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联席席制制度度力力破破房房产产证证““难难产产””困困局局
菏泽市房管局接听市长热线，就房产证办理、康馨雅苑经适房价格等进行解答

本报菏泽3月15日讯(记者
陈晨) 13日上午，菏泽第十二届
住博会动员会暨新闻发布会召
开，公布本届住博会将于4月10—
12日在中国林展馆盛装亮相，展
会以“绿色、节能、和谐、宜居”为
主题。

新闻发布会上，菏泽市住房
保障与房产管理局局长练建军介
绍称，本届住博会为确保参观群
众能够在展厅内参观到每家参展
楼盘，沿用了去年环形展位设计，
特意将所有参展楼盘的展位设计
成了一条“环形”参观通道贯通的
形式，使参观群众从入口进入馆
内，按照环形参观路线，可以到达
各个展位，这样即可以更加方便
了对展厅内秩序的维护，又可以
使参观群众更加全面地看到所有
参展楼盘，避免了参观疏漏，防止
留有遗憾。

同时，今年住博会将精简展
会内容，浓缩展览精华，仅在展馆
大厅设置展区，展厅外不再设置
展区。展会期间主要展示开发企
业参展楼盘、住房保障和房产管
理成果展、家装设计大赛优秀成
果展和二手房展览等内容。

据介绍，去年成功举办了首
届菏泽网上住宅与房地产业博览
会，网上住博会点击量突破300万
次，有力提高了菏泽市住博会的
知名度和社会效益。练建军称，今
年根据社会各界和参展企业的积
极响应，将继续举办“菏泽市第二
届网上住宅与房地产业博览会”，
展会期间，所有参展楼盘和本届
住博会的活动，均会网上直播，展
会时间从4月10日—5月10日持续
一个月的时间。

此外，为方便群众现场参观，
本届住博会在菏泽大剧院广场、
天香公园、图书大厦、西关体育场
等设置了4处免费接送群众参观
点，免费接送参观群众。同时，为
方便参观群众、参展企业沟通、交
流和现场交易，本届住博会展厅
将增设政策咨询等专门平台。

菏泽第十二届住博会

4月10日开幕

康馨雅苑经适房

不存在降价可能性

直播期间，有不少市民打电
话咨询小区已经入住多年，为什
么迟迟没有办理房产证。对此，
练建军答复，办理房产证的程序
是由开发企业向房管部门提出
申请，办理大证，然后再对各个
业主进行分割。开发企业还未去
申请大证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
小区面积大、分期建设，等全部
建成以后再申请。一个是小区的
建设没有严格按照当初的规划。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质量有问题，
没有通过竣工验收，缺少相关的
申请手续。通过统计，系类问题
共涉及市区41个小区，目前已经
为16个小区业主解决了房产证
问题。如今正在通过政府建立联
席会议制度，逐个为市民解决此
类问题。

前段时间，康馨雅苑经济适
用房价格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一
定争议。练建军在直播间做了集
中解释。据介绍，小区经济适用
房基准价格是由市物价部门会
同各相关部门在有关法律、法

规、政策及成本监审有关规定的
框架内，严格审查项目开发企业
所申报成本，并对价格的形成因
素征求市区有关部门意见后，报
政府批准后公布的。小区经济适
用住房基准价格由开发成本、税
金和利润构成，住宅建筑面积每
平方米2493元，储藏室基准价格
是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000元。此
价格及按照规定公示的价格构
成因素已在市政府网站和市物
价局网站上公示。

另外，按政策规定经济适用
房项目利润率不超过3%。项目建
设时，天华实业公司作为项目法
人投标报价是3%的利润，但在核
价时利润率压减到2 . 8%，企业减
少了利润，购房户减少了支出。
最后，与税务部门对接确定应该
上交的税金和减免的税金。在准
确界定开发成本、税金和利润的
基础上，确定了康馨雅苑经济适
用住房销售基准价格，报经市政
府同意后，向社会公布，不存在
降价的空间和可能性。

鉴于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
购房户均为中低收入家庭，市
政府积极协调市国有城投公司
同意收购康馨雅苑项目中确因

生活困难无力支付尾款的购房
家庭退还的房屋。城投公司考
虑到购房群众的困难，同意支
付合理利息，利率为交款时政
策规定的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基
准利率。共涉及20多户，已经全
部办好。

以人民路两侧为重点

加快旧城区改造

据练建军介绍，今年菏泽全
市计划开工保障性安居工程

18814套，基本建成4518套。同
时，认真研究和探索经适用住
房、廉租房、公租房“三房合一”
新模式，制定更加符合菏泽市实
情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新思路，切
实保障社会效益最大化。

另外，省里新的房屋征收条
例已经出台，练建军说菏泽市房
屋征收管理办法初稿已经形成。
目前正在征求意见中，将尽快修
订完善，制定印发相关配套政
策，及时为新项目实施征收提供
政策保障。同时，今年坚持以旧

城区和棚户区改造为重点，紧紧
围绕城区重点开发项目和已推
出地块，加强对城市重点区域的
部署，加快启动一批新的房屋征
收项目。

记者了解到，今年菏泽将以
人民路两侧、赵王河两岸为重
点，加快旧城区改造和棚户区改
造步伐，努力推进城镇化进程。

同时还将加快推进物业服
务数字化系统建设，逐步实现数
字化物业管理模式。建立完善物
业服务质量定期考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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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对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水平设立评估标准，分为ABCD四等级

