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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关民生

电箱门修好了
本报讯（通讯员 孙菲）近

日，区网格中心接到巡查员上
报：图书馆门口的电箱门敞开，
存在安全隐患。中心联系了经信
委、电信公司，电箱门及时修复。

本周怀柔电视台节目本周怀柔电视台节目
■《文化怀柔》
5月16日播出。
■《安全在线》
5月17日播出。
■《法制时刻》
5月18日播出。
■《健康有约》
5月19日播出。
■《怀柔环境》
5月20日播出。
■《生活大观园》
5月21日播出。
■《文明在身边》
5月22日播出。

本报讯（记者钟勇辉 通讯员孟
阳）2011年8月，为配合雁栖湖生态发
展示范区建设，雁栖镇下辛庄村整体
搬迁，时隔近 5年，近日，村里组织 60
余名党员，徒步近4公里，回到原村旧
址，感受新变化。

一大早，村里党员整装待发，近 4
公里的路程，对年轻人不算个事，可
对于上了岁数的人来说，是个挑战，
可下辛庄村的党员，热情一水儿的高
涨，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老党员。63 岁
的于庆国，1995 年入党，听说村里要
组织党员回旧村原址走上一遭，二话
没说就答应了。他还不算这次活动里
年龄最大的，已经80高龄的杨进忠老
爷子，也坚持徒步走完了全程。

一个小时后，60多位下辛庄村党
员来到了原村旧址。现如今，这里已
经成为雁栖湖旅游综合服务中心的
一个大型停车场。到了这里，党员们
不由得全都聚拢到了八棵香椿树周
边，“这是原来咱村委会的地方。”杨
进忠老人指着香椿树对一旁的年轻
人说道。以前村里的房屋、农舍，如今
早已没了踪影，但对于自己家的位
置，村里党员个个都心里有数。

“您看紧挨着最东边的香椿树有
一棵枣树，咱家就在那块，变化真是
大呀。”于庆国的眼里显出了一丝眷
恋。“原先，咱家有四间正房，2011年8
月，为配合示范区建设，村里开始搬
迁，虽说有点不舍，但作为党员，咱得

支持村里，支持区里的工作。现在咱搬
进了楼房，住的条件没得说。”

不仅如此，在此次活动过程中，村
里特别安排了党员重温入党誓词的环
节，60余名党员庄严的宣誓，在当党旗
的映衬下，分外嘹亮。宣誓之后，下辛
庄村老支部书记王仕荣有感而发：“这
回村里组织咱们党员旧地重游、老家
重游，感觉挺有意义，这里是咱各位生
活了几十年的故土，也是祖祖辈辈扎
根了几百年的家乡，现在咱再看，没想
到能有这么大的变化，咱们住上了楼
房，生活条件改善了，这都得感谢党，
希望咱们村里的党员，都能珍惜现在
的好生活，争取做一名合格的党员。”

上了岁数的党员，对这片故土有

着诉不尽的情思，年轻的也不例外。23
岁的小伙单鹏宇，是村里最年轻的党
员，用他的话说，从出生一直到 5 年
前，这里几乎每寸土地都有他的脚
印。小伙子对这些年的变化感触颇
多，“没事的时候，路过这里，我都会
停停、看看，毕竟住了近20年，有感情
了。每当看到有游客特别是外国游客
来这里的时候，我都感到骄傲。”本村
人对原村旧址感情深，嫁过来的媳妇
也一样。2004年，张静嫁到下辛庄村，
在这里，也住了7个年头，对于这次活
动，她是这么说的：“感觉现在国家的
好政策越来越多了，村里人的生活也
越来越好了，回到这里看看，也让自
己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了。”

下辛庄党员徒步旧址看变化

“凤凰宝”是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一
款余额增值产品，通过与基金公司等
金融机构的合作对接，为客户提供相
关金融产品的开户、在线交易、信息查
询等服务。“凤凰宝”既能为您提供高
额稳健的收益，又能充分保证资金流
动性，让您的资金随用随取。

“凤凰宝”目前为客户提供“嘉实
薪金宝货币市场基金”(000618)产品。
客户可以注册我行“凤凰 e 账户”，使
用“凤凰 e账户”中的资金或者绑定银

行卡买入“凤凰宝”，享有高于活期存
款的收益。同时，客户如有资金使用需
求，可随时将“凤凰宝”中的资金取出，
让客户既能享有高于活期存款的稳定
收益，又能充分保证资金流动性。

产品特点
● 收益远高于活期储蓄；
● 投资门槛低，一元起购；
● 资金随用随取，变现方便快捷；
● 支持余额自动购买，闲置资金

亦可理财。

主要功能
1.买入：使用“凤凰 e账户”中的资

金或者绑定银行卡买入“凤凰宝”，享
有高于活期存款的收益。

2.取出：取出“凤凰宝”中的资金，
资金取出支持实时到账。让您充分保
证资金流动性。

3.查询：包括：查询“凤凰宝”每日
收益；查询“凤凰宝”买入和取出的明
细等。

4.自动买入：您可对“凤凰 e账户”

