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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更多院士资源 助力创新驱动发展
菏泽市《关于加强与院士合作 服务菏泽创新驱动发展的意见》宣传解读新闻发布会召开

本报菏泽9月10日讯(记者 李
德领) 9月10日，菏泽市《关于加强
与院士合作 服务菏泽创新驱动
发展的意见》宣传解读新闻发布会
召开，菏泽市科技局党组成员、总
工程师韩世平、市委组织部市招才
引智服务中心综合科科长张辉、市
财政局科教科副科长陈励介绍有
关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据菏泽市科技局党组成员、
总工程师韩世平介绍，为进一步
加强菏泽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工程院院士和国外最高学术机
构院士及其团队科技创新合作工
作，支持搭建高层次科技创新平
台，培养科技创新型人才，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加快推动菏泽市创
新驱动发展，菏泽市科技局负责
起草了《关于加强与院士合作
服务菏泽创新驱动发展的意见》。

《意见》分为10条意见，即加
强山东省院士工作站绩效考核，
对新备案的山东省院士工作站进
行奖励，并开展年度绩效考核工
作，考核优秀的院士工作站给予
奖励，考核不合格的予以摘牌；建
立菏泽市院士合作协同创新平

台。制定《菏泽市院士合作协同创
新平台认定管理办法》，对新批准
设立和管理期满后重新认定的菏
泽市院士合作协同创新平台承建
单位给予经费补助；建立院士联
系制度。各县区政府建立院士联
系制度，切实加强与院士的联系。
加强县区为院士服务的软硬件建
设，将山东省院士工作站、菏泽市
院士合作协同创新平台建设纳入

“高质量双招双引考核”。

加强院士合作项目扶持力
度，鼓励院士及团队专家与我市
企业合作申报国家、省科技计划
项目，院士与菏泽市企业实质性
签约的产学研合作项目，在同等
条件下给予优先立项和资金支
持，对与院士合作成绩突出的企
业授予“院士合作突出贡献企业”
牌匾；支持建设重大创新平台，支
持院士及其团队所在的国字号创
新平台在菏泽市正式设立长期分

支机构，或注册成立新型研发机
构，且正式运行取得显著成效的，
给予最高额度奖励，对菏泽市急
需紧缺的院士和团队项目在菏泽
创办能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
有持续创新成果转化能力和重大
经济社会效益的法人制科技创新
平台经评审认定后，最高给予
8000万元综合资助。

建立院士级高端智库，邀请
院士加入菏泽市人民政府高端智
库，牵头参与菏泽市重大战略规
划咨询论证、科技和产业发展战
略研究课题，结合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重大课题攻关等相关课
题给予经费支持；促进院士科研
成果产业化。鼓励企业与海内外
院士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技术合
作，解决关键共性技术难题，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支持院士为菏泽
市引进和培养高端人才，支持院
士自行组建学术团队，鼓励院士
为菏泽市举荐引进和培养高端人
才，支持举荐和培养的高端人才
申报国家级重点人才工程、泰山
学者、泰山产业领军人才等国家、
省级人才工程项目，对申报成功

的授予举荐院士“牡丹伯乐奖”奖
牌和证书。支持院士合作成果争
取国家最高荣誉，与院士合作的
项目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奖励的，
合作院士经综合论证，直接纳入

“牡丹科技贡献奖”支持范围；积
极引进海外院士，做好海外高层
次人才尤其是海外最高学术机构
院士的引进工作，在更大范围、更
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
济技术合作和竞争，争取引进更
多海外项目、资金、人才和技术。
对于成功引进的海外最高学术机
构院士授予“牡丹友谊奖”。

下一步，将积极落实文件精
神，通过多种形式促进院士与菏
泽合作发挥作用，加大对项目可
行、技术先进、经济效益好、社会
责任意识强的院士合作平台的扶
持力度。注重协调加强与院士的
沟通和联系，重视对产业技术层
面的战略合作，包括战略决策咨
询、重大专项联合承接、高层次人
才合作培养，争取院士本人手里
及身边的其他项目和成果，引进
菏泽市，成为新的增长点，助力菏
泽市新旧动能转换。