DD级级民民办办学学校校将将被被停停止止招招生生
本报记者 李凤仪

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水平将
分为ABCD四个等级，被评为D
级的民办学校将被停止招生，
进行整顿达到C级方可招生。近
日，菏泽市教育局出台了《菏泽
市教育局关于印发菏泽市义务
教育学校管理水平评估方案
(试行)的通知》，这意味着菏泽
市的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水平有
了具体的评估标准。

评估分为四个等级

根据《方案》规定，评估指
标体系分为办学思想、制度建
设、办学行为、德育工作、教学
工作、办学成效等6个A级指标，
19个B级指标，42个C级指标，以
及一个附加项。其中办学思想

80分、制度建设140分、办学行
为160分、德育工作220分、教学
工作200分、办学成效200分，总
分共计1000分，另外学校示范
作用作为附加项分值为50分。

根据评估得分设A、B、C、D
四个等级，其中总分达到900分
以上的可认定为A等，总分在
750-899分之间的可认定为B
等，总分在600-749分之间的可
认定为C等，总分在599分以下
的认定为D等。

其中，已被授予“省级规范
化学校”称号的学校可直接认
定为A级。已被授予“市级规范
化学校”称号的学校可直接认
定为B级，也可按正常程序申请
评估。学校管理水平被县区评
估认定为B级以上等级且办学
条件达到标准化的学校可按规
定程序申报市级以上规范化学

校。

D级民办学校停止招生

“被认定为D级的公办学校
校长，建议进行调整；被认定为
D级的民办学校停止招生并进
行整改，整改达到C级以上方可
恢复招生。”该负责人表示，初
中学校评估结果作为高中招生
指标生名额分配的重要依据。

同时，《方案》规定，各级教
育行政部门要将学校评估结果
作为学校问责、干部考核和实
行奖惩的重要依据。县区教育
行政部门要对学校评估情况进
行年度统计和总结，并向市教
育局报告年度进展情况。

评估程序包括成立评估
组，提前向学校发出评估通知
并向社会公示。接受审核学校

自评报告，通过实地查看、访谈
座谈、听课测试等方式，听取教
师、学生和记者意见，征求社会
公众意见。评估结束听取学校
说明申辩；教育部门发布评估
意见书。

评估实行动态管理

“一个学校的管理水平是
浮动的，有可能提升也有可能
退步，根据这种情况，《方案》确
定对义务教育学校实行动态管
理。”据介绍，市教育局统筹全
市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水平评估
检查工作，对县区、学校评估工
作提出指导意见；对各县区评
估工作进行定期检查和专项抽
查，总结推广经验并通报评估
检查情况；负责市直义务教育
学校的评估。

练建军现场答复市民咨询。本报记者 张建丽 摄

本报菏泽3月15日讯(记者
张建丽) 13日，全市重点企

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会议召
开。会上，市公安局、市知识产
权局与24家重点保护企业代表
签署保护协议，并颁发了菏泽
市知识产权重点保护企业牌
匾。根据新出台的《菏泽市重点
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方案》，将建
立“企业自我保护、政府行政保
护、司法保护”三位一体的知识
产权保护体系。

据菏泽市知识产权局局长
司品供介绍，在全市调查的789
个企业中，只有120余个企业拥
有专利权，比例很小，这样企业

的市场竞争力就不够强，在发
展中会很被动。此次实施“重点
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行动，可以
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健全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
加强重点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
力度，形成“企业自我保护、政
府行政保护、司法保护”三位一
体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企
业的创新发展提供全天候、高
效率的服务。

记者了解到，根据《菏泽市
重点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方案》，
将建立重点企业知识产权保护
绿色通道，及时妥善解决有关
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和困难。

充分发挥省西部隆起带知识产
权综合服务平台的作用，优先
开通服务窗口，利用好高端知
识产权服务机构和服务人才，
为企业提供预警咨询、法律援
助、专利布局等服务。建立重点
企业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机
制，对重点企业发生知识产权
纠纷或投诉，依法加快受理及
处理程序。指导重点企业在产
品进出口、技术引进、合资合作
及参会参展等涉及知识产权的
管理与保护。

同时，实施市、县(区)知识
产权、公安系统联系重点企业
制度，责任到人、建立联系卡。

指导重点企业建立知识产权联
络员制度，畅通重点企业与政
府部门联络渠道，及时反馈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动态。

为确保工作落实，提高工
作实效，市公安局、市知识产权局
成立考核小组，重点考核协议履
行情况、联系人员履职情况和保
护成效等，并将该项工作纳入系
统内年度考核内容。同时开展企
业履行协议职责的考核，若两年
内发生一起知识产权侵权、侵犯
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或履行协议不
积极、不配合、成效差，将解除保
护协议并摘除市颁发的知识产权
保护重点企业牌匾。

菏泽将建立“企业自我保护、政府行政保护、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三三座座壁壁垒垒保保护护知知识识产产权权

本报记者 张建丽

菏泽一些小区房产证为何迟迟无法办理，康馨雅苑经济
适用房基准价格如何确定，菏泽今年以何处为重点加快旧城
区改造和棚户区改造步伐？13日上午，菏泽市住房保障和房
产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练建军携相关科室人员接听市长热
线，就市民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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