设置一定的留存金额，系统每日将自
动核查您的“凤凰 e 账户”余额，对于
高于留存金额的部分将自动买入“凤
凰宝”。

谢迎春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宝”业务介绍

反家暴法宣传
进汤河口车站

本报讯（通讯员王倩 彭超）和老
公冷战属于家庭暴力吗？如果遇到
家庭暴力如何申请人身保护令？如
果遇到家庭暴力应当如何留存证
据……

近日，汤河口公交枢纽中心候
车室内多了不少反家庭暴力宣传
品，反家庭暴力法动漫短片循环播
放，“对家庭暴力说不”宣传展板生
动展示了家庭暴力的维权途径，法
律资料索取栏可以自由查阅法律知
识……吸引不少乘客驻足观看。

自 3 月，汤河口 司 法 所 进 村 入
户开展反家庭暴力法宣传以来，在
村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不少村
民通过电话或者前往司法所咨询
相关法律知识。考虑到汤河口镇处
于北部山区中枢地理位置且人群
密集、流动性强这一特点，于是，汤
河口司法所精心挑选内容，设计制
作了“对家庭暴力说不”主题宣传展
板，就家庭暴力如何预防、危害以及
如果发生家庭暴力如何留存证据
等内容进行解读。在与公交车站联
系后，将宣传展板在候车室内显著
位置摆放，并在门口设置法律宣传
资料索取栏，将《反家庭暴力法》的
宣 传 册 、汤 河 口 地 区 公 益 法 律 服
务 中 心 的 名 片 、法 律 援 助 宣 传 折
页 等 材 料 放 置 在 栏 内 ，供 来 往 乘
客取阅。

下一步，汤河口司法所还将组织
村居法律顾问律师入村，通过开展座
谈、举办法治讲座、现场解答等形式，
将反家庭暴力法的宣传引向深入。

怀柔党史编纂征稿

本报讯（记者 刘巍伟）近日，按照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统一部署，
怀柔区委党史办启动《中共北京市怀
柔区历史》编写工作。

《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历史》将全面
展现怀柔现行政区域范围内，中共党
组织的建立、发展；领导人民进行革命
斗争、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现代
化建设的成就；贯彻执行中央和市委
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和经验教
训；各级党组织的自身建设情况；市委
及其职能部门和重要党史人物在本区
活动等情况。按照工作安排，现面向社
会广泛征集文字资料、照片、图片、录
音、录像资料。

联系人：王晓君 徐健
电话：69645371
地址：青春路22号区委党史办

227房间

近日，区中医医院护士节竞赛中医护理技能。 郭俊英 摄/文

日前，怀柔远航艺术团、石炎音乐团队和泉河街道群星艺术团到庙城镇孙
史山村举办惠民文艺演出。 董琳 摄/文

未来（5月 16至 18日）三
天内，我区以晴间多云天气
为主，风力二三级。

预计该期间内:平原地区
最高气温在 30度左右，最低
气温在 17度左右。昼夜温差
较大，请注意及时增添衣物。

5月23日 朝日路 7:00-15:00
雁栖镇百仕欣饮料(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瑞普瑞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雁栖镇永乐庄村一带及附近地区
5月23日 西三村路 6:00-18:00
怀柔镇刘仕绥烈士之墓、大中富乐
村北一带用户
5月23日 红乐路 6:00-12:00
怀柔镇北京艺汇家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大中富乐村一带及附近地区
5月23日 焦村路 5:00-20:00
庙城镇霍各庄村东部分用户
5月23日 焦村路 8:00-12:00
庙城镇霍各庄村南部分用户
5月23日 集贤路 8:00-18:00
怀柔镇博望苑一区
5月23日 红乐路 7:00-13:00
怀柔镇小中富乐村北（图书馆路西）
一带及附近地区
5月24日 空后二路 7:00-15:00
雁栖经济开发区杨雁路 10 号家属
院一带及附近地区
5月24日 水九路 6:00-16:00
怀柔镇北京怀山绿水旅游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北京山地立佳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
京有限公司（开放路环岛北侧工联
培训中心院内）、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开放路
东）、北京怀东蘑菇种植专业合作
社、北京怀东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张
洪启、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富密路南）一带及附近地区
5月24日 东环路 6:00-16:00
怀柔镇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北京市分公司(111国道渔场红绿灯
南）、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原华北物
资市场）
5月24日 集贤路 8:00-18:00
怀柔镇博望苑一区
5月24日 长元路 5:00-20:00
雁栖镇范各庄村东一带及附近地区
5月24日 刘各长路 8:00-12:00
雁栖镇范各庄村东一带及附近地区
5月24日 南城路 7:00-15:00
怀柔镇南华大街 2#楼、湖光双语幼
儿园、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北京市分公司（迎宾环岛西南侧）一
带及附近地区
5月25日 滨湖北路 6:00-17:00
怀柔镇湖光小区 32#楼及附近民居
区一带
5月25日 庙龙路 5:00-20:00
庙城镇郑重庄村中西部一带及附近
地区
5月25日 庙龙路 8:00-12:00
庙城镇郑重庄村中东部一带及附近
地区
5月25日 琉梁路 7:00-18:00
琉璃庙镇琉璃庙村、刘显平、毕西华
一带及附近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