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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上海国际专业灯光音响展一触即发

2018全年过半，下
半年演艺设备行业最新
最热的技术、产品趋势
去哪看？10月10-13号，
上海国际专业灯光音响
展将以48,000平米展示
面积盛装回归，N1-N4
四大展馆，录音与制作、
娱乐视听与应用、舞台
器械与剧院技术三大专
区，包括安费诺、上展科

技、雷特灯光、三基、暴
风影音等7 0 0多个全球
品牌汇聚上海新国际博
览中心，前沿展品、专业
培训，演艺激情、一触即
发！

值得关注的是，作
为上海展精心打造的公
益培训课程板块，2018
上海展专业培训学院@
PLSS Academy课程涵

盖了包括灯光、扩声、录
音等多领域专业内容，
邀请业内技术实力一流
的名师大匠，针对不同
知识层次的一线技术从
业 者 进 行 面 对 面 的 讲
授，即学即用的满满技
术干货，座无虚席的务
实公益讲堂，值得扎根
行 业 的 从 业 者 锁 定 停
留。

乳山西苑学校开展“强素质 展风采”队列比赛

本报讯 (通讯员 姜
华 ) 为丰富学校的文体
生活，增强学生体质,加强
学生组织纪律性，培养集
体主义责任感和荣誉感，9
月14日，乳山西苑学校开
展队列比赛。通过这次历
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增
进了班级的团结，培养了
学生的组织纪律性，全校
学生精神面貌和班级管理
水平及精神凝聚力都再一
次上了一个新台阶。

威海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再次通报———

党纪政务处分20人，其中开除公职2人
本报威海9月17日讯(记

者 陶相银) 9月14日，威
海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
小组组织召开全市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第二次新闻发布
会，通报威海全市开展“山东
战役”集中统一行动情况，纪
委监委、法院、检察院、公安
等部门也分别通报了本系统
开展“四个一批”集中统一行
动有关情况。

威海市纪委监委在“四
个一批”集中统一行动中坚
决冲破“关系网”、打掉“保护
伞”。截至目前，全市共立案
21起，查实处结14起处理20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0人
(开除党籍12人，开除公职2

人，移交司法机关3人)；其
中，充当“保护伞”6起处理11
人。

按照省法院和市扫黑办
统一部署，威海中院对各区
市法院统一调度进入审判环
节的涉恶势力犯罪案件的审
理情况，指导各区市法院严
格依法办案，加快案件审理
进度。

高区法院审理的被告人
陈某等人涉恶势力犯罪一案
系2018年以来全市法院受理
的第一起涉恶势力犯罪案
件，9月12日上午该案进行了
公开宣判，依法以寻衅滋事
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分别判
处被告人陈某、宫某某有期

徒刑五年、三年六个月的刑
罚，并继续追缴违法所得
18 . 5万元。

在“四个一批”集中统一
行动中，检察机关严厉打击
各类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
债、欺行霸市等犯罪团伙，并
且依法快捕快诉。截至9月10
日，全市检察机关共受理公
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涉恶案
件30件75人，批准逮捕案件
24件55人，不批准逮捕案件2
件8人，正在审查逮捕案件4
件12人；受理公安机关移送
审查起诉涉恶案件18件84
人，提起公诉案件11件41人，
撤回起诉1人，正在审查起诉
案件7件42人。

全市公安机关向黑恶犯
罪发起凌厉攻势，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取得新突破、新战
果。今年以来，全市已累计侦
办涉黑案件1起、恶势力犯罪
集团案件16起、恶势力犯罪
团伙案件27起；侦办涉恶共
同犯罪案件19起，破获各类
刑事案件287起，查处涉案资
产5900多万元，25名涉黑涉
恶人员投案自首。特别是从8
月30日以来，全市公安机关
共查结黑恶案件线索11条，
又打掉恶势力犯罪集团3个、
恶势力团伙3个，破获各类涉
黑恶刑事案件81起，移送起
诉涉黑恶团伙案件9起，提请
批捕31人。

两件作品获“省长杯”

工业设计大赛金奖

本报威海9月17日讯(记者 高
洪超 通讯员 邱新彬) 近日，省
经信委公布第二届“省长杯”工业设
计大赛获奖名单，6件威海作品获
奖。其中，未来机器人“海洋探矿采
矿水下机器人”、金猴“新型作战靴”
获金奖(共设金奖10个)。

此次有威海工业企业、工业设
计机构、高等院校师生参赛，共有参
赛作品85件，涵盖产品组、概念组、
管理组3个组别10余个行业，对“省
长杯”工业设计大赛获奖作品，将按
获奖等次给予20万至30万元的资金
奖励。

高区第29届“长乐之秋”

文艺晚会“和美”举行

本报威海9月17日讯(通讯员
姜茂林) 9月15日晚，高区田和街道
第29届长乐之秋文艺晚会在此隆重
举行，国家一级演员江培松、侯兴莉
等多名来自威海民盟的文艺界骨干
协办并参与演出。

此次，江培松、侯兴莉等4人带
来的红色娘子军选段曾在全省比赛
中获得最高奖，具有很高艺术水准。
山大艺术学院讲师徐驰演唱的美声
歌曲《向往》，大气磅礴，传递了百姓
的声音。大光华学校音乐教师于水
暖改编并演奏的二胡曲目《赛马》，
演奏技法精湛，观众连连叫好。袁静
编导的舞蹈《映山红》，极富艺术感
染力。

