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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巨野3月23日讯 (通讯
员 徐兴波 魏衍军) 巨野县
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高起点定位，大手笔谋划，2015

年将建成职业教育培训中心新
校区，一期在洙水河公园北征
地200亩，建设建筑面积3万平方
米、投资金额5500万元。全县中
等职业学校招生发展到3500人

左右，职普比维持在4：6。
巨野县进一步优化教育结

构，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大力培养经济社会各类人
才。

加快县职教中心建设步伐，
优化整合三处职业教育学校资
源，2015年建成职业教育培训中
心新校区，一期在洙水河公园北

征地200亩，建设建筑面积3万平
方米、投资金额5500万元。全县
中等职业学校招生3500人左右，
职普比维持在4：6。启动规范管
理三年行动计划，加强教师管理
和实习管理，确保春季高考本科
录取达到一级指标。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和办学效益，组织参加国
家、省技能大赛，提高学生参赛

水平。坚持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
相结合的办学模式。加大与山东
劳动职业学院的对口帮扶力度，
全面落实和执行省职业院校教
职工编制标准和教师招聘等政
策规定。加强职业学校专业教师
培训，实施“能工巧匠进职校”工
程。做好“3+2”“3+4”对口招生工
作。

在洙水河公园北征地200亩，投资5500万元，预计今年底完成

巨巨野野将将建建职职业业教教育育培培训训中中心心新新校校

真诚耐心，锲而不舍，连放假休息的时间都跑去调解

巨巨野野法法官官促促44年年棘棘手手执执行行案案解解决决
本报巨野3月23日讯 (袁守

国 程东方) “俺的案子4年多
了，早认为这笔执行款打水漂
了，没想到经过您的艰辛付出，
执行款在羊年正月打到了俺的
账户里，真不知该咋感谢您才
好啊！”说着，说着，一位满头银
发的六旬老汉，紧紧握住巨野
县法院执行二庭法官郭玉玺的
手泣不成声。这是近日发生在
巨野县法院执行二庭的感人一
幕。

六旬老汉名叫刘本，家住

巨野县太平镇郭坊村，其子刘
某2011年9月与龙堌镇某村26岁
的女青年安某，经法院办理了
离婚手续。判决书裁明：由被告
安某支付原告刘某6000元人民
币。之后，安某长期外出打工，
而刘某在委托父亲刘本申请执
行。巨野县法院执行二庭在受
理此案后，数次前往被告处执
行。但因屡屡未见当事人，且被
告父母又不愿出资，此案便挂
了起来。

为索要这笔执行款，刘本

多次奔赴执行二庭敦促。负责
办理此案的法官郭玉玺深知此
案棘手。但一种强烈的责任心
和使命感促使他快速办案。工
作日执行案点多线长，对一起
执行案难能蹲候。家住牡丹区
丹阳办事处的郭玉玺法官，星
期天返家时，特意在龙堌镇下
车，徒步2公里赶往被执行人安
某家中，耐心做安某父母的思
想工作，循循善诱地引导他们，
指使在外地的女儿支付执行标
的。但被执行父母始终不配合

工作。郭玉玺锲而不舍，一如既
往。就在农历2014年腊月29日，
法院放假的这天，他仍赶赴被
执行人家中，继续不厌其烦地
说服开导。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郭玉
玺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和锲
而不舍的工作作风，深深打动
了当事人的父母。他们当场悉
数支付执行款。一起长达4年之
久的执行棘手案，在郭玉玺不
懈努力下，终于落下帷幕。

中中华华新新VV55动动力力提提升升1100%%，，澎澎湃湃驾驾驭驭一一触触即即发发
对于汽车来讲，发动机无

疑是核心技术。纵观世界汽车
界，无一不是得发动机者得天
下。在自主品牌领域，对发动机
的研发从未停止过。中华新V5

搭载的BM15TB发动机便来自
华晨汽车自主研发。

一 体 轻 量 化 设 计 的
BM15TB发动机采用VVT系统，
拥有更高的进气量，在改善燃
油经济性和怠速稳定性、提高
低速端扭矩、增加高速端功率
等方面卓有成效。该发动机功
率和扭矩也得到大幅提升：升
级版的BM15TB发动机最大扭

矩由200N?m提升至220N?m，最
大功率由100kW提升至110kW，
机动力提升10%，优于大部分同
级别车型。华晨中华新V5百公
里综合油耗仅为7 . 3L或7 . 6L，在
绿色环保、节能减耗等诸多方
面均有突出表现。

与此发动机匹配设计的是
韩国HPT公司的5档自动变速
器，驾驶过程中能有效提高动
力性和燃油性，油耗明显降低，
换挡平顺档位精准。升级后的
中华新V5全系标配了EPS电子
助力转向，低速轻便，高速沉
稳，性能出众。轻踏油门，澎湃

动力轰然而
至 ，畅 爽 驾
驶体验一触
即发！

总而言
之 ，中 华 新
V5的各项性
能 表 现 出
众 ，兼 顾 轿
车的舒适性
与SUV的驾
驶体验使它
拥有超高性价比，堪称SUV首
选。依据汽车工业研究所提供
的数据显示，中华新V5在制动

