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链接新闻

本报2月2日讯 昨晚，长沙市
开展了蓝天保卫战第7次督查行
动。据了解，此次督查由市环保局
牵头组织，联合市委督查室、市住
建委、市城管局、市公安局、属地
政府、 省市主流媒体组成4个督
查组集中开展综合督查， 重点针
对中心城区在建工地、道路扬尘、
餐饮油烟、“渣土车、 混凝土搅拌
车、运砂车”三车管控情况，打击
突出环境领域的违法行为， 保障
全市大气空气环境质量。

岳麓区学士街道建业水泥搅
拌站：检查发现，运洗砂原料车未
经冲洗直接上路， 部分原料堆未
覆盖， 岳麓区城管局现场将该车
扣押进行调查处理， 责令该搅拌
站立即整改； 在高新区雷锋镇黄
桥大道与毛屋路交界处发现垃圾
焚烧现象， 督查组督促高新区作
后续处理。

天心区和雨花区设置的“三
车” 管控拦截点： 发现107国道
（远征驾校旁） 有运洗砂原料车、
混凝土运输车未经冲洗直接上
路， 天心区交警部门拦截开展调
查， 督查组将现场交天心区蓝天
办协相关部门处理到位。

芙蓉区：发现马坡岭街道新安
小区对面飞旺建材批发直销点场
内道路未硬化，裸土未覆盖，扬尘
管控不到位，现场将其交至芙蓉区
蓝天办协相关部门处理到位。

开福区： 发现一台冒黑烟砂
石车， 现场立即按程序交交警部
门进行处理； 发现一台砂石车违
规拖拉铲车并沿路洒落砂石污染
路面， 当即交开福区蓝天办联合
执法队伍进行处理。

■记者 和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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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2日讯“保持房
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连续性和
稳定性， 坚持调控决心不动
摇、政策方向不改变、力度不
放松。” 今天召开的全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指出，坚
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的定位，今年我省将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
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深化住房制度改革

今年我省将加快建立公
租房、限价商品房、普通商品
房并存的多层次住房供应体
系。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通过金融、财税支持政策，支
持专业化、 机构化住房租赁
企业发展； 鼓励住房租赁消
费，积极推进租购同权，适时
提高住房公积金租房月提取
最高限额； 出台公租房租赁
补贴政策， 根据保障对象情
况和地方经济承受能力逐步
扩大租赁补贴范围。 省住建

厅厅长鹿山说， 支持合理的
住房需求， 长沙等省内房价
较高的城市， 要建设一批限
价商品房， 满足中低收入家
庭的住房刚性需求。

坚决抑制投机炒房

省住建厅要求， 长沙等
已出台调控政策的城市要严
格落实现行调控措施， 坚决
遏制投资投机性需求。 房价
上涨压力较大的其他市县，
要严格住房公积金提取、贷
款政策， 并考虑适时推出调
控举措。 省住建厅将加强部
门联动， 配合金融部门加强
资金管控， 防止资金违规进
入房地产； 配合国土部门改
进土地供应方式， 提高租赁
住房、 限价商品房的供地比
例。 省住建厅将力争今年年
底前，建成集监管、服务、市
场、 交易为一体的省市县共
用的房地产监管平台。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周琳

2月2日，2018年湖南省知
识产权局局长会议在长沙举行。
记者从会议上获悉，2017年我
省专利申请达77934件，万人有
效发明专利拥有量5.09件。省知
识产权局局长段志雄透露 ，
2018年全省知识产权系统将扎
实推进“建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风险补偿资金池”等五件实事。

2017年 ， 全省专利申请
77934件， 发明专利申请31365
件，同比增长27.85%和41.92%；专
利授权37916件， 发明专利授权
7909 件 ， 同 比 增 长 9.60% 和
10.03%；有效发明专利34774件，
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5.09
件。此外，还获得了第十九届中国
专利奖22项，其中金奖3项，连续
两年获得全国20项金奖中的3项。

