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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召开2015年政协提案交办会

229988件件提提案案 仨仨月月之之内内必必须须答答复复
本报菏泽3月31日讯 (记者

张 建 丽 ) 3 月 3 1 日 ，菏 泽
2015年政协提案交办会召开。
据悉，菏泽市政协从今年的298

件提案中确定了由市政府办理
的8件重点提案，包括加强食品
药品监管体系、加快推进农业
机械化水平、促进物流业转型
升级等，都是广大群众和社会
各界普遍关注、建议措施切实
可行的热点难点问题。菏泽市
委副书记、市长解维俊要求今
年要严格答复期限，自交办之

日起三个月之内答复，逾期未
答复的要作出说明。

近年来，菏泽各级政协组
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认真履职，
积极参政议政，主动建言献策，
在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促
进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据悉，去年，菏泽市
政协立案交办提案352件，经过
6 5个政府部门承办或协办，已
全部答复完毕，答复率 1 0 0%，
满意或基本满意率100%。

解维俊说，2月4日全市两

会期间，他到政协经济组参加
讨论。当时有委员提出要整合
旅游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听后
很受启发、很受教育。这段时间
对环城旅游线路进行了深入调
研，初步提出了“一河一带”的
发展思路，下步将集中力量打
造。

对今年的298件政协提案，
解维俊提出各级各有关部门必
须以更严的要求、更高的标准，
扎扎实实地做好承办、答复、民
主评议等各环节的办理工作，

努力实现四个“百分之百”。即：
承办部门与政协委员的走访见
面率100%，部门领导审阅把关
率100%，办复率100%，满意或
基本满意率100%。承办单位主
要负责人是提案办理工作的第
一责任人，要把提案办理工作
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摆上重要
议事日程。

同时还要创新机制。实行
办理工作定期通报制度，推行
现场办公、公开答复、开门办案
等新的办理方法。适时召开督

办会，经常进行现场检查，做到
个案跟踪、全程督办。同一提案
分别办理的，相关单位之间要
加强沟通。对涉及到体制、改
革、政策等多方面问题，需要市
政府协调落实的，主办单位要
提出建议方案，再报市政府协
调解决。加大对政协提案办理
工作的督查力度，既督查办理
进度，更督查办理效果，随时通
报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
改，推动提案办理，确保委员满
意。

2015年菏泽市政府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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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所有权人孙斐苒,黄岳峰菏泽市丹阳办事处丹阳路社区鑫苑国际花园E号楼3单元105室房产证(市
直字第125335)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报菏泽3月31日讯(记者
张建丽) 3月31日，菏泽市农

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刘
怀国携农业局相关科室工作人
员接听市长热线。记者了解到，
今年全市将完成土地确权登记
颁证任务，建立完善农村产权
交易平台。

据介绍，去年全市确权登
记工作全面开展。截止到2014
年底，全市164个涉农乡镇的
5576个行政村开展了确权登记

颁证，占涉农村数的9 7 . 3%。
4911个村完成登记簿打印，占
比90 . 1%；4700个村完成了证书
打印，占比84 . 3%。全市农村土
地流转面积151 . 3万亩，占家庭
承包耕地面积的13 . 8 %。流出
农户数26 . 02万户，签订承包合
同17 . 05万份，签订承包合同的
耕地流转面积111 . 26万亩。

同时，新型经营主体得到
较快发展。建立了全市农民合
作社发展部门联席会议制度，

制定并印发了《菏泽市农民合
作社市级示范社评定及监测暂
行办法》，出台了家庭农场的认
定标准，初步构建起推动新型
经营主体规范发展的工作机
制。

截至2014年底，全市工商
注册的农民合作社17742家，注
册家庭农场367家。农副产品加
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到1426
家，比上年增加19家。预计可实
现销售2150亿元，比上年增长

11 . 39%。评选出部门联合评定
市级示范社121家，其中国家级
示范社18家，省级示范社59家，
评选出市级十大明星社。全国
和全省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均达
到5个。

据介绍，今年菏泽将大力
发展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培植
壮大农业龙头企业，继续推进
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完成
土地确权登记颁证任务，建立
完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等。

菏泽市农业局做客市长热线

今今年年将将完完成成土土地地确确权权登登记记颁颁证证

去年申请发明专利1038件

菏泽副市长王桂松表示，尽
管菏泽和其他市相比，知识产权
工作还有较大差距，但和自己来
比，实现了长足进步，取得明显
的成绩。在政府层面，市政府两
次出台加强知识产权工作意见，
建立了市政府知识产权办公会
议制度，将相关指标纳入科学发
展考核。健全管理服务体系，强
化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审议
和科技项目知识产权管理，对驰
名商标、名牌产品和优秀专利技
术进行奖励。

2014年，菏泽专利申请实现
了正增长。全市共申请国内发明
专利1038件，列全省第10位，较
去年增长108件，增幅为11 . 6%。
全市拥有国内有效发明专利510
件，较去年同期增长10 . 9%，居全
省第14位。

