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通知 

 

 

 

 

（2018）5 号 

 

 

廊坊市科学技术局 
关于组织申报 2018 年廊坊市科学技术研究与

发展计划自筹经费项目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技局、各有关单位： 

2018 年廊坊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自筹经费项目开始

申报，请各归口管理部门认真组织本地区、本系统的市级科学技

术研究与发展计划自筹经费项目的申报及筛选工作，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申报单位应为廊坊市所属的或者在廊坊市行政区域内

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等，研发基础条件和运行

机制良好，科研管理制度健全，有可靠的技术和经济依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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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要有一定的研究基础，思路清晰、知识产权归属

明晰。 

（三）项目负责人为在职人员，在相关技术领域具有较高的

学术水平。 

（四）限项要求： 

1、项目申请人作为项目组主要成员（前三名）只能申报 1

项本年度自筹经费项目； 

2、项目组前三名成员，目前承担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的,不能

作为前三名申报； 

3、按照《廊坊市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规定记入不

良信用记录的人员，不能参与申报。 

二、申报程序 

项目申报采取网上申报方式，实行归口管理、逐级申报。用

户注册、项目申请书填报、单位审核、归口管理部门审核等过程，

具 体 详 见 “ 廊 坊 市 科 技 局 项 目 管 理 平

台”(http://222.222.66.233:8080/lfkjjh/index/index!index.do）公告通知

栏“廊坊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平台介绍项目申报说明”进行填报。 

三、项目管理 

自筹经费项目严格按《廊坊市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

管理。 

四、受理时间、地点 

网上申报受理时间：实行全年开放申报，定期组织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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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网上审核截止时间：第一批 2018 年 5 月 15 日、第

二批 2018 年 11 月 15 日。 

归口管理部门网上审核截止时间：第一批 2018 年 5月 20 日、

第二批 2018 年 11 月 20 日。 

归口管理部门审核后，将推荐项目汇总表（2 份）经单位、

归口管理部门盖章第一批 2018 年 5 月 22 日、第二批 2018 年 11

月 22 日统一报送廊坊市科技局相关业务科室。 

报送地点：廊坊市新华路华园里 1 号 

各业务科室分别于 2018 年 6 月 5 日与 2018 年 12 月 5 日前

将评审推荐的两批汇总表由主管局长签字后报资源配置科。 

 

附件：2018 年度廊坊市自筹经费项目申报指南 

 

 

 

                                  廊坊市科学技术局 

                                〇二 一八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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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廊坊市自筹经费项目申报指南 

 

一、社会发展领域支持重点（填写科技支撑类申请书） 

（一）健康医疗与生物医药专项 

1、支持生物技术药物研发 

鼓励围绕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糖尿

病、精神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耐药性病原菌感染、肺结核、

病毒感染性疾病以及其他常见多发病，开展创新抗体药物研发和

新制剂研究。 

2、支持现代中药组分研究与国际化 

鼓励开展组分中药和现代复方中药等创新中药的研发，择优

支持在项目执行期内获得临床批件或新药证书。   

3、支持医疗器械等健康产品研发及关键技术 

鼓励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医疗器械关键技术与产品研发。重

点关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高端医疗器械

相结合的技术及产品研发；支持康复辅助器具及养老服务技术的

研发与应用。支持基于消化系统疾病营养诊断、治疗和康复技术

的相关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研究。 

4、支持道地中药材生态化种植与绿色生产技术研究与示范 

鼓励围绕我市道地药材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开展大宗道地药

材野生种子、种苗繁育、精细操作、仿野生抚育、病虫草害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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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技术、破解连作障碍、减肥减药、无硫加工等生态种植技术

