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4月 25日，三门
峡市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救助
中心，记者见到环志为“C76”的白天
鹅正在池水里怡然栖息。“这只就是
这次迁徙途中受伤的天鹅，我们刚刚
从山西省汾西县营救回来。”三门峡
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站长高如意说。

高如意介绍，4月 22日下午，他
接到汾西县野生动物救助站的电话，
说他们那里发现一只戴着“C76”环
志的受伤天鹅，通过查询得知“C76”
为三门峡市所佩戴的环志。4月 23
日一大早，三门峡市野生动物救助站
派人驱车赶往汾西县。

原来，今年 3月这只天鹅在三门
峡佩戴环志“C76”后，随着“大部队”
开始北迁西伯利亚，途中受伤落单，
最后降落在汾西县对竹镇对竹村村
民李香记的玉米地里。70岁的李香
记 3 月 29 日发现了这只天鹅，便将
它带回自己家中疗伤，同时把情况报
告给了当地公安部门。汾西县野生
动物救助站通过追踪器，确定为之前
在三门峡上过环志的白天鹅，便通知
了三门峡市野生动物救助站。

“‘C76’接回三门峡后，经检查
发现翅膀尖有外伤，医务人员对其进
行了治疗，目前天鹅精神状况良好。”
高如意说。③6

□本报记者 陈慧

主角是只小鸭子，这可不是咱印
象中的小黄鸭，人家的大名叫青头潜
鸭，能潜水，还会飞。

为啥给它起名呢？听它说说吧！
大家好，我是小鸭鸭。身份有点

特殊，我是国内首例经人工辅助出生
的青头潜鸭。

我住在封丘县陈桥镇东湖黄河湿
地，再过几天，我就到龄要被放归了，
现在还没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大家帮
我取好吗？

你们可能对我还不太了解，我们
青头潜鸭是比国宝大熊猫数量还少的
鸟，目前全球数量不到 1000只，成熟
个体不超过700只。

在 2012年，我们被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2019年，我
们在中国之外的野生个体数量大概仅
剩 20只，中国对于我们家族的存亡起
着决定性作用呢。

幸运的是，我在河南出生了，我的
家族也都很喜欢河南。在这里，已经
确认了 8处我们的栖息地，也是我们
的重要繁殖地。

这多亏了养我的“爸爸”，一个被
称为“鸟痴”的人——郑州师范学院生
物学教授、郑州自然博物馆馆长李长
看，我就是他研究孵化的“作品”哦。

2012年，“长看爸爸”第一次在中牟
雁鸣湖邂逅了我们青头潜鸭，此后8年
里，他就一直保护我们，还对我们家族成
员的分布及变动进行了持续监测研究。

他观察到，8年间，我们在河南有
连续分布的记录、较为稳定的种群、
132只最大观测种群。他得出研究监
测结果：近年来，我们在河南省域的
分布区域、种群数量整体呈缓慢增长
状态，不过，极危状况依然没有改变。

这是为什么呢？除了人类干扰、
栖息地减少、天敌威胁外，一个主要原
因就是生崽成功率太低了！

在我住的陈桥镇东湖黄河湿地，
青头潜鸭“男女”比例约为3∶2，不仅找

对象难，生育率也不高。“长看爸爸”对
7个巢监测发现，69枚卵仅孵出 26只
小鸭，孵化率为37.68%。

而且我们生性胆小，一有风吹草
动，就会弃巢而去。看到被“鸭妈妈”们
放弃的蛋，“长看爸爸”和工作人员都很
心疼，于是就想到了人工辅助孵化。

一开始，他们把孵化任务交给了
郑州一个鸟园里正在育儿的火鸡，“长
看爸爸”总担心火鸡个头大把蛋压
碎。后来碰巧一只赤麻鸭坐巢，就把
蛋混进去了。

去年 6 月底，两只小青头雏鸟出
壳，不敢再“糊弄”赤麻鸭，“长看爸爸”
就赶快把雏鸟拿走喂养了。养到 120
多天，眼看壮实了，又把小鸭送回陈
桥。其中一只小鸭就是我。

