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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朝阳阳助助学学””项项目目启启动动

应应届届高高考考困困难难家家庭庭新新生生可可申申请请

本报菏泽7月24日讯(记
者 张建丽) 为进一步做
好2018年应届高考困难家庭
新生救助工作，帮助高考困
难家庭新生顺利入学，日前，
菏泽市慈善总会启动了“朝
阳助学”工程项目。

据悉，菏泽市慈善总会
每年都将安排一系列的活
动，帮助大学困难新生顺利
踏入心仪大学的门槛。其中
包括：市民政局与市慈善总
会联合，对全市特困大学新
生，尤其是低保家庭新生每
人实施5000元的救助，并适
时举行助学金发放仪式；市
慈善总会与共青团菏泽市
委等联合开展“金秋圆梦”
救助仪式，同时举办励志报
告会，让品学兼优的困难新
生分享刻苦学习、励志成才
的感人故事。2017年，全市累
计救助贫困家庭大学新生
5171多名，支出善款2558多
万元。

另外，市慈善总会与杨
湖酒业、康正汽车集团等单
位，联合开展贫困大学生的
救助，救助资金从5000元，
4000元，3000元等不同档次
发放助学金。菏泽康正汽车

集团公司每年从康正基金中
拿出10万元，用于救助贫困
家庭大学新生。菏泽市慈善
总会与山东杨湖酒业有限公
司联合开展“高考生圆梦”行
动。每年为菏泽辖区家庭困
难、品学兼优的大学新生提
供10万元的生活和学习费
用，使贫困学子顺利进入大
学，实现大学梦。

市慈善总会接收社会专
项捐赠，并统一负责专项捐
赠资金的接收、管理和使用，
设立专门账户，实行专账管
理，所有捐赠将依据捐赠人
的意愿，全部用于救助困难
新生。

本报菏泽7月24日讯(记者
崔如坤) 24日下午，首届腾

讯为村(菏泽)大会筹备工作会
议在菏泽市政府第四会议室召
开，会上印发了大会系列活动
工作方案。据悉，结合菏泽实
际，经与腾讯公司沟通，全国首
届腾讯为村(菏泽)大会拟于8
月17日-19日在菏泽会盟台举
办。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在会上了解到，首届腾讯为村
(菏泽)大会拟定于8月17日—
19日在菏泽会盟台举办，大会

规模2000+人次，辅以线上预
热及传播，以“连接为乡村”为
主题，旨在探索信息化条件下
乡村振兴之路，进一步推动菏
泽市“移动互联网+乡村”建设
步伐，创新乡村治理模式，打造
乡村振兴菏泽样板。

据悉，大会将邀请中央部
委、省市领导、专家学者、中央
省市媒体等参加大会，为为村
建言献策，共同助力乡村振
兴。

根据活动方案，大会议程
包括：8月17日-18日的媒体探

营活动，国内40余家媒体单位
的记者将前往成武县开发区刘
庄行政村、定陶区陈集镇曹楼
村、巨野县董官屯镇舒王庄行
政村和郓城县南赵楼镇六合苑
社区参观采访，挖掘及传播菏
泽当地为村案例，输出可持续
发展的为村经验；19日大会将
在菏泽会盟台正式举办，其中，
将有专家发布《2017山东菏泽
为村路径图》、论道为村话题乡
村振兴中的互联网+基层社会
治理、为获奖村庄颁奖等等环
节。

首首届届腾腾讯讯为为村村大大会会越越来来越越近近了了
菏泽召开大会筹备工作会议，拟于8月17日-19日举办

23日，一走进郓城县潘渡镇潘东村，就能听到热闹的锣鼓声，跟随着锣鼓队，原来是潘渡镇正在给

评选的五星级文明户挂牌，性格腼腆的宋德才此时脸上也扬起了自豪的笑容，围观的村民们喜笑颜

开，交口称赞。潘东村敲锣打鼓为文明户挂牌，是潘渡镇表扬先进的一个缩影。每逢“三八”妇女节，潘

渡镇都要开展“好婆婆、好媳妇”评选活动，给评选出的“好婆婆”、“好媳妇”戴大红花、颁发奖牌和证

书，凡评上“好婆婆”、“好媳妇”，不仅照片和名字可以上光荣榜，村里还把喜报敲锣打鼓送到她们的娘

家，让娘家人也感到光荣。 本报记者 李德领 通讯员 王鸿雁 摄影报道

““““五五五五星星星星级级级级文文文文明明明明户户户户””””挂挂挂挂牌牌牌牌啦啦啦啦“五星级文明户”挂牌啦

本报菏泽7月24日讯(记者
崔如坤) 24日，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从菏泽市工商局
获悉，近日，菏泽市人民政府出
台了《菏泽市支持企业上市十
六条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以进一步推动企业上市工作，
激励引导企业充分利用资本市
场发展壮大。

