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周少红）小餐桌折射大文明。近

期，我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止

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精神，多举措开展“坚

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宣传

教育，使节约为荣、拒绝浪费成为广大群众的自

发行为，让文明用餐、健康用餐成为共识。

午饭时间，在大厂数字经济总部商务区项

目部驻地餐厅，墙面上提倡文明、节俭用餐的提

示语传递着文明新风，营造了文明用餐氛围。

四种菜品一字排开，员工们陆续前来就餐，本着

拒绝浪费、少量多次的原则，大家适量取餐，用

实际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我们会根据当日的就餐人数定量制作当日

餐食。员工就餐时，会提醒他们少量多次取餐，

避免铺张浪费。”行政后勤人员孙丽丽告诉记者，

他们每天都动态监测用餐人数，科学适量备餐。

“公筷公勺、文明用餐”“节俭用餐、剩饭打

包”，在京福华总店，每个餐桌上都摆放着温馨

提示牌，提醒顾客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顾

客点餐过程中，服务员会主动提醒按人按量适

量点餐、减少浪费。“我们也会提醒顾客用餐时

使用公筷和公勺，用餐结束后将剩余的菜品打

包带走。”该店前厅经理李咏梅说，践行“光盘行

动”理念，既保持了原有服务质量，又倡导了节

约意识，实现文明就餐，很有意义。

餐桌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缩影，勤俭节约是

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采访中，很多

市民都表示，要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养成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掀起浪费可耻、节约为荣

的餐桌新风尚。

“光盘行动”渐成时尚

本报讯 （周少红）没有全民健康，就没

有全面小康。我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不断满足群众体育健身需求，全面推进

县城区公共文体服务设施提档升级，全力打

造“15 分钟健身圈”，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群

众幸福更有厚度。

在县城春华园智能运动公园，各式各样

的智能健身器材吸睛无数，居民们有氧运动、

科学健身；轮滑少年脚下生风、擦地飞驰，老

人们使用智能化健身器材，体能锻炼不输青

壮年，不同年龄层次的居民们各得其所、自得

其乐，好不惬意。“每天 7 点半出来遛弯，遛完

了就到这里健身，一天上午 3 个多小时，现在

大厂的空气好，到处都是公园，公园里都安装

了健身器，不用自己花钱上健身房锻炼去了，

这都是政府为咱老百姓办的好事。”县城居民

耿月波说。

在评剧团西侧的体育文化公园和北新街

口袋公园里，宝妈们带着孩子在儿童拓展区

休闲玩耍，这里的“海盗船”备受宝贝们的宠

爱，趣味秋千在空中飞来飞去，一个个可爱的

小精灵们在探险中收获无限快乐。“因为这些

设施比较适合于偏小一点的孩子玩，他们既

能从中得到快乐，而且还能锻炼身体，看着孩

子们每次玩得都不想走，我们真觉得挺好的，

而且安全措施做得很到位。”居民李洪静说。

最美的城市表情，就是群众的幸福笑

容。让城市高颜值有“面子”，还要让生活高

品质有“里子”。在全力打造更高标准的北京

城市副中心后花园过程中，县委、县政府以群

众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投入 950 多万元，

整体谋划、精心布局，以 1 个主题公园、1 个口

袋公园、2 个运动公园、1 个社区广场、4 个金

边银角为重点，融入自然、生态、运动、健康的

设计理念，因地制宜、见缝插针地打造全民健

身、智能棋苑、力量锻炼、球类训练、文化宣

传、地面健身游乐等区域，推动体育活动阵地

“遍地开花”，全力打造“15分钟健身圈”，引导

居民形成健康生活新方式，在改善健身环境

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城市品位和群众幸

福感。

“15分钟健身圈”让群众生活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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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县举行的2020年“万
人健身”千人徒步交流活动在陈府
镇骑行小镇激情“开走”。此次徒
步线路全程12公里，徒步爱好者们
精神抖擞，脸上洋溢着笑容，在宽
阔平坦畅通的公路上快乐健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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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们的节日——中秋”
文化慰问走进我县消防救援大队。
文艺爱好者们通过快板、舞蹈、乐器
演奏等丰富多彩的节目为消防战士
们送上了欢乐与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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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欣岩 记者郭志媛）丰收，是农

