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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6月16日讯(记者
晋森 通讯员 陆宾) 16

日，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通报
立案登记制实行一个月以来
的立案情况。5月份全市法院
登记并立案6536件，和去年同
期相比增加8 . 8%，随着诉讼
门槛的降低，“民告官”行政案
件比去年同期增加55 . 7%。

16日下午4点10分，济宁
中院立案大厅，60多岁的刘先
生起诉梁山县政府的行政诉

讼案顺利完成登记并立案。
“法院的工作人员态度挺好，
需要什么材料和步骤都耐心
地给指出来。如果速度再快一
点就更好了。”刘先生说，他这
次立案的过程比想象中顺利
得多。

“当前的环境污染纠纷、
非法拆迁等案件的背后往往
有行政不作为、行政乱作为的
情况。立案登记制改革将以前
排斥在法院大门之外的案件

重新纳入诉讼渠道。”济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毕鹏程
说，实行立案登记制改革，法
院受理了非法拆迁等行政诉
讼案件，就要顶住各方面压力
作出公正审判，这对重塑司法
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具有非
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立案诉讼门槛的降
低，济宁实行立案登记制的一
个月内，全市立案数量同比增
加8 . 8%，行政案件同比增长

55 . 7%，达到137件。
“立案登记制的实行降低

了诉讼门槛，只要当事人的起
诉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人民法
院必须接收诉状，当场登记立
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
法定起诉条件的，也应当先收
下诉状，并在法定期限内答复
当事人。”毕鹏程表示，法院如
果不予立案，必须依法作出裁
决。

本报济宁6月16日讯(记者 公
素云 通讯员 徐倩) 16日，济宁
启动城区车辆乱停乱放专项整治活
动，当日部分车主因为违规收到100

元罚单。
16日上午10点，济安桥路道路

两侧的门面房前，人行道上已划出
非机动车停车区，但很少有市民按
照指定的区域停放。几辆电动车随
意停在店铺外的人行道上。

交警、城管执法人员发现部分
机动车占压盲道，而且驾驶人也不
在现场。交警开出罚单，车主以零计
分、处以100元罚款。

根据《济宁关于规范机动车非
机动车停放管理的通告》，机动车违
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且驾驶人不
在现场或驾驶人虽在现场拒绝驶离
的，处100元罚款。非机动车在人行
道停放，妨碍其它车辆、行人通行
的，由济宁市城市管理局依法处以
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本报济宁6月16日讯(记者 汪
泷 通讯员 鄢四兵) 16日，从济
宁市“扫黄打非”办公室主任会议
上获悉，年内进一步加大打击网络
淫秽色情等文化垃圾，将网上“扫
黄打非”纳入公安、经信、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互联网管理等部门互联
网监测平台。

今年济宁将进一步加大政治
性非法出版物的打击力度。同时进
一步加大对网络淫秽色情等文化
垃圾的打击力度，将网上“扫黄打
非”纳入公安、经信、文化市场综合
执法、互联网管理等部门互联网监
测平台。还将以中小学校周边为重
点，集中整治校园周边出版物市
场，查处打击制售传播有害出版物
及信息的行为和无良企业。

本报济宁6月16日讯(记者
李倩 齐兴 通讯员 凌

白云 张雁) 16日，济宁市食
品安全宣传周在邹城举行，现
场全市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
代表宣誓承诺。本次食品安全
宣传周将持续到7月2日，期间
15市直部门将开展主题日活
动。

“我承诺，不生产、经营、
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的食品添加剂，不超范围、
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在现场，全市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的代表进行诚信宣誓，向消
费者做出庄严的安全承诺。

即日起至7月2日，济宁市
食药监部门将开展“食安济宁”
创建集中宣传活动，通过进社
区、进学校、进工厂、进农村、进
餐馆“五进”等方式开展食品安
全知识科普宣传。同时，市经信

委、教育局、科技局、公安局、农
业局、林业局、商务局、卫计委、
食品药品监管局等15个市直部
门将结合各自职能分别开展各
具特色的系列主题宣传活动。

“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
将于10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
是一部被称为“史上最严”的
法律。新法明确了食品安全各
监管部门的责任，理顺了监管
体制，严格把守从农田到餐桌
的每一道防线。”济宁市食品
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吴琼说，
当前食品领域一些不法分子，
见利忘义，不讲信用，已经成
为一大社会公害，此次宣传周
也会大力学习宣传贯彻新《食
品安全法》，普及食品安全知
识，引导食品生产单位诚信经
营。同时，根据新食品安全法
的各项规定，严肃惩处那些利
欲熏心，挑战道德和良知底线
的不法分子。

