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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菏泽市特困大学新生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

110000名名大大学学新新生生各各获获55000000元元资资助助

本报菏泽8月19日讯(记者
张建丽 ) 记者从菏泽市知识产
权局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市共申
请国内专利1858件。其中，发明专
利401件，居全省第14位，同比增
长16 . 6%，增幅居全省第13位。发
明专利授权69件，居全省第17位，
同比增长7 . 8%，增幅居全省第14

位。全市有效发明专利550件，居
全省第14位，同比增长7 . 6%，每
万人拥有有效发明专利0 . 66件。
全市PCT国际专利申请4件，居全
省第9位。

据介绍，上半年，全市专利
申 请 量 仅 占 全 省 专 利 总 量 的
2 . 6%；发明专利申请量占全省总
量的1 . 43%；发明专利授权量仅
占全省总量的0 . 94%；有效发明
专 利 拥 有 量 占 全 省 总 量 的
1 . 33%。总体上专利申请总量少，
创新成果与先进市差距过大。另
外，创新质量也比较低。1—6月，
全市共申请国内专利1858件，其
中发明专利401件，实用新型1199

件，外观设计258件。全市三种专
利 结 构 占 比 分 别 占 总 量 的
21 . 58%、64 . 53%和13 . 89%。而同期
全 省 三 种 专 利 结 构 占 比 为
38 . 24%、53%和8 . 76%。纳入全省
统计的九县区，发明专利申请量
和授权量及有效发明专利拥有
量，除牡丹区(含高新区、开发区)

列全省第37位、58位、38位(省知
识产权局统计全省137个县区 )

外，其余8个县均在100位左右。
下一步菏泽市知识产权局

将加强专利申报的政策引领工
作，认真落实各项激励创新的财
政资助政策，调动全民创新创业
积极性，鼓励申报专利。同时突
出企业创新能力培育，做好省市
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园区和企业
创建工作，继续实施中小企业专
利倍增计划。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加大执法力度和重点企业知
识产权保护等工作，积极推动重
点产业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联
盟的建设工作。

菏泽上半年
申请专利1862件

本报菏泽8月19日讯(记者
张建丽) 19日，2015年度菏

泽市特困大学新生助学金发放
仪式举行，100名贫困大学新生
每人获得5000元救助金。菏泽
市委副书记、市长解维俊在发
放仪式上代表市委、市政府向
获得资助的学生表示慰问，勉
励学子“贫困只代表过去，绝对
不代表未来”，并向热心慈善公
益事业、踊跃捐资助学的单位
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崇高的敬
意。

解维俊说，市委、市政府历
来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始终把
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持
续加大教育投入，不断改善办
学条件，积极推进城乡教育均
衡发展，全市教育质量明显提
高。与此同时，政府把帮困助学
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千
方百计为寒门学子排忧解难。

记者了解到，自2009年以
来，全市共救助特困大学新生

24200名，发放助学金9950多万
元，为大学新生顺利跨入大学
校门提供了可靠的帮助，使他
们迈出了人生关键的一步。菏
泽市是一个农业大市，贫困人
口相对较多，而贫困学子的问
题尤为突出，目前全市仍然有
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需要资
助，帮困助学任重而道远。

今年的高考中，菏泽一中
的毕业生赵文阅考上了山东师
范大学。在助学金发放仪式上，
他作为学生代表发言，5000元
的助学金让这个贫苦的家庭减
轻了不少负担。赵文阅喜悦又
感激，表示将努力学习，以优异
的成绩来回报党和政府的关
怀。

发放仪式上，解维俊提出
希望，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牢固
树立强烈的责任感，广泛动员
全社会的力量，千方百计筹措
资金，一如既往地帮助贫困家
庭解决实际困难，消除同学们

的后顾之忧。社会各界要积极
奉献爱心，主动为党和政府分
忧，为寒门学子解难。各级新闻
媒体要大力宣传寒门学子克服
困难、立志成才的感人事迹，积
极传递社会正能量，要引导社

会各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
全市上下营造出关心、支持、参
与捐资助学的良好社会氛围。
同时，也希望寒门学子锻炼成
才之后，有机会建设家乡、回报
家乡，把菏泽建设得更加美好。

菏菏泽泽初初中中后后高高职职院院校校再再招招生生11114433名名
报名时间为8月19日至21日，毕业后与国家同类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

助学金发放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张建丽 摄

本报菏泽8月19日讯(记者
张建丽) 日前，2015发现山东最
美旅游风情小镇候选榜单出炉，
菏泽共有14个村镇上榜。据介绍，

“2015发现山东最美旅游风情小
镇”活动由大众日报与山东省旅
游行业协会主办。活动已连续举
办三届，成为山东省专注宣传推
广乡村旅游的一项品牌活动。10

月下旬，活动将评选出“2015发现
山东最美旅游风情小镇”。

记者了解到，今年的省政府
工作报告指出，把旅游业作为传
统服务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加
快发展乡村旅游。各地发展乡村
旅游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突
破口，也是扶贫攻坚、改变农村生
活方式、缩小城乡差别、实现跨越
式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

2015发现山东最美旅游风情
小镇候选榜单上菏泽共有14个。
这些村镇分别是曹县八里湾民俗
旅游小镇、成武县开发区刘庄乡
村旅游区、成武县文亭街道办事
处、单县浮岗镇、定陶县仿山风景
旅游小镇、定陶县仿山风景区、东
明县武胜桥镇玉皇新村、牡丹区
李村镇、牡丹区马岭岗镇穆李村、
巨野县董官屯镇舒王庄村、巨野
县核桃园镇、巨野县龙堌镇、鄄城
县陈王街道曹氏庄园、鄄城县彭
楼镇王堂村。市民可以通过网络、
短信等多种方式为自己喜爱的村
镇投票。

