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逯彦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
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要“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
创造、保护、运用”。

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决策部署，明确提出建设支撑和引领
优势明显的知识产权强省的奋斗目
标。前不久召开的省委十届六次全会
强调，“在新一轮创新大潮中，通过市
场机制和政策引导，我们可以直接获
得最优秀的智力支持，可以直接利用
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实现技术应用‘一
步到位’”，这如同给全省知识产权工
作注入“强心剂”。

方向已经明确，道路更加畅通，
只有积跬步，才能行千里。“在新时

代，全省知识产权工作以建设知识
产权强省为目标，以强化知识产权
创造、保护、运用为抓手，用高质量
专利助推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河
南省知识产权局局长刘怀章话语铿
锵。

制度作激励 创造有动力

洛阳轴研科技公司研发生产的专
利“轴承套餐”，成功助力“嫦娥奔月”、

“神十”飞天；宇通客车凭借 2000多件
专利，走出国门蜚声海外；河南弘康环
保科技发明的“包袋法”专利技术中标
国家生态环境部，成为打赢“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战”量化污染排放依据……
数量布局，质量取胜，从量的积累，到
质的飞跃。如今，依靠高质量专利实

现转型升级发展，已经成为我省很多
企业的行动自觉。

一个疑问是：河南如何做到激发
创新活力，让专利创造不仅有“加速
度”，更有“含金量”？

这主要得益于我省对知识产权
工作始终以党建作引领，出政策、强
引导、放实招。自 2016年 10月以来，
我省先后出台了《河南省建设支撑型
知识产权强省试点省实施方案》《河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
识产权强省建设的若干意见》《河南
省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河南省专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河南省专利奖励办法》等一系列
文件，为专利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政策保障。

通过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我省知

识产权工作蹄疾步稳，实现量质齐飞：
2017年全省专利申请量首次突破 10
万件，达到 119243 件，专利授权量首
次突破5万件。今年上半年，全省专利
申请量达到 82215 件，更令人欣喜的
是：企业申请专利超 5万件，占全省专
利申请比例 79.7%，高于全国 12个百
分点，58家企业入选国家知识产权示
范企业、优势企业，192家企业入选知
识产权贯标企业，数量居全国前列。
第一届省专利奖 49项获奖专利中，有
42项来自企业……

在政策激励下，一批“过得硬、叫
得响、数得着”的专利成果不断涌现，
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
的创新型企业崭露头角，知识产权的
强大引擎正在发动，我省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后劲十足。

保护再升级 主体有活力

声势浩大的专利行政执法维权
“雷霆”专项行动，使专利侵权者胆战
心惊；持续不断的互联网电商知识产
权维权行动，使侵权假冒商家无处遁
形；郑州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的成
立，让郑州飞鱼、郑州一诺等河南一批
工业设计企业甩开了膀子，屡获“设计
界奥斯卡”；郑州知识产权法庭的成
立，让许继电器、卫华起重等一批行业
创新的“领跑者”，申请专利的决心更
加坚定……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
新，这既是我省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
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经济增长正在进入‘资源驱动—
资本驱动—技术驱动—知识产权驱

动’的升级版，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
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刘怀章说，

“我们要严格落实知识产权保护的总
体要求，切实加大重点领域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力度，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
权假冒行为，营造保障创新发展的良
好市场环境。”

为了保护创造主体的活力，近年
来省知识产权局开展“严保护、大保
护、快保护、同保护”综合发力。持续
开展“雷霆”“闪电”“护航”知识产权执
法专项行动，形成了打击专利侵权假
冒的高压态势，有效保护和激发了创
新主体的创新创业热情。加大知识产
权 维 权 援 助 力 度 ，助 推 企 业“ 走 出
去”。建成中国郑州（创意产业）快速
维权中心，开通知识产权快速授权、确
权、维权绿色通道。（下转第二版）