刚到陈桥镇东湖黄河湿地时，负责
人刘东洋哥哥专门为我们俩鸭鸭开了

“包间”，想观察一段时间再放飞。没想
到，刚住进去的第一天，另一只小伙伴
就调皮捣蛋逃走了。怕我太孤单，刘哥
哥还买了 2只人工养殖的绿头鸭陪我
（不过他俩是情侣，我还是有点酸）。

总体说，我的生活还是很惬意的，
身体也棒棒的，喝喝水晒晒太阳吃吃
鱼虾就是我的日常。

过几天，我就要离开这里到大自然
去了，其实“长看爸爸”还有刘哥哥他们
很舍不得我，但还是觉得大自然才是我
的家。不过，我脚上很快会装上GPS，不
管飞到哪里，大家都会知道我的情况的。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话，就给我取
个特别的名字吧，说不定将来我们会
遇见哦！

“长看爸爸”说，大家可以天马行
空大开脑洞，注意两点即可：别太长，
两到四个字即可；还有就是，人家是只
雄鸭，太柔美婀娜的名字，出去要被小
伙伴笑话的。

起名时间为 4月 26日至 28日，大
家可在河南日报微信、微博、客户端留
言，谁起的名字最终入选，将会有一个
专属福利——我回归大自然后，会第
一时间私信你我的踪迹哦。③6

在线等，挺急的

“大家帮我起个名吧”

豫晋联手

救受伤白天鹅“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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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3日至 26日版
权宣传周期间，河南多地
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在学
校、广场、机关单位、企业
等场所开展丰富多彩的版
权普法宣传活动。漯河
市、商丘市在本地报刊整
版刊登版权宣传公益海
报；濮阳市、新乡市在本地
广播电视台连续数天播放
版权保护宣传片；郑州市、
周口市在市区繁华商场电
子屏滚动播放宣传版权保
护的公益片。全省各地多
渠道、多角度开展版权宣传
工作，引导版权保护正面
舆论，营造出版权保护良
好氛围。③5 （焦艳娜）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记者从 4
月 23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2019 年全省法院通
过加大民事侵权判赔力度，合理分配
举证责任，创新司法机制，着力解决
知识产权保护中“赔偿低”、维权“成
本高”等问题，依法打造公平守信的
营商环境。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2019年，全省法院受理各类一审知识
产权案件11623件，同比增长34.7％，
结案10381件，审结率89.31％。从分
布上看，案件较为集中地发生在郑
州、洛阳、新乡等地区，其中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受理一审案件占全省总
数的 48.7％。案件类别上，商标权、
著 作 权 纠 纷 占 比 大 ，小 标 的 案 件
多。2019 年，全省法院新收一审商
标权、著作权纠纷案件 7939件，占全
部新收一审知识产权案件的 84.3％，

其中 71.53％的案件标的在 10 万元
以下。

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严厉制裁侵权行为。对于恶意侵权、
重复侵权、群体侵权和以侵权为业
者，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对于造成
严重恶劣影响的侵权行为，依法从高
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

据介绍，在一些案件中，维权成
本高影响了权利人的维权积极性。
为降低维权成本，我省法院创新司法
机制，建立完善知识产权跨域诉讼服
务体系，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就近在
全省任何一家法院向全国任何一家
法院提交跨域立案材料。2019 年 8
月 22 日，全省法院开通移动微法院
小程序，涵盖网上立案、诉讼交费、案
件查询等 9种便民功能，当事人可以
随时随地通过手机办理立案，还可以
免费进行线上调解和司法确认。③5

根据中央文明办《关于做好
2020年度“新时代好少年”推荐工作
的通知》精神，河南省文明办、省教育
厅、团省委、省妇联、省关工委联合在
全省未成年人中开展了“新时代好少
年”学习宣传活动，选树一批向上向
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
未成年人先进典型。经过逐级推荐、

