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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热线>>>文登时讯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昆嵛红色基因传承基金会成立大会暨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纪念馆开馆仪式举行
本报文登8月5日讯 (记者

李伟) 8月1日，文登区昆嵛红色
基因传承基金会成立大会暨山东
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纪念馆开
馆仪式在葛家镇东崔家口村举
行。威海民族复兴研究会会长曲
赓，文登区领导张宏璞、林恒、毕
庶杰、刘军、王丽珍，来自河南省
太康县游庄村的理琪亲属代表出
席活动。文登区委书记张宏璞致
辞，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军主
持，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邢运波、理琪亲属代表游
文杰分别致辞。

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
特委在天福山组织发动抗日武装
起义，创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
军第三军，理琪任中共胶东特委
书记、“三军”司令员、军政委员会
主席。1938年2月12日，理琪率领

“三军”来到东崔家口村，从这里

出发攻打牟平城，摧毁了刚刚建
立的日伪政权。后来在牟平雷神
庙遭日军包围，双方展开激战，理
琪因伤重壮烈牺牲，被安葬在东
崔家口村东的山坡上，1945年秋
移葬到栖霞英灵山胶东革命烈士
陵园。因此，东崔家口村在山东人
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军史上，
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张宏璞在致辞中说，今天是
八一建军节，我们在这里举行山
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纪念馆
开馆和昆嵛红色基因传承基金会
成立仪式，就是落实“红色基因就
是要传承”的指示精神，就是践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具体行动。
从去年开始，区委、区政府启动了
115处红色印迹的抢救保护利用
工作，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
军纪念馆就是其中一处。在红色
印迹抢救保护利用过程中，文登

天润、力钰、海泰、宏安4家企业主
动承担社会责任，共同出资1000
万元成立昆嵛红色基因传承基金
会，用于红色印迹的保护、运行和
修缮。对“三军”纪念馆的建设，镇
村党组织、党员干部群众都给予
了大力支持，彰显了文登良好的
革命基础和群众基础。我们挖掘
保护红色印迹，目的是为了弘扬
优良革命传统，激励全区各级党
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提振精气
神，全面争一流，跑好我们这代人
的接力棒，在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上展现出应有
的责任与担当。

邢运波代表基金会发起单位
发言，他说，作为本土企业，我们
有责任有义务发挥资本优势，为
发展文登各项事业，为成为一个
好的企业公民尽心尽力。这次基
金会的成立，得到了区委、区政府

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我们深
感责任重大、使命在肩，一定会发
挥好基金会作用，为红色印迹保
护利用工作贡献一份力量。相信
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级党
员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文登
红色基因传承工作一定会迈上新
台阶，创造新佳绩。

游文杰在发言中说，非常感
谢文登区多年来对理琪家乡的关
心和支持，看到基金会的成立和
纪念馆的开馆，作为理琪的家人，
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一定
继承和发扬理琪的革命精神和崇
高风范，讲好红色故事，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担当作为，把革命
先辈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伟大
事业奋力推向前。

为充分挖掘文登红色资源，
传承红色基因，文登天润工业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市力钰实

业有限公司、海泰和信集团有限
公司、宏安集团有限公司等四家
企业捐赠1000万元，与区基地办
共同成立昆嵛红色基因传承基金
会，主要用于对红色文化资源抢
救保护、红色文化研究等工作。

活动现场，林恒向基金会理
事长滕卫兵颁发了《基金会登记
证书》。曲赓、张宏璞、林恒、邢运
波共同为基金会和“三军”纪念馆
揭彩，与会人员共同参观了山东
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纪念馆。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
纪念馆位于葛家镇东崔家口村，
包含“三军”军史馆、理琪事迹展
馆、“三军”英雄馆、巾帼英烈展馆
4个专题馆以及理琪和吕志恒人
物起居室、“三军”司令部等场景
复原，全面展现了山东人民抗日
救国军第三军的发展历程和有关
人物事迹。

创新速审模式，打造维权“快车道”
本报文登8月5日讯(通讯员 邵艳

艳) 近日，首起适用拖欠农民工工资
速裁程序案件在文登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圆满化解。

7月21日，文登区劳动人事争议收
到5名农民工提交的申请书，要求公司
支付2 0 1 9年6月至2 0 2 0年7月工资
52150元。在了解相关情况后，仲裁院
立即启动“拖欠农民工工资速裁庭”护
薪绿色通道，迅速立案并于次日到公
司向双方当事人送达受理通知书、出
庭通知等法律文书。

7月29日庭审当日，仲裁员向用人
单位负责人认真解读《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条例》等法律法规及裁决后果，
使企业负责人认识到拖欠农民工工资
的严重性，同时引导农民工正确对待
疫情期间工资问题，经反复调解，双方
在仲裁庭握手言和，该案圆满化解，农
民工高兴地对仲裁员说：“原来寻思几
个月解决的事，仲裁院8天就圆满化
解，真是太感谢了！”。

为贯彻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条例》，快速妥善处理拖欠农民工工
资案件，3月27日文登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设立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速裁
庭，快速处理农民工工资案件，实行院
长责任制。利用司法局在人社局设立

