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发布2017年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 每万人拥有发明专利5.09件

“给高铁装上强大心脏”摘中国专利金奖
本报4月19日讯 4月26日

是第18个世界知识产权日，今
年的主题为“倡导创新文化 尊
重知识产权”。

今日上午， 省政府新闻办
举行新闻发布会， 正式发布
《2017年湖南省知识产权保护
状况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
书》），从知识产权强省建设、产
出增量提质、行政保护力度、司
法保护、保护机制、保护氛围、
人才队伍建设与对外合作这几
个方面入手， 全面反映湖南省
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全年有效发明专利3.5万件
每万人拥有5件多

牵引传动系统作为高铁车
辆的“心脏”，为列车提供动力。
PWM调制则被誉为“心脏瓣
膜”，其通过控制IGBT功率器件
的开通/关断实现能量的流动和
转换。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
所有限公司的“一种三电平双
模式空间矢量过调制方法及其
系统”发明专利，作为中国高铁
牵引传动系统的核心专利，实
现了中国高铁牵引传动系统控
制技术的全球引领， 并已成功

应用于轨道交通、冶金轧机、船
舶推进等高端传动领域， 累计
实现销售产值328亿元。

《白皮书》显示，在第十九
届中国专利奖评选中， 湖南获
金奖3项、优秀奖19项，“给中国
高铁装上强大心脏” 的发明专
利摘得金奖。 省知识产权协调
领导小组副组长、 省知识产权
局局长段志雄介绍，2017年全
省申请专利77934件， 授权专
利37916件， 全省自愿登记作
品 4591件 ， 同比分别增长
27.85%、9.60%和5.73%。 截至
2017年底，全省有效发明专利
拥有量34774件， 每万人有效
发明专利拥有量5.09件， 同比
增加0.98件。

据介绍， 去年全省共申请
商标注册138400件，核准注册
商标数66897件， 新增注册地
理标志商标8件，新认定驰名商
标9件，新申请马德里国际商标
93件。 全省累计有效注册商标
总数319766件。

查处侵权假冒案2.8万件
涉案金额6亿元

随着专利权利主体越来越

多， 侵权的现象也呈现多发态
势，判赔标的也越来越大。2017
年，知识产权行政和刑事司法保
护力度持续加大。 行政保护方
面，全省行政执法机关共查处各
类侵权假冒案件28585件，涉案
金额高达6.0565亿元，向公安机
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282件。

开展多项专项行动
涉案金额达5.2亿元

“2017年，省公安厅治安总
队与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开展
战略协作，借助大数据优势，不
断提升侵权假冒违法线索发
现、收集、甄别、追溯及处置能
力，破获的永州特大假冒LV皮
料案、 娄底和衡阳特大假冒减
肥药案，3起案件均入选阿里巴
巴2017年十大典型打假案件。”
《白皮书》 显示，2017年全省公
安机关开展“打假利剑”“云端
2017”“剑网2017” 等专项行
动， 共侦办侵犯知识产权和制
售假冒伪劣商品刑事案件468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179人，涉
案金额达5.2亿元。

■记者 陈舒仪 刘镇东
通讯员 周闯 徐显

延伸本报4月19�日讯 为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
加快解决饮用水水源地突出环
境问题，经国务院同意，原环境
保护部、 水利部联合要求各省
组织开展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

记者今日从省环保厅了解
到，年初以来，全省对县级饮用
水水源地环境问题开展排查，
共排查出重点问题163个。下一
步，将按照《水污染防治法》等
法律法规要求， 对县级饮用水
水源地内存在的环境问题限期
整治到位。

■记者 和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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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9日讯 近日，省地
质灾害应急中心、 省气象台在长
沙联合召开2018年湖南省地质
灾害趋势预测研讨会。专家表示，
5-7月是我省地质灾害相对频发
的时段， 今年我省突发地质灾害
预计总体将比常年平均水平略偏
少， 但局部强降雨山地丘陵地区
可能加重，地质灾害以小型滑坡、
崩塌、泥石流为主。

省气象台中短期科首席预报
员分析称， 今年我省汛期（4～9
月）总降雨量预计将北多南少，其
中湘中及以北地区偏多一成左

右，其他地区偏少一成左右，雨水
集中期出现在5月中下旬及6月中
下旬。

根据气象预报。4月19日-23
日， 湖南将经历一轮持续性强降
雨天气过程，其中湘西、湘中及以
北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
暴、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为
做好此次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
灾害防范工作，4月18日， 省国土
资源厅向岳阳、怀化、张家界、常
德、益阳派出五个应急督导组，督
查当地开展应急防灾工作。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秦梦

