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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菏泽10月29日讯(记者
李德领) 近日，《菏泽市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选拔管
理实施细则》出台。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了解到，菏泽市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每年
选拔一次，每次选拔20名左右，
管理期限为3年。

据悉，菏泽市有突出贡献
的中青年专家，是指在菏泽市
企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事业单
位专业技术岗位上长期从事专
业技术工作，做出突出贡献具
有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中
青年专业技术人员。选拔管理
坚持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鼓励创新、促进年轻优秀人
才脱颖而出；公开、平等、竞争、
择优；德才兼备、注重实绩；以
用为本、动态管理原则。

《细则》规定，菏泽市有突
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应具有中
国国籍，热爱祖国，遵纪守法，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
德，年龄一般不超过50周岁，尚
未入选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
贴和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
年专家，并在自然科学领域取
得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或
在技术上有重大发明创造或重
大技术革新，取得显著的经济
效益或社会效益，获得市级以
上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

学技术进步奖等奖项的主要研
究人员。

同时，在完成本市重点工
程、重大科技攻关和在大中型
企业技术改造、引进消化高新
技术中，创造性地解决了重大
技术难题，并取得了显著的经
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专业技术
人员。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学
术造诣深厚，研究成果有独到
见解，以主要作者出版或发表
过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有较大影
响的学术著作或学术论文，并
获得市级以上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长期工作在教学第一线，
在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教学教
研成绩显著或在学科建设方面
成绩卓著，影响较大，并获得市
级以上教学成果奖、教学名师
三等奖项；或作为主要完成人、
通讯作者发表影响因子较高的
SCI、EI、SSCI等收录论文的教
育教学人员。

在防病、治病等卫生工作
第一线，技术精湛，多次成功治
愈疑难、危重病症；或在一定范
围多次有效地预防、控制、消除
疾病，社会影响较大，业绩为同
行所公认；或在卫生科研方面
获得同行公认的、具有标志性
的研究成果，获得国家或省、市
级科研成果等奖项或作为第一
作者、通讯作者发表影响因子

较高的SCI、EI、SSCI等收录论
文的卫生专业人才。长期在农
业生产、科技推广第一线工作，
在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服务等
方面贡献突出，取得显著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工程技术人
员。在文化艺术及其他行业、领
域为经济发展、民生建设做出
突出贡献，在同行中享有较高
声誉的专业技术人员。从市外
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在市外已
经取得相应业绩贡献的也可申
报推荐。

选拔时以近5年的工作实
绩和教学科研成果为主要依
据，兼顾长期贡献。具有自主创
新能力，科研成果转化取得显
著经济效益；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发明专利；参与新旧动能转
换等重大工程并取得重大贡
献；已被评选为菏泽市拔尖人
才，近几年又取得突出业绩的，
以及长期在基层、一线专职从
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专业技术人
才优先选拔推荐。

菏泽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
年专家的选拔，采取自下而上
逐级推荐、答辩、专家评审、公
示考察等方法进行。各县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直有
关部门(单位)组织实施菏泽市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参评
人选的推荐工作。

《菏泽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选拔管理实施细则》出台

每每年年选选拔拔一一次次，，每每次次选选拔拔2200名名

成成武武县县召召开开隐隐患患排排查查通通报报会会

本报成武10月29日讯(记
者 周千清 通讯员 胡国
栋) 27日上午，成武县安监
局组织全县危险化学品生产
企业班组长以上人员开展隐
患排查通报会，各企业班组
长以上200余人参加会议，并
邀请省级专家张思佩对到会
人员进行培训。

成武县安监局局长程晔
首先通报了龙郓煤业事故情
况，强调了隐患排查专项行
动的重要意义。此次专项行
动共查处隐患327条，现场整
改了169条，责令整改158条，
指出各企业要把安全生产放
在首要位置，为员工生命安
全着想，为企业安全发展着
想，全力以赴消除事故隐患，
对到期仍不能按照规定整改
的，将依法依规从严高限处
理并责令停产整改。会上，程
局长通报菏泽市对双重预防

体系信息平台网上巡查报
告，并对存在系统数据不完
整、不准确、不齐全、分析不
合理、排查任务不运行、排查
出的隐患不整改等问题的企
业进行了点名批评，要求各
企业要认真梳理问题，分析
原因，对照自查，彻底解决问
题整改到位。下一步将在重
点工贸企业召开通报会和培
训会。

省级专家张思佩老师对
前几天期隐患排查专项行动
中排查的共性问题和个性案
例，采用影像、图片、文字相
结合的方式，并结合典型案
例进行剖析讲解，并对如何
发现隐患、整改隐患做了耐
心细致的讲解。参会人员的
安全生产管理理念、安全风
险管控能力、隐患排查治理
水平和应急处置技能等方面
均有较大收获。