本次晚会是民盟威海市委和美
社区服务站建立以来开展的规模最
大、档次最高的合作共建活动。民盟
和美社区服务站成立以来，开展书
画交流、法律讲座、健康知识讲座等
活动，以为盟员特长优势受到居民
欢迎。

威海国际机场

核心能力检查获96 . 08分

本报威海9月17日讯(见习记者
于佳霖) 9月12日至14日，海关总

署口岸核心能力复核督导组对威海
国际机场口岸核心能力建设提升情
况进行复核督导检查，威海国际机
场以96 . 08分的优异成绩通过复核。
这是继2013年首次通过原质检总局
口岸核心能力达标考核后，威海空
港口岸再次接受核心能力建设检
查。

近几年，威海空港口岸的各项
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2017年，机场
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了200万人次，
今年上半年，旅客吞吐量达到了
115 . 4万人次，同比增长28 . 5%。在业
务量 迅速增长的同时，威海国际
机场始终将口岸核心能力建设作为
一项重点工作任务，长抓不懈。

全国知名媒体名博网红荣成行圆满结束
文/图 本报见习记者 于佳霖

12日上午，改革开放40
周年暨荣成撤县建市30周年
全国知名媒体名博网红荣成
行新闻发布会在荣成举行，
人民网、新华网、光明日报等
50余家新闻媒体，以及百万
级粉丝以上网红名博大V、
抖音网红、快手等参加。会
后，“改革开放40周年暨荣成
撤县建市30周年全国知名媒
体名博网红荣成行”活动启
动。

本次活动为期3天，广
大媒体和名博大V分别走进
荣成市社会信用管理办公
室、荣成市海洋食品博览中
心、寻山爱伦海洋牧场展
馆、俚岛镇烟墩角社区、鸿
洋神集团、威海世代海洋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荣成
泰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海
芝宝、花村等荣成知名企事
业单位及展馆社区。从多方
面关注荣成发展，充分挖掘
荣成市在信用建设、经略海
洋、乡村振兴、旅游发展等
方面取得的成就，通过多彩
的镜头和生花的妙笔更好
地展示“自由呼吸·自在荣
成”城市形象。

以绿色发展、科技

创新向海洋要效益

为推动海洋牧场与休闲
渔业发展，荣成规划了北、
中、南三大海洋牧场和休闲
渔业板块，推行“龙头企业+
合作社+渔户”的模式，通过
规范海域使用管理，实现集
聚高效发展。特别是今年以
来，荣成着力打造的长青、西
霞口、成山鸿源3家龙头牧
场，示范引领全市海洋牧场
加速发展。同时，大力发掘渔
俗文化，推动海洋牧场与渔
家文化相对接。

围绕进军远洋，荣成实
现近海捕捞向远洋渔业拓
展，推动渔业企业“走出去”
和优势产能转移。到2017年
底，全市拥有农业部远洋渔
业资质企业19家，占山东省
的三分之二，专业远洋渔船
达317艘，占山东省的70%以
上。远洋作业区域遍布太平
洋、印度洋、大西洋。

依靠科技，山东荣成已
培植起海洋生物制品、海洋
生物新材料、海洋生物医药
三大产业集群，研制生产出
海洋食品、海洋保健品和海
洋生物药品的等高端产品，
成为国家级海洋功能食品加
工科技兴海示范基地、全国
海带加工示范基地和中国海
洋保健食品开发示范基地。

绘就乡村振兴的瑰

丽画卷

刚入9月，荣成市东楮

岛村的特色民宿就进入了
“抢订”模式。“现在‘食宿
型’渔家乐很受游客欢迎，
我们村很多村民把自家闲
置多年的海草房收拾出来，
改建成民宿，老房子变成了

‘摇钱树’。”“楮岛人家”海
草房特色民宿户主毕大姐
给游客办完入住手续后，笑
着说。

近几年，东楮岛村引导
扶持村民发展海草房民宿
旅游，聘请专业团队对闲置
海草房进行全面修缮，修旧
如旧，使渔民闲置院落重新
焕发生机。同时，建设了乡
村记忆馆、海草房古村落馆
等极具代表性的村域特色
旅游项目，以及休闲船钓、
赶海体验、海上采摘等休闲
海洋项目，带动乡村经济发
展。

位于寻山街道的赵家
村是一个特色鲜明的美丽

村庄，这里铺设了天然气
管 道 ，配 套 设 施 一 应 俱
全，全村实现了生活污水
统 一 收 集 、一 体 化 处 理 。
村 民 张 玉 兰 说 ：“ 家 里 做
饭不烧柴火了，厕所和城
市的一个样，哪儿都干干
净净的。”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
“魂”。走进全国文明村地
宝圈村的村委会院内，迎
面 可 以 就 看 到 善 行 义 举

“四德榜”，上面记录着一
件件好事：葛雪建积极参
与爱心捐款、李进堂经常
陪老人看戏曲节目、葛学
才热心调解邻里纠纷……
近些年，村里涌现出了各
类典型180人。用身边的典
型教育带动身边人，全村
形成了孝老爱亲、邻里和
睦的文明风尚。

这些村庄的发展，正是
荣成乡村振兴的缩影。

爱伦湾海洋牧场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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