认真审核、评委会评审，推出 10名
2020年河南省“新时代好少年”候选
人。现将人员名单予以公示（附后），
公示期为4月27日—5月1日，如有
不同意见，请及时向省文明办反映。

电话：0371-65903348
河南省文明办

2020年4月27日

全省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加大

提高赔偿数额 降低维权成本

2020年河南省“新时代好少年”
候选人名单公示

路子宽 男 11岁 辉县市百泉镇西井峪小学
李承泽 男 12岁 郑州市第八中学
肖乃军 男 16岁 商城县上石桥镇第二初级中学
王翛然 女 11岁 郑州市伊河路小学
冯之瑗 女 16岁 河南省实验中学
王泯燃 男 15岁 鹤壁市山城中学
周沐卉 女 11岁 濮阳市实验小学
黄籽恬 女 13岁 洛阳外国语学校
赵张睿 男 12岁 沁阳市实验小学
岳昊然 男 10岁 平顶山市新城区湖光小学

2020年河南省“新时代好少年”
候选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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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4月26日电 武汉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 26日下午发布消息
称，武汉市肺科医院77岁的新冠肺炎
患者丁某第二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
性，临床症状解除，达到出院标准。至
此，武汉市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清零。

当日下午在北京举行的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
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也介绍说，
经过武汉和全国援鄂医务人员的共
同努力，至 26日，武汉在院新冠肺炎
患者清零。

截至25日24时，湖北全省累计报
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68128例，累计
病亡4512例，治愈率约93.38%，病亡
率约6.62%；其中武汉市累计报告确诊
病例 50333例，累计病亡 3869例，治

愈率约92.31%，病亡率约7.69%。
湖北和武汉是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的决胜之地。武汉胜则湖北胜，
湖北胜则全国胜。湖北省现有确诊
病例从最高峰 2月 18日的 50633 例
（武汉38020例），到4月 14日湖北除
武汉以外病例清零，4月 21日武汉病
例降至两位数，再到 26日在院新冠
肺炎患者清零……湖北省、武汉市新
冠肺炎医疗救治工作取得阶段性重
大成效。

“这是历史性的一天，终于盼来
了这一天！”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
医院危重病研究室主任尚游说。

此前的4月 24日，湖北省及武汉
市所有新冠肺炎重症病例实现清零，且
连续20多天无新增确诊和疑似病例。

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清零

上图 刚出生2天的青头潜鸭。⑨6 李长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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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盐碱地上结出的这颗甜蜜瓜，是

当地锐意改革，矢志发展收获的“金疙
瘩”。

2016年年底，国务院批准在兰考
建设全国首个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
验区，杜寨村很快享受到当地银行创
新推出的“蜜瓜贷”。拿到贷款，蜜瓜
大棚雨后春笋般从大田里“长”出来。

以此为依托，兰考对蜜瓜产业通盘
考虑，育种、种植、销售、推广，发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全产业链建
设。“兰考蜜瓜”品牌越叫越响，成了明
星产品。如今，品牌家居、绿色畜牧、循
环经济、智能制造、文旅培训……一套
特色产业体系眉目越发清晰，成为兰考
大步流星奔小康的“致富经”。

不单是兰考，河南各地把习近平
总书记“三起来”重大要求落实到高质
量发展征程中，县域经济实力和发展
活力得到明显提升。

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我们看
看长垣。仅仅一个建筑防腐产业，
2019年行业总产值占全市二产的比重
就 达 43.1% ；税 收 占 全 市 总 量 的
32.4%；带动了 8万人就业，相当于不
到 10个长垣人就有一个人“有两把刷
子”。

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我们看
看沁阳。沁阳市曾经是“十八罗汉闹
中原”的一员骁将。但随着国家产业
结构调整、环保力度加大，沁阳在全省
排位持续下滑。沁阳勇于创新，大胆
改革，成功拿下蛮蛮云等“三新一高”
项目，成为信息产业发展高地。