★巨野陆宇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鲁RV679挂营运
证(营运证号：371724352592)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县庆建运输有限公司鲁RS027挂营运证
(营运证号：371724703711)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山东巨野安达运输有限公司鲁RK1583营运证
(营运证号：371724343798)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任宪义，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编号：62004178)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京九特种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鲁RC2308营
运证(营运证号：371724342436)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天马运输有限公司鲁R2Z63挂营运证(营
运证号：371724001840)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翔运运输有限公司鲁RR713挂营运证(营
运证号：371724346677)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巨野鹏博运输有限公司鲁R7E91挂营运证(营
运证号：371724707739)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鲍玉龙，医师执业证(编号：110372900003623)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 鲍 玉 龙 ，医 师 资 格 证 ( 编 号 ：
200537110372930197611250415)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梦迪副食超市于2018年10月29日之前刻
制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 郓 城 汇 恒 燃 气 销 售 有 限 公 司 编 号 为
3717250015082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东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行政公章丢失，声
明作废。

★郓城县玉环钢球有限么司变更法人，原行政公
章、财务专用章、法人名章声明作废。

★菏泽市牡丹区俊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丢失，编号为：371702200024442，声明作废。

★马晓菲，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 注册号：
371725600482140)正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郭志勇，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371725MA3FEPKJ30)副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赵从生，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 注册号：
371729600040178)正副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被保险人巨野鲁浩运输有限公司，车牌号鲁
RB3955，保单号PDDB20183170800000086，保险单印
刷流水号18370057796，该车保单、保卡已丢失，现声明
作废。

★兹有菏泽市牡丹区交通运输局，赵现飞，男，山
东省行政执法证不慎遗失，主、副卡，证件编号：17-
025499，声明作废。

★郑全伟，华侨城7号楼16002室，房屋收据(金额
568234元),房屋收据(金额32874元)，2张收据不慎丢
失，现声明作废。

遗遗 失失 声声 明明

27日上午，2018-2019赛季菏泽市篮球赛在菏泽市体育局篮球馆拉开战幕，本次联赛共51支代表队
87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分为青年甲级(14支队伍)、青年乙级(25支队伍)、中老年(12支队伍)三个组别，
将历时9个月，共计600余场比赛。 本报记者 李德领 摄影报道

篮篮篮篮球球球球争争争争霸霸霸霸篮球争霸

本报菏泽10月29日讯(记
者 崔如坤 通讯员 刘
伟) 29日，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从菏泽市商务局获
悉，26日-27日，在江苏睢宁
举行的第六届中国淘宝村高
峰论坛上，菏泽电商亮点纷
呈，阿里研究院发布了2018
年淘宝村、淘宝镇名单，菏泽
市淘宝村267个、淘宝镇35
个，淘宝村、淘宝镇数量继续
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位。

据了解，26日-27日，第
六届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在
江苏睢宁举行，本届峰会的
主题是“淘宝村未来之路：数
字经济振兴乡村”。峰会上，
诸多政企代表深入探讨了改
革开放40年、睢宁农村电商模
式、互联网+农产品“出村”等
重要话题，旨在发掘电子商务
在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减贫
脱贫、乡村振兴等方面的重要
价值。

来自农业农村部、江苏省
政府、阿里巴巴集团的专家学

者，以及包括山东、安徽、浙
江、福建等在内的互联网创业
精英等参加了本届论坛。

峰会上，阿里研究院同
步发布2018年淘宝村、淘宝
镇名单，菏泽市淘宝村267
个、淘宝镇35个，淘宝村、淘
宝镇数量，继续均居全国地
级市第一位。菏泽电商扶贫
案例走进高峰论坛，获评“电
子商务促进乡村振兴十佳案
例”，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高度
评价了菏泽电商扶贫。

26日晚，在首届“淘宝村
英雄会”主题晚会，3名菏泽
淘宝村英雄荣耀登场。山东
睿帆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振荣获2018年淘宝村优秀
带头人，曹县人民政府县长
梁惠民、大集镇孙庄村支部
书记孙学平荣获2018年淘宝
村杰出推动者。

此外，峰会举办期间，鄄
城县参加淘宝村优秀网售商
品展——— 人发产业展，是菏
泽市唯一一个被阿里巴巴指
定参展单位，尽显菏泽“淘宝
村”特点，备受欢迎。

22001188年年淘淘宝宝村村、、淘淘宝宝镇镇名名单单发发布布
菏菏泽泽数数量量继继续续居居全全国国地地级级市市第第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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