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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阳百余爱好者
会集一堂秀太极

有了燃气APP 从此喜刷刷
足不出户 24 小时购气 年内将覆盖 60 万用户

现在，
手机也能买燃气啦！近日，
记者从市
燃气集团获悉，
“北京燃气”
手机APP软件日前

按照每年 20 万户左右的速率为 IC 卡表用户

96777 热线报修，使用“北京燃气”APP 后，

免费更换 CPU 表。

可实现即时报修。自采暖用户也可通过“北

“北京燃气”APP 包括卡表充值、自助抄

京燃气”APP 享受更大便利。相关负责人表

表、气费账单、燃气报修等九大功能。据市燃

示，过去在供暖季开始时，抄表员需要入户抄

气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使用 APP，普表用

表，等到供暖季结束时再次入户抄表，以核算

占全市用户的 93%。其中，普表用户有 170

户和 CPU 表用户均可实现 24 小时随时充

补贴。通过 APP 里的自助抄表功能，用户拍

余万户，CPU 表用户有 200 万左右，IC 卡表

值，但目前并非所有手机都能使用 APP 在线

照上传燃气表数据，供暖季结束时，所需补贴

用户有 150 万左右。以往，除普表可以实现

支付。普通抄表用户需绑定家庭数字编码便

自动存入 APP 账户，通过 NFC 功能手机即

宜、内涵丰富的传统运动方式，

手机在线支付外，IC 卡表和 CPU 表用户都

可充值，CPU 表因为是插卡式，需要用带有

可刷入燃气卡。

既是中国传统武术园地中的奇

只能去附近的银行购买燃气。随着手机

NFC 功能的手机，将磁卡贴到手机背面进行

葩，又是凝聚中国传统文化于

APP 的上线使用，370 余万户家庭可以省去

数据传输后，
才能实现 APP 购气。

一身的璀璨明珠。

跑银行排队缴费的烦恼。目前，市燃气集团

5 月 10 日，
长阳文化体育中

正式公测，
用户注册输入自家编码，
用手机刷一
下燃气卡，
就可足不出户，
24小时购燃气。
据统计，市燃气集团用户超过 560 万户，

心内人声鼎沸，
馆里聚集了各路
“太极大师”
，
长阳镇正在这里组
织社区太极拳展演活动。
太极拳作为一种老少皆

目前，
“ 北京燃气”APP 下载量已超过
1.3 万余次，计划年内覆盖至少 60 万用户。
整理/记者 尹晓朦

以 往 遇 到 故 障 ，大 部 分 用 户 都 是 拨 打

此次展演共有长阳半岛、加
州水郡、碧桂园等 12 个社区团
队，分别带来了陈氏小架、东岳
太极、禅拳、太极扇等多种太极
表演形式。他们穿着统一的太

房山法院基金业法庭“护航”北京基金小镇
优化资源配置 专业化、集约化审判 提升审判质效

极服饰，伴随着时而轻灵、时而
大气的音乐，
以刚柔并济的形式

5 月 11 日上午 10 点，房山法院基金业法

把太极拳的独特魅力体现得淋

庭在北京基金小镇正式揭牌成立。基金业法

漓尽致。我们还有幸请到了陈

庭隶属于该院长沟人民法庭，是房山法院继

式太极拳第十一代传人陈立州

成立旅游假日法庭之后，又设立的一个特色

老先生对大家的表演进行点

专业审判法庭。基金业法庭的设立旨在通过

评。体育馆内留下了他们健与

专业化、集约化审判方式，便捷、高效地化解

文/长阳镇宣传部

涉基金行业纠纷，发挥法治功能，健全完善投

美的身影。

资者保护体系，营造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为
北京基金小镇及其周边区域经济社会的科学
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非遗课堂进社区
居民学会做皮影

谈及设立基金业法庭的初衷及发展方
向，房山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邵明艳说：
“基金
业法庭的成立，既是针对基金类案件大幅增

行为，为北京基金小镇及周边经济社会发展

长、基金业司法需求的应对举措，也是在司法

提供全方位的司法保障。

为高效审理基金业纠纷案件，基金业法
庭针对北京基金小镇涉及案件的特点专门

据介绍，基金业法庭受理的案件范围包

设计了高效立案、多元化解、集约化审判、信

作课程在嘉州北区开课，
近30位

业化审判水平和提升审判质效的重要举措。

括入驻基金机构运营过程中的涉公司类、股

息化保障“四位一体”的“基金业案件审理工

居民参与其中，
领略非遗魅力。

未来，基金业法庭将建设成为基金乃至金融

权类、合伙类纠纷，基金机构与投资人之间的

作流程”，严格把控各流程节点，以科学管理

类案件的专业审判基地。”

