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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北汽黑豹股权交割和债务重组签字仪式成功举行
本报文登10月14日讯 9月29

日上午，航空工业金城集团有限公
司与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在南
京举行北汽黑豹股权交割和债务
重组签字仪式。

航空工业金城集团规划发展
部严楠与文登国投董事长吕杰签
署了北汽黑豹股权交割协议、与北
汽黑豹总经理丛全新签署了债务
重组协议。

航空工业金城集团董事长李
晓义，副总经理王志君，总法律顾

问吴春鹞；文登区委副书记、区长
林恒，文登区工信局局长王建超，
文登区司法局局长于剑凤，文登区
会计局局长周海滨出席并见证了
签字仪式。

北汽黑豹曾是全国农用运输
车龙头企业，近年来受生产资质等
因素影响，企业发展陷入困境。为
推动黑豹汽车重振雄风，引领区域
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在上级领导
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文登区
委、区政府经过三年多不懈努力，

与航空工业金城集团密切沟通、反
复磋商，克服重重困难，突破层层
关隘，最终8月底北汽黑豹重组项
目获得中航工业集团整体批复，并
于8月28日成功在上海联交所挂
牌。

本次签约后，北汽黑豹成为文
登国投全资公司，标志着黑豹重组
工作取得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
进展，为下一步与新战略合作方加
快重组奠定了坚实基础。

（李聪）

听力遗传基因检测项目

(一)政策依据
《关于印发威海市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目录(2019

年)的通知》(威残联〔2019〕9号)。
(二)救助对象
1 . 0-50岁持证听力残疾人；
2 .听障儿童父母；
3 .新生儿听力筛查未通过。
(三)救助标准
每人一次性补助260元。
(四)办理流程
残疾人或其监护人向户口所在地镇、街、金山管委

残联提出申请，经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小组或评估机
构评估后，转介至威海市妇幼保健院。

(五)承办部门和联系电话
各镇、街、金山管委残联，区残联康复部电话：

6083037

文登区残疾人联合会

文登区人民法院集中宣判两起涉恶案件
本报文登10月14日讯 日

前，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分别
对毕执圆等5人恶势力犯罪集团
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案
件，蔡军勇等14人恶势力犯罪集
团敲诈勒索、寻衅滋事、强迫劳
动、强迫交易、诈骗案件进行公开
宣判。

一、毕执圆等5人恶势力犯罪
集团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敲诈勒
索一案

被告人毕执圆曾因故意伤害
等犯罪被判刑。2014年10月，毕执
圆出狱后即在社会上散布其有杀
人、坐牢经历等以彰显恶名、扬名
立威，同时开始拉拢、豢养刑满释
放人员被告人刘永奇、包伟等人，
形成了以毕执圆为首要分子，刘
永奇、包伟为重要成员的恶势力
犯罪集团。该集团于2015年至
2016年期间，在威海市文登城区
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实施聚众斗
殴、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违法犯
罪活动5起，严重破坏当地的社会
治安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文登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以
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
索罪判处毕执圆有期徒刑十二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对
刘永奇等4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
期徒刑十一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
的刑期，并处罚金。

二、蔡军勇等14人恶势力犯
罪集团敲诈勒索、寻衅滋事、强迫
劳动、强迫交易、诈骗一案

2010年5月，蔡军勇成立某养
殖社，纠集被告人王寿仁、蔡玉
君、王忠秋等人强霸传统捕鱼海
域，逐步形成了以蔡军勇为首要
分子，王寿仁、蔡玉君、王忠秋为
重要成员，蔡洪江、蔡华伟为成员
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以渔民破坏
养殖区设施、偷盗养殖牡蛎等为
借口甚至直接以进入养殖区为理
由，实施敲诈勒索、强迫劳动、寻
衅滋事、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活
动50余起，为非作恶，欺压百姓，
严重扰乱社会生活和经济生产秩
序，在威海市文登区、乳山市、荣
成市等地渔民中造成恶劣影响。
另，蔡军勇还实施诈骗犯罪2起。

文登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以
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强迫劳
动罪、强迫交易罪、诈骗罪判处蔡
军勇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一百七十五万元；对王寿

仁等13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
刑十二年至一年三个月不等的刑
期，并处罚金。

宣判当天，根据疫情防控常
态化要求，被取保候审的7名被告
人到庭参加庭审宣判，在押被告
人于看守所通过远程视频方式参
加此次庭审宣判。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媒体记者、司法机关工作人
员、被告人家属等现场旁听。齐鲁
晚报、文登大众、文登电视台等多
家新闻媒体参加，并通过“威海市
文登区人民法院”快手账号、中国
庭审公开网等进行现场直播，4万
多网友在线观看，为专项斗争深
入开展营造了强大舆论声势，对
黑恶势力犯罪起到了强大的震慑
作用。

自中央部署“六清”行动以
来，文登区人民法院在各级党委
的坚强领导和上级法院的监督指
导下，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紧
迫感，多措并举破解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高质量圆满完成涉黑涉
恶“案件清结”任务，奋力夺取疫
情防控和扫黑除恶“双胜利”，以
优异的成绩向人民汇报。

(刘博)

免费诊断服务 提升工业设计创新能力
本报文登10月14日讯 为满

足文登区工业企业的设计需求，
提升工业设计创新能力，日前，文
登区工信局邀请高校教授和权威
设计专家，围绕文登区工业设计
的薄弱环节，开展“望闻问切”提
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取得良好
的效果。

