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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两级法院进一步推进司法公开

网网上上预预约约立立案案庭庭审审直直播播点点播播
日照法院司法公开工作

现场推进会 6 日召开。会上提
出了通过门户网站，逐步实
现网上预约立案、庭审直播
点播、在线案件进度查询、网
上信访以及在线互动交流，
推进执行信息公开以及建设
拍卖大厅等做法。进一步推
进了司法公开的进度。

本报 12 月 8 日讯(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刘斌) 6 日
上午，日照市法院司法公开工
作现场推进会在岚山区人民法
院召开，研究部署深入推进司
法公开，加快“阳光法院”建设。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程乐
群说：“目前两级法院的硬件设
施基本具备，当前需要做的就
是要主动公开，善于公开。”

通过门户网站

实现网上预约立案

据了解，会上要求，两级法
院要开通门户网站，逐步实现
网上预约立案、庭审直播点播、
在线案件进度查询、网上信访
以及在线互动交流，有效整合
电子卷宗、案件流程短信同步
告知系统和裁判文书等资源，
积极推进审务公开、案件流程
信息公开和裁判文书公开。

“视频直播后，不论是法
官还是案件当事人的诉讼行
为都将公之于众，接受社会监

督。”程乐群说。
会上还要求，两级法院要

通过官方微博和门户网站，随
时发布或推送法院工作动态、
重大案件的审判信息，公布诉
讼指南、直播庭审和最新的法
律法规。

另外，两级法院要按照
《裁判文书上网公布管理办
法》，明确裁判文书上网的公
开范围、审核把关职责、上网
流程、上网格式要求、技术处
理规范等内容，促进裁判文书
依法规范上网公布。

据了解，日照市中级人民
法院近期将在互联网上公布
30 个生效裁判文书，各基层法
院也将逐步选择有典型意义
的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公布。

推进执行信息公开

承办法官判后答疑

据了解，推进会上还提
出，两级法院将完善信息查询
系统，把案件执行进度和执行

措施采取情况随时告知当事
人。开展“见证执行”活动，对
一些执行难度大的案件，邀请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媒体记者和当事人的亲属
全程参与具体案件的执行、重
大财产的处置。

另外，出台判后答疑制
度，在立案大厅设置判后答疑
窗口，对当事人有疑问的案
件，组织案件承办人进行判后
答疑，做好服判息诉工作。

建设拍卖大厅

探索实行网上拍卖

推进会还提到，根据两级
法院的司法公开实施方案，法
院将完善设立院长信箱、网上
案件举报等措施，在司法公开
触摸查询系统和门户网站设
置评价功能，让当事人随时对
法官的服务态度或案件质效
作出评价。

另外，建设拍卖大厅，提
高拍卖工作的信息化水平，逐
步实现“拍卖信息网上发布、
竞买报名网上进行、拍卖机构
随机选定、电子竞价网上开
展”的目标。

本报 12 月 8 日讯 (通讯员
王伟 纪德兴 ) 莒县公路

局近日积极开展冬季公路加
水点专项整治活动，消除因道
路结冰带来的交通安全隐患，
确保冬季公路安全畅通。

莒县公路局路政人员主
动为公路沿线群众详细讲解

《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山东公路路政条例》等法
律、法规。并通过一些典型事

例来说明沿路加水的危害，使
沿线群众做到懂法、守法。

该局各路政中队还加强
所辖路段的巡查力度，对仍存
侥幸心理的非法加水经营户，
及时下达限期整改通知，并做
好调查取证。

该局路政科还组织各路
政中队集中对个别不听劝阻
非法加水经营户进行治理，做
到教育与处罚结合。

莒县公路局
全面清理非法加水站点

本报 12 月 8 日讯 (通讯员
王超 ) 今年以来，五莲县供

电公司深入服务全县农村客户，
通过实施安全示范建设、居民用
电关怀、电费温馨提示、亲情化
服务等举措，使供电服务更加方
便、快捷。

一是实施安全示范建设。
开展“农村安全用电三下乡”活
动，加大农村用电安全宣传力
度，提高用户剩余电流动作保
护装置安装率和投运率，提升
农村地区安全用电水平。二是

实施居民用电关怀服务。主动
发放便民服务联系卡，受理安
排客户预约服务。每季度走访
包保村庄，帮助客户解决用电
难题。三是实施电费温馨提示
服务。通过电话、短信、现场小
贴示等多种方式为客户提供电
费温馨提示。四是实施亲情化
服务。建立农村在外务工人员
服务档案，每年中秋节、春节等
重要节日前开展节日返乡送温
暖服务，确保节日期间送上“暖
心电”。

五莲供电多元化服务
打造“美丽乡村、和谐电力”

国际海洋城引进一项目技术达国际先进水平

明明年年投投产产，，年年加加工工 3333000000 吨吨磷磷虾虾
本报 12 月 8 日讯(记者

化玉军) 12 月 7 日，由国家海
洋局、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中国
海洋大学等部门和院校组成的
专家鉴定委员会，对日照一公
司提报的“脱脂南极磷虾粉的
深加工技术”进行了审核。专家
们仔细查阅了项目技术资料，
听取了项目主要完成人员的研
究情况汇报，并提出了项目相
关的一些问题。最后专家们经
过讨论，宣布“脱脂南极磷虾粉
的深加工技术”达国际先进水
平。

据了解，南极磷虾是一种
长期生活在 0℃ 以下无污染南
极海域，资源储量大，据估算其

生物量可达 10 亿— 20 亿吨，
是海洋渔业捕捞最具潜力的一
类重要渔业资源。

南极磷虾营养价值也很
高。磷虾肉的蛋白质含量为
65% ，与大黄鱼、带鱼差不多；
它含人体所必需的全部氨基
酸，尤其是赖氨酸的含量非常
丰富，占蛋白质含量的 9 . 73%。