段志雄指出，2018年全省
知识产权工作的主要预期目标
是专利申请量超9万件， 发明专
利申请量力争超过4万件， 万人
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6件 ，

PCT申请增长率12%以上；专利
权质押融资额超过20亿元；专利
综合实力保持全国前10位。

虽有成就，但也有不足。
区域发展、 企业发展不平

衡。目前长株潭有效发明专利量
占全省的77.6%， 区域发展不平
衡。企业发展也不平衡，中联、三
一等排名前十企业的有效发明
专利达5142件， 占全省3821家
企业的24%。

指标数据有一定的差距。目
前我省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
量5.09件，全国是9.8件。同时，我
省的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和优势
企业、贯标认证企业、专利质押
融资额等数据，与支撑型强省的
平均水平都还有一定的差距。

此外，我省还存在知识产权
数量和质量与创新实力、产业发
展要求不相匹配；专利行政执法
力量薄弱、力度偏软、影响力和
威慑力不够等问题。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周闯 刘曼

去年湖南专利申请7.7万余件
今年做好5件事 力争专利综合实力保持全国前十

2018年，我省知识产权体系
将扎实推进年度5件实事， 强化
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

●开展“五个100”项目专利
服务年活动。深入开展大调研活
动，摸准需求、建立台账，精准服
务项目建设和创新人才。

●开展高校知识产权中心
试点工作。采取政府引导、市场
化运作方式，整合资源，建设一批
各具特点的集运用、保护、管理于
一体的高校知识产权中心。 目前
计划遴选3个左右高校试点，促进
高校知识产权的转化运用。

●建立省级知识产权质押
风险补偿资金池。 采取政府主

导、风险共担和市场化运作的方
式，建立不低于2000万元的省级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资
金池，引导各地各类资金投入到
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中。“以前都
是补贴利息，或者补贴认证等费
用，这个资金池建立后，直接补
贴本金。”段志雄局长透露。

●推进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一
体化建设。完善诉调对接机制，构
筑健全维权援助工作网络， 实现
快速维权、精准维权、有效维权。

●开展专利行政执法办案质
量提升行动。建立专利调查分析师
制度，选取2至3个市州开展试点，提
升案件办理的效率及准确性。

建立知识产权质押风险补偿资金池

全省住建会议定调2018楼市 力推“租购并举”,坚决抑制炒房

限价房、租赁房供地比例将提高

针对我省不少城市总体
规划将于2020年到期的情
况， 省住建厅已拿出修编工
作计划， 省政府新一版城市
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方案也即
将下发。

据了解， 新一版总体规
划编制不同于以往技术修
改， 而是以城市规划为“龙
头”，以“多规合一”为路径，
构建空间规划体系， 重构政
府行政审批流程， 推动政府
职能转变， 促进政府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省76个城市总体规划
将于2020年到期， 急需启动
新版修编；24个城市总体规
划将在2030年到期， 大部分

也提出了修改要求。 会议要
求， 推动新一版总体规划编
制前期工作， 各地今年要全
面分析和评价资源禀赋、生
态环境和发展水平， 明确城
市战略发展定位， 推动外延
扩张型规划转向内涵型规
划；长沙市要在全国、全球发
展格局中找准定位， 突出省
会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
市定位。 同时， 各地要建立
“上下联动、规委牵头、部门
协作”的协调机制，党委、政
府一把手要亲自抓规划，实
现“共同规划、开门规划”，把
总体规划的编制变为市民共
建共享共治城市的过程。

■记者 陈淦璋

四个督查组出动
护卫长沙空气质量

我省启动新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

2月2日上午，长沙县开元中路板仓路口，小志愿者在引导市民按红绿灯指示通过斑马线。当天，该县青年志愿者
协会组织100余名青少年志愿者走上街头，开展文明劝导活动，增强市民文明、安全出行的意识。 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