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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毕业业生生每每年年2200万万捐捐助助贫贫困困校校友友
开设“卓峰班”，今秋学期招生，班内学生免收全部学杂费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刘洁
通讯员 李玉强) 日前，毕业

于荣成二中的王卓峰回到母校，
洽谈“微尘·卓锋”基金捐资创建

“卓锋班”相关事宜。王卓峰将每
年捐出20万，在荣成二中设立“卓
峰班”，资助品学兼优且家庭困难
的校友。“卓峰班”于今年秋季新

学期开始招生，学生免收学费、住
宿费等。

据介绍，王卓峰现任青岛通
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由他
发起的“微尘·即墨卓锋基金”管
委会每年向荣成二中“卓峰班”提
供20万元的爱心基金。2010年，青
岛通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近

2亿为荣成二中建设新校，改善了
荣成二中的教育教学环境设施。
王卓峰一直想向省内外拓展公益
事业，于是提出了每年投资20万，
在荣成创建“卓峰班”的想法。

经过多次讨论，最终确定荣
成二中“卓锋班”将于2015年秋季
从高一新生入校时设置，暂时确

定在石岛地区招生，面向全体初
中毕业生，要求家庭贫困，并且品
学兼优，名额为40。入校后，“微
尘·卓锋”基金将为其免除所有的
学费、杂费，直至高中毕业，高考
考取清华北大后，还将发放高考
奖学金。

荣成二中校长武华锋表示，

一定要管理和使用好这部分资
金，让更多石岛优秀的贫困学子
享受到优质教育。武华峰说，设置

“卓锋班”的目的是激励名优生发
愤进取，解决品学兼优的贫困学
生的上学难题。受益学生享受到
社会恩泽的同时要心怀感恩之
心，学会回馈社会。

高区乳山牟平

环境执法联动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陈乃
彰 通讯员 李润) 日前，按照

“联合治污、团结治污”的原则，烟
台市牟平区环境保护局、乳山市
环境保护局以及威海市环境保护
局高区分局在牟平区环境保护局
共同签订了《烟台、威海行政区域
边界地区环境执法联动协议书》。

《协议书》的签订，旨在深化
行政区域边界地区环境执法交流
合作，构建环境执法联动工作机
制，妥善解决边界环境污染纠纷。
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三区将围
绕共防共制、信息共享、联合执
法、联合监测等方面加强边界地
区环境执法联动工作。

据了解，三区将成立行政边
界地区执法联动工作领导小组，
通过联席会议、案件移交等形式
建立边界地区环境执法信息交流
平台，对边界地区的突出环境问
题开展追踪溯源和交叉互查，共
同完善边界地区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防、处置，并建立健全边界地区
环境监测网络。

国粹沐童心
为让学生更好地体验国粹魅力，传承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威海

市古寨小学、古寨中学大力倡导京剧进校园。学校聘请退休的京剧
老师定期到校进行指导，使京剧在校园中真正“流行”起来。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首期创业咨询师

培训班举办

本报 4月 23日讯 (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孙志威 ) 2 0
日，2015年威海市创业咨询师培
训班开班，这是威海首次举办面
向创业服务人员的专项培训，
100多名学员报名参加。

此次培训班由威海市人社
局和省城镇劳动就业训练中心
联合举办，培训以创业咨询师国
家三级职业资格的相关知识为
主要讲授内容，历时5天，讲授创
业咨询师理论和技能知识。培训
期满后，学员将统一参加国家职
业资格鉴定考试，合格者获得

“创业咨询师”(三级)国家职业
资格证书。

据悉，此次培训班的培训对
象主要为，全市乡镇(街道)以上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从业人员、乡
镇(街道)人社所就业服务工作
人员、创业型街道(社区)从事创
建工作的人员、创业孵化基地
(园区)管理人员以及高校从事
创业指导服务的工作人员等。通
过创业咨询师培训，威海市将提
升创业服务专业化水平，对推进
公共就业服务一体化，推动创业
服务职能下沉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刘
洁 通讯员 于向华 艾江
月) 近日，文登法院顺利审结
首起公安行政登记案件，当事
人价值 20余万元的车辆得以
追回。

2015年1月22日，原告宋
某诉至文登法院，要求确认威
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交通警察
大队办理的鲁K6N3**号机动
车转移登记违法。宋某诉称，其
于2010年11月12日购买丰田
轿车一辆，同年12月27日办理
车辆注册登记，登记号牌为鲁
K6N3**。2013年宋某将该车
借给客户使用，因该客户与马
某有纠纷，后被马某扣留。宋某

讨要未果。2014年12月，宋某
得知该车已于2014年7月8日
被转移登记在潍坊武某名下。

收案后，文登法院行政庭
通过审查交警的答辩及提交的
证据材料，发现本案可能涉嫌
犯罪，遂将案件相关材料移送
公安机关。在得知涉案车辆系
原告父亲为其购买的嫁妆，原
告希望追回车辆的情况下，行
政庭与公安机关积极沟通，建
议公安机关在能够确认该案涉
嫌犯罪的基础上，尽量追回。