山东国际大众艺术节暨系列活动
开幕式将于12日在菏举行

本报菏泽9月10日讯(记者
李德领) 第十三届山东国

际大众艺术节开幕式将于9月
12日在菏泽市牡丹广场举办。
本次艺术节以“同唱一首歌，共
圆小康梦”为主题，开幕式汇集

“决胜2020—脱贫攻坚看山东”
摄影展、“助力乡村振兴·决胜
脱贫攻坚”山东省农民画作品
展、山东省第三届农民戏剧展
演月等。

活动期间，省文联各有关
艺术家协会将组织知名艺术家

小分队走近农村、社区，开展新
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慰
问演出、艺术采风交流、基层文
艺工作者公益培训等系列活
动。

据悉，山东国际大众艺术
节是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
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
办，广大艺术家与人民群众共
同参与、东西方艺术结合、传统
艺术与当代流行艺术荟萃的文
艺盛会，遵循“艺术走近大众、
大众共享艺术”的宗旨。

菏泽公积金贷款政策迎来新变化
申请公积金贷款须按月、足额、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12个月以上

本报菏泽9月10日讯(记者
李德领) 近日，菏泽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印发《菏泽市住房公
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了解到，申
请公积金贷款须按月、足额、连续
缴存住房公积金12个月以上，借
款申请人公积金贷款额度=公积
金账户当前余额×5十当前公积
金缴存月数×2000。

《办法》规定，住房公积金个
人住房贷款(以下简称公积金贷
款)，指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以下简称公积金中心)以住房公
积金为资金来源，向缴存住房公
积金的职工发放的定向用于购
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政策性住房贷款。其中借款申请
人是指因购买、建造、翻建、大修
自住住房，提出贷款申请的住房
公积金缴存职工本人。

据悉，凡按时足额缴存住房
公积金，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
自住住房的，均可申请公积金贷
款。申请公积金贷款必须同时具
备下列条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自然人；具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常住户口或有效居留身份；
具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信用状
况良好，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有
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按月、
足额、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12个
月以上；购买自住住房的购房合
同或建造、翻建、大修住房的手续
真实、合法、有效；有公积金中心
认可的可靠担保；没有尚未还清
的公积金贷款；公积金中心规定
的其他条件。

《办法》中明确要求，借款申
请人公积金贷款额度=公积金账
户当前余额×5十当前公积金缴

存月数×2000。双人缴存公积金
的家庭可贷额度为夫妻双方分别
计算后的额度直接相加，但不得
超过家庭最高可贷额度。符合市
委市政府高端人才支持政策的，
可适当放宽贷款条件和提高贷款
额度。申请公积金贷款时，可追加
1名正常缴存公积金的三代以内
直系亲属作为公积金贷款共同借
款人，参与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
并负有同等还款义务。

此外，购买一手商品房或
经济适用房的，每笔贷款额度
不得高于购房总价款的70%；购
买二手房或第二套住房的，每
笔贷款额度不得高于购房总价
款的6 0%；建造、翻建、大修自
住住房的，每笔贷款额度不得
高于造价的50%。房屋套数按照
申请家庭夫妻双方公积金贷款
次数认定。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政策规定，以下债务
已全部逾期，请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我行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抵押)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
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
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请相关承继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注：清单仅列明截止2020年8月31日的本金余额，利息、罚
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清单
所列均指人民币，单位为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分行
2020年9月11日

附：中国建设银行菏泽分行逾期客户催收公告名单
借款人:曹县中鲁能源热电有限公司，逾期本金：81063399 . 56

元，地址：菏泽市曹县庄寨镇张辛庄；保证人1:山东大自然能源
有限公司，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辛祝路17号好兰朵大厦
618-21号；保证人2：曲阜神华物流有限公司，地址：曲阜市春秋
路11号；保证人3：山东乾坤塑胶地板制造有限公司，地址：菏泽
市巨野县工业园区(人民路东段路南)；保证人4：张磊，身份证号
码：370825197507117010，地址：山东省曲阜市时庄镇煤矿路1号；
保证人5：徐洪，身份证号码：370823196301280317，地址：曲阜市金
贵街4胡同2号；借款人：菏泽喜之玛食品有限公司，逾期本金：
2899999 . 72元，地址：菏泽市牡丹区沙土镇食品城；保证人1山东
贡客食品有限公司，地址：菏泽市沙土镇食品工业园；保证人2：