《意见》要求，做好上市工
作引导。加强与境内外交易场
所、中介服务机构的交流与合
作，多形式组织企业上市挂牌
工作培训，调动企业上市积极
性；做好后备企业储备。各县区
政府动态储备3家以上重点后
备企业，市金融工作办公室负
责建立全市上市后备企业资源
库并及时更新，动态储备50家
上市后备企业，对纳入上市后
备资源库的企业，市政府优先
给予支持。

据了解，企业改制上市过
程中发生的符合国家税收有关
规定的股份制改造、合并、分
立、破产、划转等土地、房屋权
属转移行为，免征契税、土地增
值税；企业因改制上市而需要
补交营业税、增值税、企业所得

税、个人所得税，如缴纳税款确
有困难并符合税法规定的，由
纳税人提出申请并经审核批准
后，可暂缓缴纳相关税款；企业
改制上市过程中，与其他居民
企业之间按账面净值划转股权
或资产时，若双方受同一实际
控制人(即同一个或相同多个
投资人)100%直接控制的，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费减
免；企业在上市过程中需缴纳
法定收费项目时，有关部门应
在规定范围内免征或按最低收
费标准收取。
  其中，对完成规范化公司
制改制并在省政府批准的省内
区域股权交易市场挂牌的企
业，补助20万元。对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企
业，补助60万元。对拟在境内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根据上
市工作实施进度，分阶段给予
补助600万元；按照当前的审核
机制，拟上市企业在山东证监
局完成报备并正式进入辅导期
的，补助200万元；中国证监会
受理上市申报材料的，再补助
200万元；企业上市成功的，再
补助200万元。对通过借壳、买

壳、吸收合并等资产重组形式
实现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并
将注册地迁至菏泽市的企业，
补助600万元；对在境外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企业，补助200万
元。
  同时，优先给予土地、项
目立项支持。企业在上市挂牌
过程中，原有划拨土地使用权
可通过补办出让方式，办理有
偿用地手续。以出让方式取得
土地使用权的，国土资源部门
应及时为改制上市企业办理
有关土地使用和不动产登记
手续。投资新建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的项目，发改、国土、环
保等部门优先办理项目立项、
安排建设用地指标，优先办理
环评的预审、转报或核准手
续。
  此外，菏泽市还将通过对
上市后备企业办理相关手续
给予特惠服务、提高企业上市
工作效率、实施政府基金引导
等举措，推动企业上市工作，
激励引导企业充分利用资本
市场发展壮大，加快实现“科
学赶超、后来居上”的战略目
标。

菏菏泽泽十十六六条条举举措措支支持持企企业业上上市市
《菏泽市支持企业上市十六条意见》出台，激励引导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发展壮大

牡牡丹丹区区助助学学贷贷款款
88月月11日日起起受受理理
助学贷款办理于9月12日结束
办理地址为牡丹区实验中学

本报菏泽 7月 2 4日讯
(记者 李德领 通讯员
邹爱武) 24日，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从牡丹区教
育获悉，自8月1日起，牡丹
区 (含高新区 )学生可以申
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助
学贷款办理于 9月 1 2日结
束，办理地址为牡丹区实验
中学。

申请贷款的主要条件
是被国家全日制普通本科
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
专科学校(学校名单以教育
部公布的为准 )正式录取，
取得真实、合法、有效的录
取通知书的全日制新生或
高校在读的本专科学生、研
究生和第二学士学生，学生
本人入学前户籍、共同借款
人户籍均在牡丹区或高新
区。经有关部门认定，家庭
经济困难，家庭经济收入不
足以支付学生在校期间完
成学业所需的基本费用，并
且当年没有获得其他助学
贷款。

据悉，每个学生每年申
请的贷款额度不低于1000
元，本专科学生不超过8000
元，研究生不超过12000元，
具体金额根据学生学费和
住宿费实际需求确定。如借
款学生申请的贷款金额大
于学费和住宿费合计金额，
则贷款资金首先用于缴纳
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剩余
贷款资金可以用于借款学
生的生活费。

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全部实行网
上申请，网上申请一般从7月
20日开始。高考录取新生须
在领取到高校录取通知书
之后申请贷款。首次贷款学
生首先要在学生在线服务
系 统 ( 网 址 ：h t t p s : / /
sls.cdb.com.cn)注册用户。注
册成功后，用注册时设置的
密码登录学生系统，点击

“贷款申请”；选择下面的
“新增”，根据提示填写提交
贷款信息；选择本年度的贷
款信息，并点击下面的“导
出申请表”，把文件保存到
电脑上并打印。再次贷款(续
贷)学生直接登录学生系统，
提交200字左右的续贷声明
并填写续贷申请信息，导出
打印申请表。

借款学生及共同借款
人(续贷申请可由其中的一
人)持申请材料在规定时间
内到教育局指定地点进行
现场申请并接受审核，审核
通过后签订借款合同，并领
取《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贷
款受理证明》(含验证码)。

新学期开学后，贷款学
生持《贷款受理证明》到高
校报到，提请高校学生资助
中心于10月10日前根据《贷
款受理证明》在生源地助学
贷款信息管理系统中录入
并确认验证码和欠缴金额。
截至10月10日未录入电子合
同回执单的学生贷款申请
将被谢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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