目前，我国对南极磷虾的
研究和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
对南极磷虾的加工以油脂提取
为主，而脱脂虾粉则被当作动
物饲料廉价处理，造成了资源
的浪费。

日照海大博远海洋生物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的 研 发 人 员 从

2011 年开始，经过近两年的研
究，推出自主研发的“脱脂南极
磷虾粉的深加工技术”，以脱脂
南极磷虾粉为原料，对其进行
深加工，大大提高了南极磷虾
的产业附加值。这项技术对推
动国家海洋生物制品的产业升
级、规模化生产以及实现蓝色
经济飞速跨越意义重大。

日照海大博远产业园是日
照国际海洋城引进的亮点项
目、示范工程。该公司目前正在
进行设备安装，预计将在 2014

年 4 月份投入生产，预计年加
工 33000 吨鲜磷虾，年产 300

吨南极磷虾油和 3000 吨南极
磷虾蛋白肽。

 12 月 6 日，岚山法院通过
LED 屏幕直播一起职务犯罪案
件。 本报记者 王裕奎 摄

今天有阵雨，还有大风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
持懂事，家里给我起这个名字
就是希望我能懂事点。昨天的
雾可真大啊，站在楼上都看不
到路面，本来周末还想出去玩
的，结果也泡汤了。

气象台的阿姨告诉我，预
计本周日照市有一次降水过
程，为阵雨，出现在周一凌晨。
本周有三次冷空气活动，出现
在周一、周三和周五前后，其中
周一冷空气较强，并伴随降温
大风天气，周三、周五冷空气较
弱。

父母寄语：事儿爸和事儿
妈希望懂事儿健康快乐的长
大，我们会一直守护你！

市区逐日预报如下：
周一(9 日)：阴有阵雨转多

云，偏北风 4 ～ 5 级，3 ～ 7℃
周二(10 日)：晴到多云，偏

西风 4 级，-1 ～ 7℃
周三(11 日)：多云转晴，西

北风 4 ～ 5 级转西南风 3 ～ 4

级，-1 ～ 6℃
周四(12 日)：晴到多云，南

风转北风 3 ～ 4 级，0 ～ 7℃
周五(13 日)：晴到多云，偏

北风 3 ～ 4 级，0 ～ 6℃
周六(14 日)：晴到多云，北

风转南风 3 ～ 4 级，-2 ～ 7℃
周日(15 日)：晴转多云，偏

南风 3 ～ 4 级，0 ～ 8℃
本报记者 彭彦伟 整理

小微企业新招应届毕业生

将享受社会保险补贴

本报 12 月 8 日讯 (记者
张永斌) 日照市人社局和日照
市财政局近日联合发布通知，
日照市小微企业新招用高校应
届毕业生，企业将享受招用人
员每人为期一年的社会保险补
贴。

政策规定，各类小微企业
新招用毕业高校应届毕业生，
与其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
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的，按
实际新招用应届毕业生人数，
日照市人力资源部门将给予每
人补助 1 年的社会保险补贴，
执行期限截至 2014 年年底。

补贴标准按年度社会保险

最低缴费基数，给予小微企业
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
险费、基本失业保险费补贴。个
人应缴纳的养老、医疗、失业保
险费用仍由毕业生本人承担。

符合条件的各类小微企业
现在可向参保地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提出申请，办理申报
手续。社会保险补贴按照“先缴
后补”的原则拨付。单位欠缴或
中断缴纳社会保险费期间，不
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对弄虚作
假、欺骗冒领补贴的单位，人力
资源部门除收回已支付的全部
补贴外，还将按有关规定严肃
处理。

日照将对 117 个单位
进行审计整改专项检查

本报 12 月 8 日讯 (记者
许妍 通讯员 滕仲明 郭举)

在去年组织有关部门开展审
计整改联合检查的基础上，按照
日照市委、市政府建立审计整改
长效机制的要求，日照市委办公
室、市政府办公室近日联合印发
了《关于对 2012 年 7 月份以来
审计整改落实情况专项检查的
实施方案》，组织日照市纪委、市
委办公室、市委组织部、市政府
办公室等 7 部门对 2012 年 7 月
份以来审计整改情况进行了专
项检查，日照市审计整改长效工
作机制已基本建立。

成立市审计整改检查工作
领导小组，由日照市政府秘书
长任组长，市纪委、市委办公
室、市委组织部、市政府办公
室、市监察局、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市财政局、市审计局、
市地税局等部门分管负责同志
任成员。检查工作由日照市委
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联合下
发审计整改检查通知并牵头组
织实施，从成员单位抽调 21 名

同志组成 7 个检查组，对 2012

年 7 月份以来全市 117 个单位
进行专项检查。

按照“全面检查，突出重点”
的原则，在检查单位范围上，不
仅包括市直部门，还涉及区县、
乡镇；在检查项目上，既有经济
责任审计、财政决算审计，又有
税收征管审计、企业审计等；在
检查内容上，不仅检查被审计整
改、审计决定执行等情况，还检
查司法机关、主管部门落实审计
移送处理事项情况；在检查人员
配备上，不仅有审计机关参与，
还有市纪委、市委办公室、市委
组织部等单位参与。

检查采取单位自查和检查
组实地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在单位上报自查报告的基础上，
检查组实地听取审计整改落实
情况的汇报，对照审计整改台
账，逐项查阅会议纪要、文件、记
账凭证、银行票据、完税凭证、收
据等反映审计整改情况的证明
材料，通过严格的方法和程序保
证检查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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