民最大的期盼。9月22日是第三个中国农民丰

收节，我县已陆续收获秋粮，处处瓜果飘香，全

年丰收在望。

葡萄满枝头，农民喜丰收。在杨勇采摘园

内，一棵棵葡萄树枝繁叶茂，一串串紫红的葡萄

挂满枝头，颗颗饱满，晶莹剔透，放眼望去，整个

采摘园一片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十分喜人。

自8月20日采摘季开始以来，杨勇采摘园的葡

萄获得不少游客青睐，三亩左右的种植面积，总

产量约为五六千斤，让采摘园园主王萍收获了

不错的经济效益。

“今年葡萄品种是户太八号，葡萄珠不大不

小很匀称，而且甜度高、汁水多，吃起来口感特

别好。采摘季的最佳时间是一个半月左右，双

节假期正好是采摘的好时节。”王萍说。

除了葡萄，王萍还种植了鲜桃和苹果。记者

跟随王萍来到她家另一处采摘园，只见一颗颗

色泽匀称、个大饱满的桃子簇拥在一起，在绿叶

的衬托下，淡淡的果香萦绕鼻尖，顿时让人垂涎

欲滴。

“这边是7亩多地，今年的总产量有3万斤

左右，产量挺喜人，心里特别高兴，这个果子在

9 月中旬就可以采摘了，成熟期之后会有商户

过来收购，周末还有好多游客过来采摘。”王萍

告诉记者，由于个头较大、味道甘甜、肉质细嫩，

桃子深受大众喜爱，一上市就供不应求。

秋风飒飒，硕果累累。眼下正是水果丰收

的好时节，在陈府镇东杨辛庄村，像王萍这样的

水果种植户还有很多家，在他们的精心栽培下，

各家采摘园果满盈枝、芳香四溢、连绵成景，到

处唱响着丰收欢歌，热情欢迎着八方游客，绘就

了一幅“有面子更有里子”的美丽乡村图景。

水果丰收季 果农生意旺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

眷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归侨、侨眷的身份，由其常住户

口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侨

务工作的机构根据本人申请审核认定。

与华侨、归侨有长期扶养关系的亲属申

请认定侨眷身份的，应当提供由公证机构出

具的扶养证明。

第三条 华侨、归侨去世后或者华侨身

份改变后，其国内眷属原依法认定的侨眷身

份不变。

依法与华侨、归侨及其子女解除婚姻关

系，或者与华侨、归侨解除扶养关系的，其原

依法认定的侨眷身份丧失。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重视和加强归侨、侨眷合法权益保护

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侨务工作的机

构应当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做好保护归侨、侨

眷合法权益的工作，并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

内归侨、侨眷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执行情

况的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各

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归侨、侨眷合法权益的

保护工作。

第五条 华侨要求回国定居的，按照国家

有关出入境管理的规定核发回国定居证明。

第六条 地方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回

国定居的华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安置。

第七条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以及

地方归国华侨联合会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

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

归侨、侨眷有权依法申请成立其他社会

团体，进行适合归侨、侨眷需要的合法的社

会活动。

归侨、侨眷社会团体的合法权益以及按

照章程进行的合法活动，受法律保护；其依

法拥有的财产，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

占、损害。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核拨给安置归侨

的农场、林场等企业的专项经费应当专款专

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挪用、截留或者私分。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对安置归侨的农场、