本报4月19日讯 在芙蓉
区东湖街道韶光社区服务中心
西面， 三栋已经被围挡起来的
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老房子
充满了岁月的气息。 社区不少
居民以为， 等待他们的将是被
拆掉的命运。 然而记者从社区
了解到， 这几栋老建筑将老树
开新花， 改造成舒适的康养中
心。

韶光社区属于典型的单位
型社区， 是从原国有改制企业
韶光微电子厂家属区接管而
来。社区负责人介绍，社区总人
口3100人，其中80岁以上的60

余人，60�岁以上750人，子女大
多在外工作。

该怎么更好地服务这些退
休职工， 切实让他们享受到家
门口的养老？韶光社区实施社区
环境和建筑微改造，引进医养机
构， 打造医养结合的康养中心，
打通社区养老最后一公里。

“能做到‘微创手术’的就
不要做‘大手术’，尽可能多保
留一些老城区的记忆。”湖南大
学建筑学院景观设计系主任叶
强介绍， 这些建筑风貌保存完
整， 清水红砖工艺老房子经历
岁月的洗礼， 保存了该社区的

历史记忆， 是一笔值得珍重和
保护的历史遗产。

“虽然是老建筑，但建筑质
量并不比当下一些新建筑差，
甚至还要好。”叶强说，规划设
计以尊重社区历史、 激发社区
活力为目标， 以空间环境提质
整合、整体风貌保护延续、功能
配套完善更新为原则， 对基地
环境、建筑和设施进行微改造，
“最大的难点在于老建筑与现
在的建筑规范功能不相适应，
不过通过重新设计改造， 既能
保留原貌，也能保证安全。”

社区负责人介绍，改造后，
新设养老床位125床，将建设成
为新型的医养结合的综合型康
养中心， 创造有温度的城市社
区。 ■记者 李成辉

老建筑做“微创手术” 将成社区康养中心

本报4月19日讯 两个月内
不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义务的
“老赖”，将被公安、银行、铁路等
多部门联合惩戒， 不能贷款、出
国、乘飞机、坐高铁，如果规避、妨
碍和抗拒执行，“老赖” 还将被罚
款、拘留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省
高级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严
厉敦促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义务的通告》，敦促规
避和抗拒执行人员依法主动履行
义务， 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
权益。

通告称， 凡在湖南省三级法
院立案执行但未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所确定义务的自然人、 法人及
其他组织等被执行人， 应当在通
告公布之日起2个月内自觉到负
责执行的法院如实申报财产，依
法履行义务，接受、配合法院的强
制执行，不得规避、妨碍、抗拒。

被执行人主动履行完毕的，
法院将对案件予以结案， 并按照
规定程序屏蔽执行案件信息。在
规定日期内不主动履行的被执行
人， 法院将依法将被执行人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也就是“老
赖”名单，并会同公安、工商、银
行、不动产、航空、铁路等部门进
行联合信用惩戒， 采取限制或禁

止“老赖”贷款、投资、办理信用
卡，禁止出国、出境、乘坐飞机、列
车软卧、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
位、 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
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
费行为、在星级酒店食宿、旅游度
假等惩戒措施， 直至其全部履行
义务为止。

被执行人在规定日期内不自
觉履行义务，规避、妨碍和抗拒人
民法院执行的， 人民法院将依法
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涉嫌
构成妨害公务和拒不执行人民法
院判决、 裁定犯罪行为的被执行
人， 人民法院将依法移送公安机
关立案侦查， 依法追究被执行人
的刑事责任。

通告提醒， 申请执行人应积
极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 并充
分行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赋予的
提起刑事自诉的权利， 最大限度
地保护自身利益。 同时欢迎社会
公众踊跃举报被执行人的财产线
索和下落， 监督限制被执行人的
消费和经营行为， 人民法院将视
案件执行情况对举报人予以适当
奖励，并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陶琛

两月不履行义务，“老赖”将被联合惩戒
省高院发布通告，敦促“老赖”自觉到法院如实申报财产，配合法院强制执行

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环保专项行动
全省排查出重点问题163个

5月至7月是地质灾害相对频发时段
山地丘陵区、建设工程区是防范重点

长沙开始声环境质量
夜间监测

本报4月19�日讯 今天，记
者从长沙市环保局了解到，4月
17日，长沙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开
始进行“十三五”声环境质量夜
间监测。夜间监测时段为夜间22
点至次日清晨6点， 包括声环境
区域噪声监测点位124个、 交通
噪声监测点位82个。

据悉，该工作在每个五年计
划的第三年春秋季开展，将为分
析掌握长沙市声环境整体质量
及其变化趋势提供重要支撑。

■记者 和婷婷

改造效果图。

韶光社区服务中心旁边， 这栋
1958年的老建筑即将被打造成舒适
的康养中心。 记者 李成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