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指挥部多次对
野鸭湖市级湿地自然保护区
核心区、缓冲区内违法违规问
题进行核查、督促当事人整
改，并于 7月 4日对野鸭湖市
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内的违法
建设、鱼池、道路及人工设施
进行了拆除告知，要求 5个违
法建设责任人作为拆除主体
于7月7日前自行完成拆除工
作，逾期不能完成整改的，“绿

盾2018”自然保护区攻坚指挥
部将启动强制拆除。

2018年5月31日，北京市
第四批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区反馈意见指出，个别保
护区内存在养殖、放牧、垂钓、
堆放砂石、倾倒垃圾等违规行
为，旧有设施清退缓慢。我区
在收到督察反馈意见后，结合

“绿盾2018”专项行动，对自然
保护区内违法违规问题进行

排查，建立管理台账，制定整
改方案，并成立延庆区“绿盾
2018”自然保护区攻坚指挥
部，开展自然保护区违法问题
整改攻坚行动，全面取缔、拆
除、清理影响生态环境的违规
经营行为和违法建设。

此次拆除自然保护区内
违法建设，充分彰显了延庆区
认真贯彻落实环保督察、“绿
盾2018”和地表水专项整治行

动要求、扎实推进问题整改、
营造良好生态环境的决心和
信心。延庆区将始终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立足首都生态涵
养区功能定位，以铁腕整治态
势，进一步强化联合执法，压
实环保责任，以“冬奥”标准持
续抓好生态环境建设，为服务
保障冬奥会世园会筹办举办
奠定良好环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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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快报

本报讯（记者 李姝娜 通
讯员 宋威）近日，水关长城
景区开展了“烟头不落地，延
庆更美丽”主题志愿活动，助
力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

活动中，由党员和基层
职工组成的志愿服务队来到
景区主要游览段、山坡、绿地
等重点地区，彻底清理烟头
和垃圾，劝导游人文明游
览。此次活动提高了广大干
部职工和游人的绿色环保意
识，为推动文明旅游和创建
全国文明城区营造了浓厚
氛围。

“烟头不落地”
共创文明城区

本报讯（记者 李姝娜 通
讯员 王梦阳）日前，区救助
管理站举行“推进阳光救助，
履行兜底职责”主题宣传活
动，邀请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普通市民、社会组织等走进
站内，“零距离”了解民政救
助工作，引导市民共同关注
流浪乞讨人员。

当天，区救助管理站工
作人员还走进街道、社区，发
放宣传资料 200 余份，引导
全社会了解、参与救助工作。

区救助站举行
主题宣传活动

我区持续加强教育培训机构检查
本报讯（记者 陈影 通讯

员 李响）日前，延庆工商分局
按照《延庆工商分局 2018 年
整治虚假违法广告专项行动
方案》要求，对辖区 3家规模
较大的教育培训机构进行了
专项检查，并要求相关负责人
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

检查中，执法人员对教
育机构的营业执照、经营资
质、经营面积、人员配备、广
告宣传资料是否合规等进行
了检查，并针对广告宣传、商

标名称使用和是否存在不正
当竞争等违法行为进行了重
点检查，并对违法行为进行
立案查处。

近年来，随着辖区居民收
入的提升，消费者对于家庭教
育的投入也越来越大，我区教
育培训机构呈现井喷式发展，
其中，不少教育机构为了不断
扩大市场占有率，开始使用虚
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扩
大影响力。今年 4月开始，延
庆工商分局开始对辖区教育

培训机构开展专项整治。截
至目前，共检查辖区教育培训
机构25家，立案查处14家，其
中涉及中小学教育、考研培
训、美术培训、幼儿教育、英语
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多方面
多专业的教育类型。

下一步，延庆工商分局
将继续深挖辖区教育培训机
构存在的违法行为，通过执
法手段净化教育培训行业，
规范企业行为，保障市场经
济秩序。

7月8日，张山营镇“海坨之
星”儿童公益滑雪训练营开展第
一次训练。张山营镇“海坨之星”
儿童公益滑雪训练营于今年6月
1日成立，首批13名6岁至8岁儿
童入营参训。图为孩子们在教练
的指导下进行“滑雪”训练。

陈述升/摄
李姝娜/文

要闻短讯

近日，区政协主席
陈合安来到珍珠泉乡庙
梁村，慰问建国前老党
员和生活困难党员，详
细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
和实际困难，叮嘱他们
要保重身体，并要求相
关部门全心关注照顾老
人，解决他们的实际
困难。