朱士会，身份证号码：372901197507202895，地址：菏泽市牡丹路香
格里拉8号楼3单元02005室；保证人3 :杜芬芬，身份证号码：
37290119760616066X，地址：菏泽市牡丹路香格里拉8号楼3单元
02005室；借款人：菏泽市牡丹区同得利木业有限公司，逾期本
金：468050 . 88元，地址：菏泽市小留镇郝庄东头；保证人1：郝丕
龙，身份证号码：372901197101248519，地址：菏泽市小留镇郝庄东
头菏泽市牡丹区同得利木业有限公司院内；保证人2：赵素文，
身份证号码：372901197211028381，地址：菏泽市小留镇郝庄东头
菏泽市牡丹区同得利木业有限公司院内；借款人：山东润生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逾期本金：1774107 . 14元，地址：菏泽市高新区
杨营路中段；保证人1：菏泽市国威电器有限公司，地址：菏泽市
高新技术工业园科达路中段；保证人2：耿鑫，身份证号码：
372922197010017434，地址：山东省曹县仵楼乡南元行政村王一庄
494号；借款人：菏泽市久力电器有限公司,逾期本金：1225606 . 44
元，地址：菏泽市牡丹区牡丹北路振兴小区楼下，保证人1：张
进，身份证号码：372901196109012418，地址：菏泽市牡丹区牡丹办
事处庞王行政村庞王村007；保证人2：杜月梅，身份证号码：
372901196204141824，地址：菏泽市牡丹区牡丹办事处庞王行政村
庞王村007；保证人3：赵海霞，身份证号码：372901197912265929，
地址：菏泽市牡丹区吴店镇程胡同行政村程胡同64号；借款人：
菏泽市牡丹区琳腾保真香油商行，逾期本金：839621 . 40元，地址：
菏泽市牡丹区八一街北侧；保证人1：马梅香，身份证号码：
372901196612210949，地址：菏泽市牡丹区香格里拉小区；保证人

2：王文革，身份证号码：372901196809101438，地址：菏泽市牡丹区
香 格 里 拉 小 区 ；保 证 人 3 ：李 传 禹 ，身 份 证 号 码 ：
37290119600906101X，地址：菏泽市牡丹区八一路83号。借款人：
菏泽市牡丹区首末男装店，逾期本金：158,823 . 08元，地址菏泽市
牡 丹 区 香 格 里 拉 1 8 号 ；保 证 人 1 ：张 翠 敏 ，身 份 证 号 码 ：
372901197807090661，地址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568号；保证人2：
郑峰，身份证号码：372901197503200833，地址山东省菏泽市牡丹
区568号；保证人3：张翠红，身份证号码：372901198010200506，地
址：山东省菏泽市康庄路79号；保证人4：郑国梦，身份号证码：
372901197608280521，地址：山东省菏泽市康庄路79号。借款人：王
效海，身份证号码：370682197804170412，逾期本金：220623 . 97元，
地址：菏泽市牡丹区天泽园小区6幢2单元21602室；共同借款人：
马素华，身份证号码：372901198102048361，地址：菏泽市牡丹区天
泽园小区6幢2单元2 1 6 0 2室。借款人：李卫峰，身份证号码：
372901197112125039，逾期本金：315,439 . 64元，地址：菏泽市牡丹
区将军苑小区5幢2单元10004室；共同借款人：梁景兰，身份证号
码：372901197108125087，地址：菏泽市牡丹区将军苑小区5幢2单
元10004室。借款人：陈俊宏，身份证号码：612701199104165813，逾
期本金：32,632 . 49元，地址：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马合镇补兔村
370号。借款人：祝双双，身份证号码：372901198512141825，逾期本
金：43，861 . 98元，地址：菏泽市牡丹区解放北街千丝美发沙龙；
共同借款人：许西坡，身份证号码：372901198103204573，地址：菏
泽市牡丹区解放北街千丝美发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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