与绿色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5、支持常见疾病临床诊治技术研究 

鼓励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新技术研究；常见病、多发病现

有诊疗方法、干预措施的改进、修订及规范化研究；安全、有效、

低成本的基层医疗适宜技术研究。重点关注：急诊医学、眼病、

口腔疾病、高龄孕产妇妊娠及分娩的诊断等临床诊疗技术研究；

冬季运动常见损伤疾病防治技术；食品安全、环境质量与疾病发

生的关系等研究。 

6、食品安全关键检测、鉴别技术与全过程控制、溯源技术

研究与示范 

鼓励真菌毒素、农药残留、抗生素和激素残留及其代谢物高通

量检测技术研发；致病性微生物快速检测设备及试剂研发。重点关

注基于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食品安全预警系统和追溯平台研发。 

（二）社会公共事业专项 

1、支持防灾减灾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鼓励基于物联网的消防安全监管技术研究，火灾预防、灭火

救援关键技术和装备及消防科技成果转化研究。鼓励地震等重大

灾害评估与应急处置技术研究。鼓励气象灾害、高影响天气和极

端天气气候事件等领域的监测、预测及预警关键技术研究；鼓励

气候变化影响和气候资源开发利用等关键技术研究。 

2、支持安全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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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支持安全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以及重大事故防

范、预警、快速抢险与应急处置技术及装备的研发。  

3、支持科技强警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鼓励实用高效的监控预警、视频图像识别和智能应用、应急

通讯与快速反应、控制处置等保障技术研究，基于物联网等信息

手段面向城市交通管理的智能指挥系统研发。  

4、支持全民健身与竞技体育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鼓励适合大众的健身手段、健身器材等方面的研究；重点关

注冬季项目等竞技体育运动的专项力量、体能和技战术训练新方

法研究。  

5、支持文化遗产保护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鼓励文物本体科技保护修复工艺研究，文物考古发掘现场和

古代木结构建筑保护技术研究，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技术研

发。 

6、支持跨领域跨行业多部门联合研发与示范 

鼓励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以及气象、地理信息等技术手

段，在环保、旅游、城建、交通、公共安全、健身与健康融合等

公共事业领域中开展研究与应用。 

（三）节能环保与科技治霾专项 

1、支持低碳节能技术研究与示范 

鼓励高能耗行业开展经济适用低碳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关

注地热和浅层地能、经济型超低能耗绿色建筑技术研究与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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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开展中水回用、雨水高效回收利用、民用净水设备浓水利用

等城市水资源高效利用技术研发。 

2、支持重点行业清洁化改造技术研究与示范 

鼓励造纸、印染、电镀等重点行业和污泥处理行业开展清洁

化改造技术和装备的研发与示范，关注有毒有害污染物重点行业

开展绿色化工及替代产品、技术的研发与示范。 

3、支持水质监测与改善技术研究与示范 

鼓励开展水环境监控预警技术、面源污染防控技术和设备的

研究，重点关注重污染河流、城市水体生态修复技术、装备的研

究和示范。鼓励突发性水污染应急处理、安全输配等饮用水安全

保障技术和产品的研发。 

4、支持污水处理技术研究与示范 

鼓励开展有机废水高效净化、深度处理及阶梯利用技术与装

备的研究与示范。鼓励开展村镇生活污水低成本、微动力分散处

理技术和设备的研发与示范，重点关注工业园区污水处理技术的

研究与示范。 

5、支持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与示范 

鼓励开展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和建筑废物、废塑料、废橡胶、

废玻璃等高附加值废物的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与示范，关注化工

残渣、脱硫副产物和脱硝催化剂、化业污泥、市政污泥、高毒持

久性有机废物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与示范，鼓励开发秸秆、餐厨

垃圾、畜禽粪便等生物质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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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支持土壤污染防治及修复技术研究与示范 

鼓励开展土壤污染监测预警技术、土壤重金属、有机污染物

源头控制与治理技术、农用地土壤污染和城市污染地块治理技术

研究。 

7、支持大气监测预警技术研究与示范 

鼓励多参数、便携式在线监测技术和设备的研究，重点关注

大数据、无人机技术在大气环境预报预警、应急监测中的应用研

究和环境监测大数据收集、分析和利用的研究与示范。 

8、支持大气污染治理技术研究与示范 

鼓励开展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研究与示范，重点关注多污染

物协同处置技术和设备的研究与示范。 

申报要求：申报单位法人须对所申报内容的真实性和伦理等

负责，自筹经费应合理属实。 

受理与咨询电话：社会发展科技科   电话：5212187 

二、高新技术领域支持重点（填写科技支撑类申请书） 

1、“大智移云”应用 

优先支持大数据、云计算与人工智能技术，支持开发大数据

采集、存储、分析等相关软硬件核心产品和系统；优先支持基于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信息处理、决策分析、预警预报、