林场等企业给予扶持。

第九条 安置归侨的农场、林场等企业合

法使用的土地、山林、滩涂、水面等资源，企业

依法享有使用权，其拥有的生产资料、经营的

作物、生产的产品，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

占、损害；国家依法征收或者征用安置归侨的

农场、林场的土地的，依法给予补偿。

第十条 在安置归侨的农场、林场等企

业所在的地方设置的学校、医疗保健机构，

应当纳入地方人民政府的教育、卫生规划，

统一管理。

第十一条 国家依法维护归侨、侨眷的

社会保障权益。用人单位和归侨、侨眷应当

依法参加当地的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

费。参加社会保险的归侨、侨眷依法享受社

会保险待遇。

地方人民政府对生活确有困难的归侨、

侨眷，应当给予救济，并对其生产、就业给予

扶持；依法保障丧失劳动能力又无经济来源

的归侨、侨眷的基本生活。

第十二条 归侨、侨眷依法投资开发荒

山、荒地、滩涂，或者从事农业、林业、牧业、渔

业生产，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支持。

第十三条 归侨、侨眷在国内兴办公益

事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给予

支持，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归侨、侨眷境外亲友捐赠的物资用于国

内公益事业的，依法减征或者免征关税和进

口环节的增值税。

归侨、侨眷及其境外亲友在境内投资的

企业捐赠的财产用于公益事业的，依法享受

所得税优惠。

归侨、侨眷境外亲友向境内捐赠财产

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侨务工作的机构

可以协助办理有关入境手续，为捐赠人实施

捐赠项目提供帮助，并依法对捐赠财产的使

用与管理进行监督。

第十四条 国家依法保护归侨、侨眷在

国内私有房屋的所有权。归侨、侨眷对其私

有房屋，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

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第十五条 租赁归侨、侨眷的私有房

屋，须由出租人和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并

到房屋所在地的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

租赁合同终止时，承租人应当将房屋退还

出租人。

第十六条 依法拆迁归侨、侨眷私有房

屋的，拆迁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房屋拆迁管

理的规定给予货币补偿或者实行房屋产权

调换。按照政府规定的租金标准出租的归

侨、侨眷的私有房屋被拆迁的，补偿安置的

办法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规定。

第十七条 华侨子女回国就读实施义务

教育的学校，应当视同当地居民子女办理入

学手续；归侨学生、归侨子女和华侨在国内

的子女报考国家举办的非义务教育的学校，

教育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结

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给予照顾。

第十八条 侨汇是归侨、侨眷的合法收

入，其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侵占、延迟支付、强行借贷或者非法

冻结、没收。

第十九条 归侨、侨眷需要赴境外处分

财产或者接受遗产、遗赠、赠与的，有关部门

和我国驻外国的外交（领事）机构或者外交

部授权的其他驻外机构，可以根据归侨、侨

眷的请求提供必要的协助。

第二十条 归侨、侨眷的通信自由和通

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非法开拆、隐匿、毁弃或者盗窃归侨、侨眷的

邮件。归侨、侨眷的给据邮件丢失、损毁、内

件短少的，邮政部门应当依法赔偿。

第二十一条 归侨、侨眷申请出境的，有

关主管部门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依法办理

手续。

归侨、侨眷因境外直系亲属病危、死亡

或者处理境外财产等特殊情况急需出境的，

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有效

证明优先办理。

第二十二条 归侨、侨眷按照国家有关

探亲规定享受出境探亲待遇。

第二十三条 按照国家规定退休（离

休）的归侨、侨眷获准出境定居的，按照国

家规定享受的退休（离休）待遇不变。其养

老金可以委托他人领取，但需每年向原工

作单位或者负责支付养老金的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提供由我国驻其所在国的外交（领

事）机构或者所在国公证机构出具的本人

生存证明文件。

归侨、侨眷退休（离休）后出境定居又回

国就医的，按照当地有关规定享受相应的医

疗待遇。

不符合国家规定退休条件的归侨、侨眷

职工获准出境定居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

理辞职、解聘、终止劳动关系手续，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享受一次性离职费及相关待遇，已

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由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一次

性结清应归属其本人的费用，并终止其基本

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关系。

归侨、侨眷获准出境定居，出境前依法

参加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社会保险的，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

第二十四条 归侨、侨眷在获得前往国

家（地区）的入境签证前，所在工作单位或者

学校不得因其申请出境而对其免职、辞退、

解除劳动关系、停发工资或者责令退学，并

且不得收取保证金、抵押金。

归侨、侨眷按照国家有关探亲规定获准

出境探亲的，在批准的假期内，其工作、租住

的公房应当保留。

第二十五条 归侨、侨眷出境探亲或者

定居的，按照规定可以兑换外汇；出境定居

的，其领取的社会保险金、住房公积金可以

按照规定兑换外汇汇出或者携带出境。

第二十六条 我国驻外国的外交（领事）

机构根据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

者国际惯例，保护归侨、侨眷在境外的合法

权益。

归侨、侨眷在境外有养老金、抚恤金等

需要领取的，我国驻外国的外交（领事）机构

可以根据其请求提供必要的协助。

第二十七条 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受

到侵害的，有权要求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处

理，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对有经济困难的

归侨、侨眷，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法为

其提供法律援助。各级归国华侨联合会应

当给予支持和帮助。

第二十八条 经办侨务专项经费的机

构、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挪用、截留、私分

侨务专项经费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

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被挪用、截留、私分的侨务专项经费，由

其主管部门责令追回。

第二十九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

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致使归侨、侨眷合法

权益受到损害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

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04年7月1日起

施行。1993年7月19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

同时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
2004年6月4日国务院第53次常务会议通过，2004年6月23日国务院第410号令公布，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