截至2014年底，全市拥有注
册商标11982件，其中驰名商标
11件，著名商标79件，地理标志
商标7件。全市共有16个产品争
创山东名牌产品，4家单位争创
山东省服务名牌，2014年，全市
新增12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4

家省级工程实验室、8家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

今年计划申请1100件以上

根据菏泽市实施知识产权
战略2015年工作要点，今年计划
全市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1100
件以上，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国际专利申请量实现正增长；新
增山东省著名商标6件；培育申
报省长质量奖企业3个以上、个
人2人以上；山东名牌产品、地理
标志产品、植物新品种权登记和
非物质遗产保护等实现新突破。

利用好省里的支持，建设知
识产权网上交易平台。完善市知
识产权服务平台建设，增加和完
善板块内容，强化服务功能。推
进专利交易与展示服务平台建
设，做好专利供应、专利需求的
收集与发布，为供需双方搭建沟
通桥梁，并提供相应的配套服
务。探索建立专利预警分析和信
息分类发布制度。

加大牡丹等植物专利培育

据介绍，今年的工作要点目
标更加细化有针对性。比如根据

菏泽是农业大市的优势，提出植
物新品种培育。加强对小麦、棉
花、蔬菜、牡丹、林木等植物新品
种的培育，积极申请植物新品种
权和种植方法、加工技术专利，
重点加强和扶持牡丹、芍药、中
药材等新品种基地建设。

同时，发展知识产权集群管
理。今年将继续推进高新区“现
代中成药与原料药”产业知识产
权集群管理工作，培育、壮大产
业核心知识产权优势和产业竞
争力。另外，还要启动1—2个主
导产业集聚区集群管理工作。重
点做好县区特色产业知识产权
集群管理工作。

针对不同产业，启动专利导
航产业试点，选择县区工业园区
或产业孵化器，开展专利导航产
业试点工作；重点推进市开发
区、市高新区专利导航产业试点
工作。启动生物医药、农副产品
加工、牡丹产业和机电设备制造
(变压器产业)龙头企业的专利
导航试点工作。建立山东省化工
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联盟。并积极
鼓励各县区建立特色产业知识
产权保护联盟。

继续加大专利奖励力度

记者了解到，为了提高全市
创新质量，推动菏泽市创新活动
开展，服务产业转型升级，菏泽
将对本年度内首次申请发明专
利的企业达到15家以上(含15
家)的县区，资助2万元。对年申
请5—9件发明专利的企业、高校
或科研机构，资助5000元；对年

申请10件以上(含10件)发明专
利的企业、高校或科研机构，资
助1万元。

对年授权3件以上(含3件)
发明专利的企业、高校和科研机
构，资助5千元。对首次获发明专
利授权的企事业单位，资助2千
元。对维持5年以上(含5年)且具
有较好市场价值的企事业单位
或个人有效发明专利，择优给予
一定年费资助，每件不超过1万
元。

截至年底，对有效发明专利
拥有量达到6件以上(含6件)的

企事业单位，资助1万元；对有效
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3件以上
(含3件)的个人，资助5000元。

对参加全国专利代理人资
格考试合格并在菏泽执业的专
利代理人在给予报名费、培训
费全额报销的基础上再资助5
千元。优先资助专利电子申请。
为提高职务申请发明人创新积
极性，对企事业单位的资助资
金8 0%用于奖励专利发明人。
另外，已享受中央、省财政专利
相关资金资助的，市级不再资
助。

本报记者 张建丽

3月31日，2015年菏泽市政府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召开。总
结《菏泽市贯彻实施〈山东省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14年推进
计划》落实情况，分析形势，安排部署2015年知识产权工作任
务。新一届菏泽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实施四个工程，实现“科学
赶超、后来居上”的目标，对创新驱动和知识产权工作提出了
新的更高的要求，推进知识产权工作再上新台阶。

菏泽市文联召开工作会议

做好文艺服务

创新文艺品牌

本报菏泽3月31日讯(记者 袁文
卿) 3月31日，菏泽市文联召开工作
会议暨文联系统干部培训班召开。会
议研究部署了2015年主要任务，并举
办全市文联系统干部培训班。会议指
出，菏泽地区各级文艺工作者应发扬
乐于奉献、勇于担当的精神，推进文
联工作和文艺事业持续发展。

会议指出，菏泽市文联2015年的重
点任务是，深化学习教育，增强做好文联
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创新文艺精品创作形式，推出一批
有影响的优秀作品。筑牢“文艺惠万家”
品牌，实现志愿服务常态化。组织开展好
主题文艺活动，弘扬时代主旋律。加强专
题业务培训，提升文艺队伍综合素质。加
强组织队伍建设，夯实开展文艺工作基
础。深化阵地基础建设，为服务群众提供
便利。强化机关建设，为文艺事业发展提
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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