数据共享等应用服务平台开发与应用；优先支持网络、通信与新

型电子产品关键技术研究；优先支持物联网与智慧城市建设技术

研究及示范应用；优先支持智能化、小型化、低功耗的北斗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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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授时终端产品及应用系统开发等。 

2、现代制造业 

优先支持工业机器人、专用机器人、新型传感器、数控加工

设备、智能仪器仪表等智能制造装备及其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

优先支持汽车零部件、轨道交通等先进交通装备研发及应用；优

先支持“互联网+制造业”技术，促进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 

3、高性能新材料 

优先支持 AMOLED、石墨烯、碳纤维关键技术及相关产品

研发；优先支持新型面板材料、高效照明材料、高性能封装材料、

大尺寸硅外延材料等电子信息材料研发；优先支持高比刚度、高

比强度、高韧性、耐高温、耐磨损、耐腐蚀等性能的高性能复合

材料研发；优先支持具有特殊结构的高性能有机高分子材料研

发；优先支持新型建筑材料、新型环保材料的研发等。 

4、新能源 

优先提高光伏电池转化效率，支持高能效、低成本光伏产业

化关键技术、柔性光伏电池技术、智能分布式光伏电站运维、电

网安全接入及多能互补系统；优先支持新能源材料关键技术；优

先支持新型智能配电、分布式新能源及智能电网技术；优先支持

新能源汽车电池、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加工、新能源汽车智能

控制以及新能源汽车快速智能充电等关键技术研究等。 

5、科技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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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支持科技研发、技术交易、知识产权、创新创业、科技

资询等科技服务企业和专业机构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开

展研发设计、研发众包、虚拟实验、技术交易、创业辅导、科技

金融等新型服务模式和服务平台建设开发，完善科技成果、科技

人才、知识产权、科学数据、科技文献等信息数据库，开发科技

信息挖掘、信息整合、信息推送、科技管理咨询等新型服务模式。 

申报要求:优先支持高新技术企业、高企后备培育库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承担项目，优先支持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

合作承担项目。项目结题验收将采用专家评审方式。 

受理与咨询电话：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办公室  

电话：5212183 

三、农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支持重点（填写科技支撑类申请

书） 

1.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及高效栽培技术研究 

重点开展优质专用、高产稳产、抗逆抗病虫的农作物新品种

选育及病虫草害预测预报与综合防治、节水节肥节药高效绿色配

套栽培管理、特色粮油产品加工等技术研究。 

2.果树优良品种引进繁育及提质增效栽培技术研究 

重点开展丰产、优质、多抗、耐贮藏、宜加工的主要果树新

品种引进繁育、设施栽培、品质提升、重大病虫绿色防控、质量

检验与追溯及标准化栽培技术集成创新研究。  

3.林木种质资源收集培育及生态修复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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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开展主要造林树种、乡土树种、景观树种、花卉等种质

资源的收集和保存，开展防风固沙林、水土保持林等生态公益林

经营管理及林下经济、林木病虫害防治技术研究。 

4.蔬菜优良品种引进培育、绿色高效栽培及设施与园艺装备

研究 

重点开展兼抗多种主要病害的蔬菜新品种引进培育、工厂化

育苗、绿色高效栽培、贮藏加工、新型大棚和日光温室、设施园

艺装备、互联网+设施蔬菜技术集成等关键技术研究。  

5.畜禽健康养殖加工及污染治理关键技术研究 

重点开展畜禽精准饲养、优质牧草供给及草畜种养循环、肉

类产品加工、集约化养殖污染物治理技术及装备、新型肥料、有

害物质综合防控等关键技术研究。 

6.农业生态技术研究 

重点开展农艺节水、农业面源污染防控、设施大棚退化土壤

改良、污染农田修复与污染物超标农田安全利用、秸秆还田、生

物肥料研制与标准化施用技术研究。 

申报要求：优先支持涉农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

农业科技“小巨人”企业与涉农高校、科研院所联合申报。优先支

持市级以上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主体或园区入驻企业申报，或在

市级以上农业科技园区开展研究示范的项目。 

受理与咨询电话：农村科   5212185 

四、市软科学研究支持重点（填写市软科学类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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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研究 