性能、主动安全配置、动力性能
等方面，目前均以绝对优势领
先同级别竞品车型。

巨野新世纪电影城

一万年以后

影讯 3月27日

影片一万年以后，乌族的部
落首领“乌神”从众神遗迹窃取
了上古魔法，为了满足自己的野
心，居然想让地球重回邪恶的上
古时代；小女孩珠玛在西域各部
落勇士支持和帮助下跨过千难
万险，前往古格找寻抗击乌神的
办法，与此同时，西域最后的堡
垒-伽罗城正与乌神的乌罗大军
展开终极之战。

环境恶化、资源枯竭、道德
沦丧，人类文明在一场毁灭性的
灾难后，湮灭殆尽，整个星球满
目疮痍。历经万年，许多部落和
新物种诞生并繁衍，西域孕育出
一个全新的文明。新人类将上一
纪元称为“上古”，曾毁灭上古文
明的巨大能量被封存在一个叫

“众神遗迹”的禁地。一万年以
后，乌族的部落首领“乌神”从众
神遗迹窃取了上古魔法，为了满
足自己的野心，居然想让地球重
回邪恶的上古时代；小女孩珠玛
在西域各部落勇士支持和帮助
下跨过千难万险，前往古格找寻
抗击乌神的办法，与此同时，西
域最后的堡垒-伽罗城正与乌神
的乌罗大军展开终极之战。

9200多亩塌陷区上，观光农业已初见成效

龙龙堌镇镇倾倾力力打打造造旅旅游游名名镇镇
本报巨野3月23日讯(刘谓

磊) 全国重点镇——— 龙堌镇，
紧紧围绕打造鲁苏豫皖四省交
界“煤炭重镇、明星乡镇”目标，
依托区位和资源优势，倾力打
造旅游名镇。

龙堌镇，地处巨野西大门。
是山东省中心镇，山东省“百镇
建设示范行动”示范镇、省级文
明镇，龙堌矿井所在地。按照习
近平主席来菏的讲话精神：“错
位竞争、优势互补”的发展思
路，大力推动镇域经济由工业
主导型，向工商复合型转变。坚
持依托新巨龙能源公司这一亚
洲第一矿井的强力带动作用，
做强商贸业、做大物流业、培育
旅游业。先后建成了投资5200万
元的龙麟商务中心，新增个体
工商户1000余户。投资5亿元的
商贸城即将落地。

积极开发整治采矿塌陷
地，培育观光农业，协调新巨龙
公司成立了山东龙美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把9200多亩的塌陷
区，建成了集种植、养殖、加工、
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农业生态

经济园区。目前，投资1 . 34亿元，
已建成全国一流的智能联动温
室大棚2栋，日光温室大棚35栋。
完成绿化苗木种植3000余亩，完
成土地复垦项目960余亩。围绕
发展生态旅游业，采取挖深垫
浅的办法，整理水面3200多亩，
发展生态渔业和水上运动旅游
项目。失地农民在落实保障机
制的基础上，多数返聘成为龙
美农业开发公司的员工，从事
农业管理，增加了农民工资性
收入。

继续投资1 . 1亿元，发展经
济林苗圃，扩大养殖规模，壮大
徒河黑猪、青山羊、麻鸭养殖基
地，形成现代畜牧、水禽、淡水
养殖示范区；发展蔬菜深加工，
建设湿地公园，重点建设水上
码头和桃园、梨园等专类园区，
在特定季节开展观花、游园采
摘、戏水等活动，形成生态观光
旅游活动区，提高生态、高效、
高新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区，
对外影响力和对客户群的吸引
力。

图为：龙堌龙美农业生态园。（资料图 巨野县旅游局提供）

诈骗249万元案
嫌疑人陕西落网

本报巨野3月23日讯(通讯员
魏衍军 王有方) 日前，巨野

警方与陕西省大荔县警方通力合
作，破获了一起特大诈骗案，犯罪
嫌疑人姚某被依法刑事拘留。

姚某与受害人杨某两家相邻
而居世代交好。2014年10月24日，
姚某打着尽孝的幌子，谎称其父
过生日，想要哄其开心。就此，骗
取了杨某249万元的

承兑汇票，并将起全部提现
偿还其债务，之后姚某便踪迹皆
无。

杨某发现被骗后，逐向巨野
警方报警。接报后，巨野警方高度
重视，成立专案组全力侦查，经过
大量的缜密侦查，锁定犯罪嫌疑
人姚某藏匿于陕西省大荔县。巨
野侦查人员遂即赶赴陕西省大荔
县进行调查。2015年1月26日，在
大荔县民警方全力配合下，终于
将犯罪嫌疑人姚某在一宾馆内抓
获。经初审，犯罪嫌疑人姚某对其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扫
一
扫

微
信
公
众
平
台

齐
鲁
晚
报
今
日
巨
野


	PD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