居间、委托合同纠纷，基金机构与借款人之间

为抓手，提升审判质效。此外，法官在高效

5月5日，
非遗课堂之皮影制

课堂伊始，
王莹老师给居民

改革的背景下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专

作为房山法院专业化审判的重要组成部

的借款合同纠纷以及其他相关衍生诉讼。此

审理涉基金案件的同时，会主动加强对基金

“完整皮影人物的形体从头到脚通

分，基金业法庭抽调了资深法官中具有金融

外，基金小镇建设、招商、运营过程中，因机构

行业知识的学习，加大对涉基金金融纠纷的

常有头颅、胸、腹、双腿、双臂、双

知识背景及相关审判经验的人员，以专业化、

入驻、迁离等引起的纠纷以及其他与北京基

调研力度，无形中为专业化审判团队的成长

肘、双手，共计 11 个部件。”据介

集约化审判为核心，依法维护广大投资者和

金小镇和基金业相关的案件也在受理案件范

绍，
皮影的制作程序通常要经过选

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制裁金融违规和欺诈

围之内。

们普及了皮影的历史及基本知识：

“提速”
。
文/记者 尹晓朦

通讯员 赵艳艳

皮、
制皮、
画稿、
过稿、
镂刻、
敷彩、

房山方志馆开馆 可免费借阅哦

发汗熨平、
缀结合成等八道工序，
手工雕刻3000余刀，
是一个复杂
奇妙的过程。上色时主要使用红、
黄、
青、
绿、
黑等五种纯色。
随后老师将准备好的用具发
给大家，
并讲解如何制作。听着老
师的讲解，
居民们纷纷动起手来。
一时间活动室里一片安静，
只听见
画笔的嚓嚓声。在敷彩的过程中，
老师鼓励居民们发挥创作能力，
不
拘一格。大家一边创作自己的作
品，
一边交流制作心得，
其乐融融。
最后老师将大家的作品订缀
合成、
上杆，
一个个憨态可掬的猪八
戒和霸气外露的皇帝就展现在我

近日，本市第一家区级方志馆——房山

观深刻的感受。

方志馆正式开馆接待读者。

馆内藏书涵盖北京地域各类地方志书、

作为具有服务性、公众化特征的标志性

地方年鉴、地情文献、方志理论著作等，其中

文化基础设施，房山方志馆成为人们了解

重点收藏历代房山方志、地情资料、影像资

房山区历史和现状的窗口，是房山历史文

料、口述资料、图片资料及全国各地志书、年

化的“精神名片”。房山方志馆位于房山区

鉴等，形成专业化、特色化、系列化的馆藏结

文化活动中心四层，面积 470 平方米，以方

构。这些藏书进了房山方志馆，不仅可以被

志文化、地方特色为切入点，整体设计风格

齐整地整理、收藏在一起，更能方便地与市民

以历史厚重感贯穿整个展馆，分综合展示、

用传统的展板、实物等展品形式外，还采用

“见面”。房山方志馆免费向社会开放借阅，

开放阅览、学术交流、古籍典藏、读者服务 5

现代化展示方法：触摸式液晶显示器、电视

读者只需持有效身份证件，就可以走进借阅

个区域。布展本着实际需要和持续发展原

虚拟演播设备、电子沙盘等高科技多媒体

大厅借阅方志书。

则，以经济实用和现代便捷为前提，除了采

手段，以增加展览的动感，让人们得到更直

们的面前了。看着自己亲手制作
的皮影，
居民们都很激动，
原来自己

良乡凯旋大街施工需绕行

也是可以创造奇迹的。有些人迫
不及待地要回去和孙子孙女分享
自己的成果，
和他们一起做游戏。
这样的非遗进社区课堂受到了居
民们的广泛欢迎。
文/信息员 张萍

日前，记者从房山交通支队获悉，4 月 19 日至
5 月 28 日，良乡凯旋大街南关路口至阎周路的路
段正进行路树采伐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机
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进行路树砍伐，采取半幅施
工、半幅通行措施。房山交通支队提示司机朋友，
尽量绕行这一施工路段。
文/记者 尹晓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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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记者 尹晓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