围绕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分析我市创新体系建设现状，找准问题与薄弱环节，

对标国内外先进经验做法，开展深度理论和实践应用研究，提出

建立廊坊特色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模式、路径、方法与重大举措。 

2.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路径与对策研究 

围绕提高我市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借鉴先进地市新旧动能

转换的经验和做法，研究分析制约我市新旧动能转换的体制机制

障碍，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3.科技引领产业选择对策研究 

紧紧围绕建设“经济强市、美丽廊坊”发展目标和“2+1+5”产

业定位，研究提出我市相应产业发展策略、前瞻布局、支持培育

重点、模式路径与相应产业扶持政策等。 

4.生态保护及环境治理对策研究 

从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的现状出发，对其生态困局的成因进

行反思，从要素保障的角度考察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与修复

的发展路径与基本思路，探索解决京津冀生态环境问题的新体

制、新机制、新政策、新模式。 

5.发展壮大企业主体对策研究 

围绕发展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研

究对比国内外支持政策和保障机制，找出我市制约短板，提出针

对性的改进建议和可落地的方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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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增加全社会研发投入对策研究 

围绕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吸引金融资本和社会资金支持

创新主体科技创新，在支持重大成果转化、实施重大研发项目、

建设研发机构、引进研发人才等方面，研究提出增加全社会研发

投入的重大措施建议。 

7.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对策研究 

围绕加快建设河北京南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石保

廊全面创新综合改革试验区，推进科研机构、高校、企业成果转

化，落实科技成果转化、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收入分配等有关

激励政策，培育发展科技服务机构，研究分析制约我市科技成果

转化的制度性障碍，提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对策建议。 

8.人才引进培育使用政策研究 

系统梳理我市现有人才政策，对比分析与先进地市的人才政

策差距，结合我市实际，研究提出不同创新主体吸引不同类型创

新人才的主要形式、重要载体、管理机制、评价办法、支持政策

以及保障措施。 

9.科技企业孵化育成体系发展对策研究 

围绕完善“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园区”全链条

孵化体系，对标先进地市成功做法经验，研究促进高新区和农业

科技园区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完善综合创新生态系统等可操作

性政策建议。 

10.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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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有科技金融政策进行梳理分析，围绕发展壮大科技金融

服务机构，支持运用新型工具产品，构建科技金融服务链条，强

化资本市场、民间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建立多层次的科技投

融资体系，研究提出重要对策建议。 

11.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围绕如何促进我市知识产权工作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相

融合，提出加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等政策建议。 

12.促进开放创新对策研究  

重点围绕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利用国外创新

资源、聚集国内创新要素、加强科技招商、促进军民科技融合等，

研究提出有关对策建议。 

13.促进创新创业有关对策研究 

围绕进一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进科研领域“放管

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发展、科技服务、

科技文化宣传、创意设计、创新创业生态等，研究提出有关支持

政策和发展对策。 

14.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有关对策研究 

根据市委、市政府改善民生的重大部署，围绕民生改善、脱

贫攻坚、三农问题、公共安全、人口健康、社会治理、公共服务、

促进就业、社会保障等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研究，提出相关意见

建议。 

受理与咨询电话：办公室    521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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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18 年 2 月 11 日印发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None)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Off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1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tru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Preserve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5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None
  /ColorImageResolution 15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40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None
  /GrayImageResolution 15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40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None
  /MonoImageResolution 3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tru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ENU ()
    /CHS ()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sRGB IEC61966-2.1)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UseName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tru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arksOffset 6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72 72]
  /PageSize [325.984 226.772]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