知识产权助力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屈芳）“豫酒”吹响转型
攻坚号角已近一年，8月21日，省长陈润儿
主持召开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座谈会，听
取攻坚进展和意见建议，强调要加快推进
企业重组、品牌重塑和模式重建，抓住产
业变革新机遇，集聚经济发展新动能。

会上，省工业和信息化委作了汇报，赊
店、仰韶、宋河、五谷春、杜康等重点酒企和
酒客来、酒便利等酒商代表分别建言，有关
部门和相关市分管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陈润儿在座谈中说，河南是全国重要
的白酒生产、消费和文化大省，但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突出体
现在企业规模小、市场占有低、税收贡献
小。省委、省政府根据河南的产业基础、市
场需求和结构特点，将白酒业作为12个转
型攻坚重点产业之一强力推进，一年来呈
现出产量、销售、税收“三增”的良好态势。

陈润儿在肯定白酒业转型发展“信
心坚定、目标明确、推进有力、成效初显”
的同时指出，要清醒认识到，产业转型是
一个艰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紧
盯目标、锲而不舍、持续发力。他提出，
要在三个方面进一步着力：

一要抓住产业变革机遇。当前正处
于世界产业变革的机遇期，创新资源广
泛覆盖、技术替代速度加快、企业成长周
期缩短，产业变革带来新产品的个性化、
新业态的融合化、新模式的多元化，要增
强机遇意识、强化责任担当，以时不我待
的紧迫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二要扭住转型升级重点。要加快企业
重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补齐规模发展“短
板”；要着力品牌重塑，按照企业共生、利益共
享、市场共荣原则，精心培育、共同呵护企业
品牌；要注重模式重建，创新营销模式，着力
健全生产、销售同频共振的发展共赢机制。

三要改善优化营商环境。要推进保护
企业产权、扩大营销宣传、加大资金投入

“三措并举”，强化部门联动和政策支持，凝
聚政府、企业和社会合力，为全省白酒产业
做大做强做优提供良好环境支撑。

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满仓出席
座谈会。③4

□本报记者 孟磊 孟向东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张中坡

从郑州去南阳，入境第一站是哪
儿？历史名县方城！

方城在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这
里历史悠久，人文厚重，是中华曾氏祖
根地、法圣张释之故里、使圣张骞封侯
地。如今的方城也是荣誉等身，是全
国粮食生产先进县，近年又先后摘取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县、国家园林县城、
国家卫生县城三个国家级金字招牌。

但十几年前的方城远没有现在风
光。“东关没水，西关停电,财政局没
钱，粮食局没面”，幽默的老方城人还
将诸般尴尬编成了“段子”。

时光荏苒，现在的方城县让人刮目
相看：看外表，白天绿荫满城，晚上花灯
璀璨；看数据，县域经济在增强、城市形
象在提升、百姓生活在改善。方城像一
匹黑马，在南阳市各县市区中脱颖而
出，多项指标名列前茅。但方城也没有
变:农业大县、人口大县、省级扶贫开发
重点县，仍是绕不开的“三座大山”。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
不富，决定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质
量，作为传统农业大县，面对乡村振兴
这篇大文章,方城县如何落笔作答?

党 建 破 题 给 钱 给 物
不如给个好支部

券桥镇三间房村是个没有自然村
的“光杆”行政村，其中缘由，让人啼笑

皆非。该村原也是自然村，由于村里长
期没有“主心骨”，人心涣散，村组事务
处处受阻，百姓层层信访，成了当地有
名的信访专业村、省定贫困村。邻庄的
村民不愿与之为伍，将其踢出了“群”。

“村里近10年没有村支书，眼看着
别的村路修了，房盖了，只有我们这道
路坑洼不平，环境差得连镇上卖馍的
都不愿意来。”村民杜国路说。

2018年年初，方城县三级干部大
会上，女支书王凤玲领回了“十佳党支
部”的牌子。这是10年来，三间房村拿
到的第一个荣誉。

“这个荣誉是我们村用两年的阵
痛换来的。”王凤玲告诉记者，2017年
她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结束了该
村近10年没有“领头羊”的局面。