在活动中，威海市工信局杨
启玉副局长，文登区工信局局长
王建超及工作人员会同青岛品格
产品设计有限公司杨召坤总经

理、北京鸿锦天成设计有限公司
创始人晏海荣、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耿耀宏教授、威海屹东工
业设计有限公司毕泗琳总经理四
名行业专家，走进威海市力钰实
业有限公司、文登三峰轮胎有限
公司、威海博康特建材有限公司
三家企业，通过面对面交流、诊断
咨询相结合的方式，点对点为企
业开展设计咨询诊断及提供供需
对接等服务。专家就工业设计和
企业产品外观、产品开发和产品

的广告设计给予了专业的指导和
建议，三家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工业设计专家诊断咨询服务
进企业活动中提供的“金点子”深
受启发，受益匪浅。

下一步，文登区工信局将与
专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对专家
组诊断过程中收集的问题进行进
一步整理研究，指导企业理清思
路，引导文登区工业企业不断提
升工业设计创新能力。

(李聪 姜辉)

文登区残联开展“希望小屋添书香”残疾家庭关爱活动
本报文登10月14日讯 10月

11日，在2020年我国第七个扶贫
日即将到来之际，文登区残联联
合文登区手拉手公益服务中心开
展“希望小屋添书香”活动，组织
志愿者走访慰问16个贫困残疾家
庭孩子，为他们每人送去价值近
400元的书籍和学习用品，对他们
的生活和学习给予帮助和关怀。

志愿者们来到文登营镇于家
庵村，为身患残疾的孙永明一家
送来了孩子上学所需的书籍、足
球、书包等学习用品，并细心了解
了他们最近的生活、工作、健康及
孩子学习情况，为其出谋划策，协

助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

题，介绍指导残疾证办理的相关

政策和方法，鼓励他们积极向上、

自立自强。

家住葛家镇西谭家口村的小

学生小林患有先天性双腿股骨疾

病，自幼由爷爷奶奶抚养。小林自

幼酷爱学习，看到志愿者们送来

的书籍、书包等学习用品，小林非

常高兴，一边不停地翻看着志愿

者送来的书籍，一边激动地读着

书名，声音里透着惊喜与满足。接

过志愿者们给自己送来了心仪已
久的排球，小林喜不自胜，爱不释

手，现场就和志愿者玩起了排球
游戏。

关爱照亮心灵，希望开启幸
福。此次文登区残联发起的“希望
小屋添书香”活动，是在前期区团
委建设“希望小屋”儿童关爱项目
的基础上，针对其中残疾家庭的
孩子或自身残疾的孩子开展的一
项助学活动，旨在通过发动志愿
者走访关爱，为孩子们送书籍、学
习用品等文化用品，激励孩子们
热爱学习、永葆阳光心态，通过知
识不断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进
而改变自身的命运。

(王建芬)

天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开展学生体质检测工作
本报文登10月14日讯 为全面掌握辖区内学生生长发育

状况和健康动态，规范管理学生的健康档案，保障学生健康成
长，近日，天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精心组织公共卫生、内外、中
医、口腔、后勤等科室人员组成查体小分队走进校园对学生进
行体质检测工作。体检项目包括身高、体重、肺活量、视力、血
压、口腔、耳鼻喉、内科、外科等。

10月12日，查体小组来到文登区外国语学校对学生进行
了体质检测。查体现场，医务人员各司其职，细心地为每一名
学生进行体检，深入了解每位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认真做好
查体记录，并对学生体检情况进行认真的统计分析，对有异常
情况的学生进行有针对性地健康指导，提出合理的营养饮食
指导和身体锻炼指标要求，确保每个孩子健康“不掉队”。

体检结束后，医护人员们将根据所记录的体检信息对学
生进行卫生知识宣教，对超重、肥胖的学生进行饮食和健康方
式的指导，提出合理的营养和锻炼要求;对视力异常、龋齿情
况进行重点反馈并提出了指导意见。同时还为每一位参检学
生建立健康档案，家长也可以扫码直接查看体质检测报告。

开展学生体质检测工作，可以使学校和家长全面了解学
生的生长发育状况以及健康动态，引导、帮助学生建立良好、
健康的生活及学习习惯，不断提高学生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
健能力，做到有病治病、无病预防，为学生的身心健康筑起一
道坚固的防护墙。

(赵照)

2020年度农业专业(高、中级)、

交通工程(正高)等职称评审申报开始啦！
本报文登10月14日讯 根据省高评委通知要求及威海市

职称评审工作安排，2020年度农业专业(高、中级)、交通工程
(正高)、新闻专业(中级)、出版专业(高级)、律师(中级)、公证
员(中级)职称评审申报开始啦！

专业技术人员请及时通过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网站-“服务直通车”-“职称评审”栏目查看申报通知，并按要
求登录“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平台”填报，并按具体
通知要求进行材料报送，逾期不予受理。

时间安排：律师、公证员(中级)：10月15日前；交通工程
(正高)：10月15日-10月16日；新闻专业(中级)：10月22日前；
出版专业(高级)：10月22日-10月23日；农业专业(高、中级)：
10月30日前。

(刘新伟、孙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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