家门口
做起，把我们的家园里里外外
收拾干净，
犄角旮旯归置整齐，
堂前屋后打扮漂亮，
让美丽、
宜
居遍布延庆的每一个角落，用
干净利落的环境迎接世园会冬
奥会。具体说来：
一是做共建宜居家园的支
持者。习近平总书记三年两次
视察北京，
强调北京
“既要管好
主干道、
大街区，
又要治理好每
个社区、每条小街小巷小胡
同”
，
市区两级政府迅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向脏乱
差环境开“刀”，向不文明现象
叫“停”，开展了背街小巷环境
整治提升专项行动。作为延庆

市民，我们要责无旁贷地给予
序乱象、
无绿地缺失、
无凌乱架
督员，
运用城乡环境热线、
延庆
支持，
为整治行动摇旗呐喊、
助
空线、无乱堆乱放、无环境脏
官方微信等多种渠道，让制造
力加油，为提升延庆筹办举办
乱。实现“十有十无”的目标， “脏乱差”的人和事无处藏身，
世园会、
冬奥会的
“颜值”
助力。
可能要触碰到一些个人利益， 拿出主人翁的担当，守护我们
二是做共建宜居家园的参
这就需要我们为了公共利益
的家园，让美丽延庆在共建共
与者。打造美丽整洁的生活环 “出让”点个人“方便”，为美丽
享中常驻不衰！
境，与每位市民的生活质量和
延庆做出贡献。
“人民城市人民建，
建好城
幸福指数息息相关、
密切相连，
三是做共建宜居家园的监
市为人民”
“
，让延庆更宜居”
就
需要每个人都伸把手、
出把力， 督者。延庆背街小巷的治理需
从背街小巷整治提升做起，大
做好分内事，配合街道社区做
要久久为功，治理了还可能出
幅度提升延庆城市精细化管理
好
“十有十无”
：
有自治组织、
有
现“反弹”，怎么防止“乱了治， 水平，
瞄准
“首都生态文明示范
街巷长、有公示牌、有问题台
治了乱”这个“城市病”的痼疾
区”
撸起袖子加油干！
账、有设施维护、有绿地养护、 顽症？我们还要学习“东城守
向所有家在延庆、爱我延
有文明秩序、
有居民公约、
有志
望岗”
“
、西城大妈”
和公共文明
庆的市民朋友们致敬，谢谢您
愿服务、
有胡同文化，
无私搭乱
引导员参与社会治理的经验， 的支持和参与。
建、无开墙打洞、无立面乱象、 人人都做“美丽延庆”的守望
延庆区城乡环境办
无道路破损、
无违规牌匾、
无秩
者，个个都是“文明街巷”的监
2017年8月2日

消费播报

黄金手链损坏 工商调解维权
消费者张女士在某商场购买了一
件黄金饰品，是一种用红绳穿着的金元
宝手链，佩戴不足三个月，手链上的金
元宝盖掉了。张女士找到商家要求维
修，告知不能维修只能换，而且还要加
钱。张女士认为产品还在保修期内，商
家应该提供维修，于是，张女士投诉到
延庆工商所，要求商家维修，或者更换
同克数产品。接到投诉
后，工作人员及时了解相
关情况，原来，张女士的
黄金手链若修理会影响
美观，商家不建议修理。
后经过调解，双方达成一

致，商场同意为张女士更换同克数的黄
金饰品，若克数不同，多退少补，张女士
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
工商消费提示，在购买贵金属物品
时，消费者应注意：第一，应到证照齐全
的大型商场购买，最好选择信誉比较好
的商家。第二，应该注意黄金饰品的标
识，主要包括黄金饰品的名称、材料名
称、含金量、产品标准编号、产品质量检
验合格证明等相关事项是否清晰、准
确。第三，要求商家开具发票并保留
好，以便在发生消费纠纷时作为保护合
法权益的有力证据。
曲远超供稿

坚持学以致用 服务和谐农村
——记市级学习之星许学芳
许学芳，女，1961 年 2 月出生，
延庆镇付余屯村党支部副书记，乡
村医生，曾获得“北京市优秀乡村
医生”、
“ 北京市民学习之星”、
“延
庆区市民学习之星”
、
“延庆区学习
型先进家庭”、北京市万名“孝星”
等荣誉称号，多次被延庆镇评为
“优秀共产党员”和“文化宣传先进
个人”。
为了更好地为村民服务，她先
后到卫校和广播电视大学学习，取
得了大专学历。作为一名乡村医
生，她除了看病、治病外，还开设村

民健康大课堂，为村民讲授健康保
健知识。许学芳在 2006 年被推选
为区人大代表、2010 年被村民推
选为党支部书记，现任党支部副书
记。她在村里组建了“文艺中专
班”、
“ 战鼓队”、
“ 舞蹈队”和“象棋
协会”等。她带头参加学习、指导
大家学习、编排了各
种文艺节目，多次参
加区里、镇里的各种
演出活动，受到群众
的一致好评。
延庆区
区学习办供稿
社区教育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