做村支书难，一根针头顶千条线；
做女村支书更难，柔弱的肩膀要能扛

得起大事小情；而做一个软弱涣散村
的女村支书难上加难，上任俩月王凤
玲瘦了17斤，偷偷掉了多少泪，她已经
记不清了。

上任之初，王凤玲带着村里 19个
党员立下规矩：集体事务四议论两公
开，村民代表全程参与。村“两委”班
子换届，群众投票投谁是谁，改变原来
事事党员干部关起门来定的恶习。

“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秤，称得出党
员干部几斤几两。”王凤玲说，去年 4
月，村里争取到交通扶贫项目改扩建村
里道路，党员干部挨家挨户动员，遇到
人去外地打工，他们开车几百里到外地
逐人解释，一个个钉子户理通气顺。

如今，昔日荒废的坑塘成了文化
广场，崭新的水泥路通到各家门口，遇
上烦心事，党群服务中心随时有党员
干部“恭候”。

人心齐，泰山移。今年5月，方城县
召开誓师大会，今年要全县脱贫，三间房
村也要让最后25户贫困户“摘帽”。

“我们已经跟云阳公司签订了合
作协议，在村里建设粮仓，发展粮食深
加工，让老百姓的粮不但能销得出去，
还要提高附加值。”王凤玲告诉记者，
她理解的乡村振兴就是兜里有钱、住
得舒坦、行得顺当。下一步主要任务
是发展产业，让村民有稳定致富渠
道。她自己身先士卒种了 30 亩黄花
菜，准备试种成功后向全村推广。

三间房村只是方城县大力加强基
层党建的一个缩影。像三间房一样的软
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方城县过筛子般筛
出了56个，软硬件投入不足、“两委”班
子待遇低、党支部书记责任意识差……
一系列问题在排查中暴露出来。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方城县
委书记褚清黎认为，基层组织是实现乡
村振兴战略的最小细胞，激活了基层组
织，乡村振兴才有不竭的动力。从强健
基层党组织开始，方城对软、弱、涣、散
基层党组织多管齐下：配强村“两委”班
子，投入 5000万元实现党群服务中心
全覆盖，提升村“两委”班子待遇，压实
县乡村三级党建责任，使基层党组织成
了乡村振兴中的战斗堡垒。特别是自
2014年起，褚清黎每年都要为全县557
个村的村支书们上3到 4次党课，在方
城被称为“三级干部大会”。从第一次
提出“我当支书干什么？”到县里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产业发展方向，虚实结合，
效果竟然超乎预期。

“原本以为是给压力，后来发现更
多的是关心、是指导，不知不觉做一个
村支书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噌噌地往上
蹿。”王凤玲说。

（下转第六版）

本报讯（记者 樊霞）记者 8月
21 日从省财政厅获悉，我省第二
批地方政府债券 349 亿元近日成
功发行。今年以来我省共发行政
府债券 789.4 亿元，将充分发挥稳
投资、补短板的积极作用。

第二批地方政府债券为我省
首批专项债券，采用公开招标方式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其中，一
般债券 91.1 亿元，均为 5年期，中
标利率 3.37%；棚户区改造专项债
券124.6亿元，均为 5年期，加权利
率 3.75% ；土 地 储 备 专 项 债 券
133.2亿元，其中 3年期 16.2亿元，
加权利率 3.36%，5年期 117亿元，
加权利率3.84%。

此次政府债券的发行继续得
到了各类承销团成员大力支持，投
标量累计达1123.8亿元，整体认购
倍数达3.22倍，意味着各方对我省
经济发展、财政实力及政府信用的
高度认可。“本批债券资金主要用

于易地扶贫搬迁、棚户区改造、土
地储备等重大公益性项目。”省财
政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我省6月份已采用公开