的劳动争议法律援助工作站坐班律
师，向农民工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
等业务，充分发挥调解基础性作用，柔
性化解农民工争议案件。

速裁庭成立后，文登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畅通受理渠道，对拖欠农
民工工资案件全程优先处理，立案即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后续仲裁程序，打
通农民工维权“最后一公里”。真正发
挥了仲裁高效、便民优势，实现案件

“快立、快审、快结”，极大地维护了劳
动者合法权益，又降低了用人单位损
失，为文登区优化营商环境起到了积
极作用。

心系扶贫 信息脱贫
本报文登8月5日讯(记者 李聪

通讯员 范九国) 2020年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之年，是全省重点工作攻
坚年、脱贫攻坚全面收官年，为做好
2020年度信息化扶贫工作，确保阶段
性任务及全年任务圆满完成。7月29
日，文登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按照上级
扶贫部门行业专项扶贫工作要求，在
文登区委党校举办了全区52个省扶贫
工作重点村信息员培训班。

为切实丰富培训内容，文登区工

业和信息化局聘请了具有多年培训实
践经验、理论知识功底丰厚的专业老
师范劼先生授课，并统一印发了培训
教材。

此次培训为信息员系统讲授了农
村电商信息化知识、科技信息化知识、
互联网信息化知识。为强化培训效果，
还开展了教师与学员的教学互动。

参加培训人员纷纷表示，这次培
训，授课内容生动、丰富、实用，非常贴
近农村实际，开阔了信息员的知识面，

对怎样利用信息化平台做好农村电
商，服务群众，为群众脱贫致富提供了
新的途径。

文登区工信局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今年是脱贫攻坚、决胜小康的收官
年，下步，文登区工信局将围绕自身职
能，着眼信息化扶贫工作需要，不定期
邀请有关方面专家来文登讲授农村电
商等相关知识，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
为全区扶贫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

学习互联网建设，我们是认真的！
本报文登8月5日讯 (记者

李聪) 为加快推进文登区工业

互联网建设工作，7月27日，文登

区工信局、科技局会同威海职业

学院专家教授一行6人到烟台学

习工业互联网先进经验及做法，

并与威海职业学院进行对接交

流，探讨工业互联网建设相关合

作事宜。

考察组一行先后参观了烟台

5G+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及烟台

智能制造产业园。在5G+工业互

联网创新中心，参观了5G数字化

场景应用，中心工作人员现场操

作系统，模拟了设备互联、上云等

数字化管理解决方案，重点介绍

了蜂巢工厂——— 国内首个面向行

业级的数字化工厂集成解决方

案，可以帮助企业实现从客户管

理、订单追溯、工艺图纸、计划管

理、生产制造、品质控制、设备管

理、采购仓储、售后服务及远程运

维，全业务流程、全生产要素、全

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在烟

台智能制造产业园，园区总经理

林学明为考察组一行介绍了他们

自己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鸿盟

工业互联网平台，围绕Hi-paas数
据平台，打造资源管理中心、风险

管理中心、诚信管理中心、行业案

例中心、仓储管理中心、数据处理
中心等，全方位为企业提供数据
支持。

目前，烟台智能制造产业园
(烟台海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
威海职业学院达成了合作意向，
正在联合打造威海职业学院工业
互联网平台，成立威海工业互联
网产业联盟，计划建设包括工业
互联网展厅、物联网人才培训基
地、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发、工业物

联网研究中心、科技创新创业孵
化、工业互联网公共实训基地等
全方位的工业互联网综合平台。

文登区工信局与威海职业学
院相关专家进行了交流，将结合
文登区工业企业实际，利用好威
职工业互联网综合平台，组织企
业进行学习培训和实践，加强合
作，提高文登区工业互联网水平，
推动文登区工业互联网建设高水
平快速推进。

残疾人证办理须知

(一)办理范围
凡具有文登区常住户口、符合国务院

批准的《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标准》
的申请人，由本人或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
均可办理。

(二)办理程序
申请人需持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到文

登区人民医院南院区(原市立医院)门诊楼
一楼残疾人证件办理窗口如实填写《中华
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申请表》、《中华人民
共和国残疾人证评定表》。申请智力、精神
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须同
时提供法定监护人的证明材料。(注：1、为
更好的协助残疾鉴定，肢体方面携带病历；
精神方面需持一年以上的住院病历；智力
方面在村委开具证明并加盖公章。2、目前
听力残疾评定仅每周三可办理)。

七个工作日之后，申请人或家属可凭
申请人本人的身份证到残疾人证件办理窗
口领取残疾人证。办理残疾人证不向申请
人收取任何费用，有效期为十年。

小提示：2010年办理的残疾人证请在
本年度内到办证窗口申请换证，换证不需
要重评，仅需提供旧证及一张2寸彩色照片
即可，若需更换类别或升级，请参照新办证
程序。残疾人证过期不换证，将会影响其本
人享受的相关待遇。

文登区残疾人办证窗口
电话：880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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