济宁实施立案登记制满一月，立案数同比增8 . 8%

门门槛槛低低了了，，““民民告告官官””案案增增五五成成
机动车占压盲道

部分车主收罚单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43名学生拿到欧盟认证的维修技师证

拿拿到到就就业业通通行行证证，，工工作作不不愁愁了了

拿个汽车机电维
修技师证书，对于汽车
工程专业的毕业生来
说不是难事，但是如果
能拿到欧盟认证的这
个证书，是不是很牛！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两
个班的50名学生，有43
名学生拿到这种证书，
他们相当于拿到全球
的就业通行证。这种成
绩和学院平时推行的

“一体化”教学密不可
分。

本报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陈锐

通过率高，德国专家竖起大拇指

5日，山东理工职业学院中
德诺浩汽车学院的43名学生通
过各项考试，拿到欧盟认证国
际通用的“汽车机电维修技师”
证书。也就是说，毕业生们拿到
到全球相关企业就业的通行
证。两个班50名学生参加考试，
通过率达到了86%，让前来监
考的德国专家们竖起大拇指。

对学院来说，这是一次重
要的考试。考试不仅考毕业生
们，也是在考教师。正因为如
此，教师们的压力也蛮大。这次
考试由三方专家监考，监考人
员由德方、中德诺浩公司和其
他职业院校老师组成。考试分
理论考试和实操考试两个环

节，其中实操考试包括发动机
管理系统、汽车照明系统、自动
变速器拆装等9项内容。

“这个通过率是目前为止
国内最高的，德国的通过率一
般在75%至85之间，直接证明
了教师教学水平和学生的收
获。”汽车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
李敬华说，考取了这个证书，毕
业生们就业的选择余地更大，
就连薪资待遇也会与普通毕业
生有所差别。几名没通过考试
的毕业生，明年还可以回来补
考。

考试结束后，毕业生们就
被分配到北京、济南、济宁等地
的汽车4S店进行顶岗实习了。

边学边练，汽车、零部件在教室

考证通过率的高低，
与教学模式息息相关。

和普通的汽车检测与
维修技术专业班级不同，
中德诺浩班实行“一体化”
教学。在学院实训中心，记
者看到，10间实训教室里，
课堂就是车间，学生好比
员工。教室里一边是学生
和老师的桌椅，用来讲授
理论知识，另一边就是几
辆汽车和零部件。

“这种一体化教学，打
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操
作任务都是企业里遇到的
典型项目，三分靠老师讲
授，七分靠学生自己操作

练习。”汽车工程学院院长
李敬福介绍，学生一边学
习理论知识，随时就能到
车辆里进行操作，及时巩
固学到的知识，提高了实
际操作水平。

学生们一上手，老师
傅们就能看出来操作水
平，有真材实学的学生，哪
个企业不愿意要呢？蒋伟
是中德班的一名毕业生，
正在济宁一家高端汽车4S
店进行顶岗实习。其实，早
在大二时，他就到这家4S
店进行两个月的轮岗实
习，实习期间就被4S店相
中了。

网络扫黄纳入

互联网监测平台

56亿斤小麦归仓

实现“十二连增”

本报济宁6月16日讯(记者 高
雯) 截至15日下午14时，全市561 . 5

万亩小麦的夏收工作全部完成，总
产量达到56亿斤，同比增加1亿斤，
实现了夏粮生产“十二连增”。

“今年全市小麦的平均单产达
到499公斤，同比增长了9公斤。”济
宁市农委生产指导科的相关负责人
说，自6月2日起，济宁的小麦开始陆
续收获，截止到15日下午14时，561 . 5

万亩小麦全部收获完成。根据农业
部门的数据显示，虽然今年全市小
麦的种植面积、穗粒数和千粒重和
去年持平，但平均单产有所增加。

“今年新建了14个、74 . 75万亩
的粮食高产创建示范方，方内小麦
收成明显好于大田，预计单产达到
550公斤以上。”这名负责人说，通过
对小麦产量构成三要素的分析，
561 . 5万亩小麦的总产量为56亿斤，
得益于单产的增加，使得今年夏粮
总产量同比增加了1亿斤。

济宁市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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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
上实训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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