2015年4月15日，在文登
法院行政庭与公安机关的全力
配合下，原告宋某被骗三年的
车辆终于被追回。

文登审结首起公安行政登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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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刘
洁) 23日，记者从威海市海洋与
渔业局获悉，2015年，市海洋环
境监测中心在全市范围内增加
了初村北海等6处沙滩作为重点
沙滩监控区，实施沙滩断面、沉
积物粒度等五项指标监测，推进
全市砂质岸滩修复与保护。

据悉，海洋工程建设造成
部分砂质海岸侵蚀和冲淤，对
滨海旅游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为全面掌握全市砂质岸滩侵蚀
现状，推进砂质岸滩修复与保
护，2 0 1 5 年市海洋与渔业局
2015年增加初村北海、国际海
水浴场、金海滩、那香海浴场、

荣成滨海浴场和文登金海滩 6
处沙滩作为常规监测区，对区
域内冲淤状况和演变趋势、水
动力条件等进行跟踪调查监
测，主要内容包括沙滩周边海
洋工程、沙滩断面、沉积物粒
度、海洋水文和沙滩垃圾监测。
根据方案，每个监测区域划分4

个岸段，布设3个基准点、13至
20个工作点。至此，全市接受常
规“监控”的沙滩达到9处。

除该9处沙滩监测区外，对
全市其它沙滩岸段，中心将以
遥感监测为主，辅以现场监视
监测，通过历年遥感影像对比
分析海岸线变化情况。

威威海海新新增增66处处沙沙滩滩常常规规监监测测区区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程士荣 王凯 )

为帮助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23
日，环翠区残联将对278名疑似
白内障患者进行白内障免费手
术术前筛查，符合条件的将免费

接受手术。
今年以来，环翠区残联开展

民生工程———“威高光明行动”
白内障免费手术活动，3至4月份
积极组织疑似白内障患者到所
在镇、街道报名。截止到 4月 23

日，全区共接受报名 278人。23
日，术前筛查工作在威海市立医
院进行，全区百名老人进行了初
步筛查，筛查符合条件者近期将
在威海市立医院进行手术。其他
报名患者将根据安排陆续进行

筛查。
据悉，“威高光明行动”白内

障复明工程从2004年就开始进
行，在帮助贫困家庭白内障患者
重见光明的同时，大大减轻了他
们的经济负担。“这个手术如果

正常收费的话，需要两千多块，
但是我们这个复明工程，不收他
们一分钱。”环翠区残联工作人
员介绍，该项复明工程每年一
次，11年来，环翠区共有两千余
名老人免费重见光明。

环环翠翠区区227788白白内内障障患患者者进进行行术术前前筛筛查查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刘
洁 通讯员 刘斌 房大伟 )

记者从文登区教育局获悉，
2015年春季“一免两补”补助
金 已 经 开 始 发 放 ，总 金 额 为
49 . 8万余元，2066名城乡家庭
贫困学生从中受益。

日前，文登区三里河小学
举行了“一免两补”贫困生补助
发放仪式，学校共向58名困难
学生发放了2470元补助金，文
登二中也向学生们发放了3万
多元补助金。

“一免两补”是对义务教育
阶段城乡家庭困难学生实行免
课本费、补助走读生乘坐班车
费及寄宿生生活费的一种教育

保障政策。自 2 0 0 5 年实施以
来，为了加大对城乡家庭困难
学生的补助力度，文登两次提
高 寄 宿 生 生 活 费 补 助 标 准 。
2011年11月，补助金额由每人
每年 7 5 0 元提升至 1 0 0 0 元；
2012年 6月，补助金额由每人
每年1000元提升至1250元。截
至目前，已累计发放“一免两
补”资金1000多万元，惠及近2
万名贫困生。

文登区教育局采取严格的
筛选程序，每年组织教师对学
生家庭经济状况进行认真调
查，严格选定资助对象，并在接
受补助学生的学校和家庭所在
地进行公示。

文登两千余贫困生受益“一免两补”

电力E行

最权威交费方式

“电力E行”手机客户端是国
网公司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电
子化服务平台，通过360或91手
机助手均可下载 (搜索“电力E
行”)，完成安装后手机显示“电力
E行”图标。首次应用需要注册并
绑定户号，提供电费账单查询、阶
梯用电查询、充值交费等多项服
务。

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王飞

本报讯 日前，乳山市供电
公司市中供电所电工石忠勇来到
向阳社区徐大娘家中，义务帮助
检查室内低压线路。为积极宣传
电费电价政策、引导客户关注公
司微信平台，乳山市供电公司组
织多名志愿者，大力开展供电服
务进社区活动。

通讯员 于京洲 焉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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