（陈影）
近日，市委统战部副

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赵玉金带
队来到延庆，就我区工商
联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
研。区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统战部部长黄克瀛陪
同调研。

（董明昊）
日前，我区召开

2018年上半年“疏解整
治促提升”工作总结会，
总结上半年工作，部署
下半年工作任务。区委
常委、常务副区长张远
出席。

（蒋星航）

消费播报
工商教您如何选购空气净化器

近年来，雾霾天气多发，人们
对空气污染程度的关注不断增强，
许多消费者为了去除家里面的雾
霾，选择购买家用空气净化器。同
时，也有的消费者会选用空气净化
器去除新家的甲醛。

延庆工商分局提示消费者：不
同类型的空气净化
器，过滤、杀毒和除
菌等功效上存在一定
差异，消费者应根据
不同类型产品的特
点，结合自身实际需

求和房屋面积，有针对性地进行选
择，不要盲目轻信宣传，要多看多
比，对照产品说明书，结合相关技
术参数进行选购。在购买时还需
注意以下三点：

一是掌握空气净化常识，认准
“三高一低”的数据指标。即高洁
净空气量、高累计净化量、高能效
值和低噪音量。高洁净空气量
（CADR）值越大，净化器的净化能
力越强，净化效果越好。累计净化
量 (CCM)值越高，净化的污染物越
多，滤网寿命越长。能效值越高越

省电。
二是要根据不同需求选择不

同的净化器。如用在新装修的房
屋应选择带有去甲醛滤网的空气
净化器。如用于对老幼人群的保
护，可以选择具有严密过滤系统和
杀菌技术的空气净化器。这类产
品能够针对空气中的粉尘、污染、
异味和有毒气体进行全方位清除，
防止被细菌和病毒感染。

三是尽量选择有信誉的大型
商超或电商企业购买正规品牌的
产品，除了要检查风扇和滤芯（滤

网）等主要部件的配置，还要注意
查看产品标识是否齐全，并索取发
票和三包凭证，如果发生消费纠纷
及时维权。

同时，现在市场上销售的绝大
部分空气净化器在使用一段时间
后都需要更换过滤网，长时间不更
换容易产生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
伤害。消费者在购买前了解净化
器过滤网的使用寿命和后续费用
也是十分必要的。

罗梦楠供稿

本报讯（记者 卢丹丹 丁
宁）7月 7日，区融媒体中心
组织全体在职党员、离退休党
员、包村党员、各党支部入党
积极分子，前往房山区“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
馆，开展了主题教育活动。

活动中，全体党员重温
入党誓词并合唱《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通过参观
纪念馆，了解了歌曲作者曹
火星同志的革命事迹。党员
们纷纷表示，要继承革命前
辈光荣传统，为服务保障冬
奥会世园会贡献力量。

区融媒体中心开
展党员主题教育

井庄镇拆违1200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 董明昊 通

讯员 蒋小盈）近日，井庄镇政
府依法对该镇门泉石村村北
2处面积共 1200平方米的违
法建设进行拆除。目前，拆除
工作已全部完成，被占用的土
地将逐渐恢复原貌，并计划进
行复耕和复绿。

据悉，本次拆除的违法建
设建于2017年，是当事人在未

取得规划许可的前提下，私自
占用林业用地和一般农用地
建设的 2 栋 2 层砖混结构楼
房。因其违反了《北京市城乡
规划条例》，被相关部门认定
为违法建设。6月20日，井庄
镇政府在与房主耐心沟通后，
组织区查违办、市规土委延庆
分局等部门，出动3台挖掘机、
1台洒水车、8辆渣土清运车以

及30余名工作人员，经过近10
个小时的奋战，将这 2处违法
建设彻底拆除，并用 3天时间
将建筑垃圾彻底清理完毕。

“违法建设不仅占用了国
家的土地资源，同时也对周边
地区环境造成了影响。”井庄
镇副镇长张艳军说，“今年，井
庄镇以‘发现一处、整治一处’
为原则，对全镇范围内有碍观
瞻、影响恶劣的违法用地和违
法建设进行拆除，并对腾退出
来的土地进行复耕和复绿，持

续改善镇域环境，还村民一个
舒适宜居的美丽家园。”

截至目前，井庄镇共拆除
违法建设 10700平方米，完成
今年拆违任务总量的 107%。
下一步，井庄镇还将继续加大
对违法建设和违法用地的打
击力度，持续开展违法建设拆
除工作和地貌恢复工作，打好
环境整治攻坚战，努力改善地
区环境，为服务保障冬奥会世
园会筹办奠定良好的环境
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