最美旅游风情小镇
菏泽14个村镇候选

本报菏泽8月19日讯(记者
李凤仪 ) 记者从菏泽市招

办获悉，成人高校考试网上报
名时间为8月21日至8月26日，
每天8:30至17:00，逾期不再办
理。非菏泽户籍考生不得报名
参加考试，特殊情况需提供相
关证件。

去年菏泽成人高考数量约
为1 . 5万人，根据往年报名人
数1 . 2—1 . 8万余人的数量，预
计今年报名人数1万余人。今年
网上报名时间为8月21日至8月
26日，每天8:30至17:00，信息
确认、现场照相时间为8月28日
至9月2日，每天8:30至17:00，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为
唯一报名网站。

按照规定，2015年成人高
考将继续对考生报名资格进行
严格审查，考生应在户口所在
地报名并参加考试，任何高校、
机构和个人不得组织不具备学
习条件人员异地报名参加成人

高考。如若确因工作原因需要
异地报名的考生，要按照规定，
持本人居民身份证等有效身份
证件和有关材料，向居住地公
安派出所申报居住登记，办理
居住证，在进行信息确认时出
具公安机关发放的居住证等相
关证明材料。

成成人人高高考考88月月2211日日起起报报名名
考生应在户口所在地报名并参加考试

本报菏泽8月19日讯(记者
张建丽) 日前，山东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正式公布100个
农村新型社区为省级“农村新
型示范社区”，菏泽有9个农村
新型社区入选，数量位居全省
第三名。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山东
省农村新型社区和新农村发展
规划(2014-2030年)》、《关于加

强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推进城镇
化进程的意见》，4月初，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下发了《关于开展

“农村新型示范社区”创建活动
的通知》。各市按照通知，共推
荐上报了360个农村新型社区。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专家对
各市推荐上报的农村新型社区
进行了材料审查和现场查看。
根据审查和专家考察情况，经

厅长办公会研究同意，命名济
南章丘市官庄镇吴家社区等
100个农村新型社区为山东省
“农村新型示范社区”。菏泽共
有9个农村新型社区入选，在数
量上仅次于临沂市(12个)、潍
坊市(10个)，与德州市并列第
三名。

菏泽市此次入选的9个农
村新型社区分别为：曹县砖庙

镇十三村社区、成武县汶上集
镇张杨社区、单县杨楼镇苏门
社区、巨野县龙堌镇中心社区、
郓城县南赵楼镇六合苑社区、
鄄城县彭楼镇向阳社区、董口
镇位庄社区、凤凰镇大陈楼社
区、东明县武胜桥镇玉皇社区。
据悉，另外还将获得360万元扶
持资金用于污水处理项目建
设。

菏菏泽泽99社社区区成成省省级级农农村村新新型型示示范范社社区区
数量位居全省第三，将获得360万元扶持资金用于污水处理项目建设

本报记者 李凤仪 18日，记者从菏泽市教育局招办获悉，菏泽市2015年初中后高职院校启动
第二次招生，计划招生1143人，其中“2+3”高等师范教育计划招生11人，五年制
高职计划招生652人，三二连读高职计划招生480人，考生须于8月19日至21日
到户籍所在地招生办公室办理报名手续。

初中后各类高等职业教
育、高等师范教育招生对象为
当年参加学业水平考试或中
考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其中“2
+3”高等师范教育志愿填报
资格分数线，原则上需达到菏
泽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分
数线350分。

8月19日至21日，考生可
持本人身份证、学业水平考试
准考证及成绩单到户籍所在
地县区教育局办公室报名登
记，填写报考志愿卡，考生也
可以根据招生院校的要求，持

本人身份证、学业水平考试准
考证及成绩单到报考院校招
生办公室办理报名手续。

据菏泽市招办负责人介
绍，在第一次招生未被录取的
考生，仍可参加第二次招生，8
月25日至26日，市招办将组织
第二次预录取投档，9月10日
至15日，开始注册入学。考生
及家长想了解初中后高职、高
师教育类招生政策，各院校招
生计划，可登陆菏泽市教育信
息网和菏泽市招生信息网查
询。

据介绍，初中后高等职业
教育、高等师范教育招生属于
纳入国家招生计划的正规招
生，考生毕业后与国家同类普
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

“跟上完3年高中后再上大专
的是一样的，而且时间上还节
省了一年。”招办负责人表示，
毕业后也可考专科类的公务
员。

同时，这些高职院校就业
前景也十分广阔。“很多专业都
是和社会需求息息相关，学生
能学得一技之长，月薪过万也

很正常。”该负责人表示，一些
专业如数控技术、汽车检测与
维修技术等，毕业后都很吃香。

但是很多学生和家长总认
为不读普通高中，上不了大学
就没前途了，读高职类院校说
出去没面子，看不到职业教育
院校类的广阔前景。对此，招办
负责人表示，其他地市的高职
类院校都很吃香，但是菏泽家
长们的观念还是落后，宁可让
孩子去打工也不去上免学费还
有补贴的高职校类，实在让人
惋惜。

首次招生未录取 可报名二次招生 学得一技之长 月薪过万不稀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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