招标方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发
行首批地方政府债券 440.4亿元。
其中，新增债券397.4亿元，偿还类
债券 43亿元。新增债券资金主要
用于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
农林水利建设等重大公益性项目。

另据省统计局发布的经济运
行半年报显示，我省今年上半年固
定投资稳中趋缓，其中工业投资同
比下降0.5%，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
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均有回落。“债
券发行为的是充分发挥重点项目
资金保障作用，债券资金早到位，建
设项目就能够及时得到资金支持。”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谷建全
说，加快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正是我
省根据经济运行形势发挥积极财
政政策的具体体现。

据悉，省财政厅下一步将及时
拨付债券资金，尽早发挥专项债券
对稳投资、扩内需、调结构、补短板
等的积极作用。③8

□丁新科

老子曰，有无相生。经济

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说到

底是如何处理好“有”和“无”的

关系。

创 办 于 郑 州 的“UU 跑

腿”，短短几年业务遍及全国

137个城市；河南众品依托鲜易网，打造全国领先

的生鲜食材企业间电商交易平台……这启示我

们：既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无中生

有”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又要促进互联网

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有中出新”改造传统产

业。“无中生有”让增量崛起，在新产业的蓝海，各

地处于同一起跑线，我们完全可以后来居上。“有

中出新”抓好存量变革，传统产业红海竞争激烈，

嫁接动能可让“老树发新枝”。“无中生有”与“有中

出新”殊途同归，都必须弘扬创新精神，瞄准先进

生产力矢志创新，才能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让新业态迸发强大生命力。

新一轮科技革命正重构创新版图，人口红利在

渐渐退去，“工程师红利”却在日益凸显，变中有机，

时不我待，只要抓住机遇善作善为，河南就一定会

涌现更多“UU跑腿”和鲜易网。3

本报讯（记者 栾姗）8 月 21日，
记者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获悉，
该公司成功完成参股加拿大 GIC金
融集团附属证券业务平台公司。这
是继中原证券设立香港子公司后，又
迈出进军北美市场的国际化新步伐。

据了解，中原证券此次参股是经
中国证监会备案、由旗下香港子公司
中州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州国际”）完成的，参股比例
9.9%。加拿大 GIC金融集团是一家
北美金融服务集团，拥有加拿大和美
国证券经纪、基金管理、财富管理、投

资银行、投资顾问等主要证券业务牌
照。双方此次合作打通了河南企业联
系北美资本市场的证券业务通道，并
有利于引进加拿大高新技术企业进入
河南，更好地服务我省实体经济发展。

近年来，我国金融证券企业纷纷
加大对全球资本市场的业务拓展力
度，以香港为基地进入欧美发达经济
体。中原证券2014年6月成功在香港
上市后，很快筹划设立了香港子公司
中州国际，目前已拥有香港市场经纪、
投行、资管、期货等主要业务牌照，打造
了较为完整的国际业务链条。③4

——记者蹲点

乡村振兴的“方城实践”

二郎庙镇万亩花海不仅成为旅游景点，更是当地的富民产业。⑨6 王跃奇 摄

“无中生有”
与“有中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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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第二批政府债券成功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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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设立香港子公司后，又进军北美市场——

中原证券参股
加拿大GIC金融集团附属公司

今年以来
我省共发行
政府债券
789.4亿元

789.4
亿

本批债券资金主要用于
易地扶贫搬迁、棚户区改
造、土地储备等重大公益
性项目。

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

09│民生新闻

办理目录中的各类事项，企业和群众均可通过河南政务服务网（www.

hnzwfw.gov.cn）提出申请，实现“一次登录、全网通办”。只要申请材料齐全、符

合规定，从申请到办结全过程，申请人只须到办事窗口上门一次，甚至零上门。

我省公布第一批“一网通办”前提下“最多跑一次”审批服务事项目录

政务上云端 办事不作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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