把城市和乡村贯通起来，我们看
看巩义。按照统筹城乡的理念，巩义
加快构建以中心城区为龙头、特色小
镇为节点、美丽乡村为基础的新型城
镇化体系，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农村人
居环境大幅改善。2019年城镇化率达
到了59.61%，位居各县榜首。

……
把“三起来”重大要求落到实处，

河南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令人振奋的
显著变化：

——根基作用更加明显。最新数
据显示，县域经济总量已占全省的2/3，
既是“压舱石”、又是“推动器”。我省
经济增长已经由靠“大个头”城市拉
动，转变为全省城乡统筹，东西南北中
协调推进、稳步发展。

——集聚效应更加明显。河南积

极引导企业进入产业集聚区促进产业
集聚式发展，目前已规划的 180 个产
业集聚区，县域内的占2/3，长垣起重、
民权制冷、新密纺织、鄢陵花木等，已
经成为享誉全国走向世界的品牌，在
行业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结构优化更加明显。2018
年，全省县域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为
11.9∶48.7∶39.4，与上年相比，第一、第
二产业均有所下降，而第三产业上升2
个百分点，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呈现
加速趋势。尤其是以新产业、新业态
和新商业模式为特征的“三新”经济在
县域蓬勃发展。

但同时，毋庸讳言的是，与沿海发
达地区相比，河南县域经济发展仍有
较大差距。2019年全国县域百强榜单
中，河南无论是上榜数量，还是上榜位
次，都与全国第五大经济体不相匹
配。这充分证明，经济发展方式比较
粗放，全要素生产效率不够高，城乡发
展二元结构固化等问题，河南还没有
从根本上破局。

2018年，全省县域常住人口7012
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73%，但县域
生产总值占全省比重不到65%。

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低于
人口占比 4.8 个百分点、16.9 个百分
点；但第一产业增加值却高出 13.2 个
百分点。

仍以当年数据为例：全省县域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钢铁、水泥、铝
工业、煤化工等传统产业增加值占比
高达 46.6%，能源原材料工业占比达
35.2%，而高新技术产业占比仅 10%，
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也仅有15.4%。

由于诸多原因，全省县域经济发
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比较突出，一
方面分布不均，另一方面县与县之间
差距甚大。新兴产业、新型业态培育
不足，城乡差距依然不小，转型升级任
务重，创新发展动力弱，生态环保压力
大……一个个难以回避的问题让我们
深刻认识到，穿老鞋走新路不行，只看
路不看天也不行，河南亟待以更开阔
的视野、更创新的理念、更有力的举
措，在新起点上打造县域经济“升级
版”。

对策与出路
——出浓彩出重彩

石板房、小村落，青山绵延、绿水

欢歌，坐落在林州市西北部的石板岩
镇，吸引全国各地的艺术爱好者前来
创作，催生别样“写生经济”。

不满足现状的石板岩人，规划设
计，全面改造，着意打造生产、生活、生
态相融合的一体化功能区，让小镇有
诗意更有远方。

面对发展短板，河南从“点”到
“面”，努力认识把握县域经济的内涵、
特征和规律。“打造新时期县域经济竞
相出彩的生动局面”，成为全省共识。

实现竞相出彩的“升级版”，对县
域经济进行再认识是当务之急。

——落实“三起来”重大要求是根
本遵循。这就要求以强县富民为主
线，以改革发展为动力，以城乡贯通为
途径，把准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向。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是路径
引领。县域经济，要立足解决民生问
题，搞好生态环境问题，担负起社会重
任和时代责任，这就决定了必须选好
发展路径，不能回到以 GDP论英雄的
老路上去，也不能再回到以破坏环境
为代价的老路上去。

——审时度势谋求主动是关键所
在。对标国家重大战略，抢抓县域经
济发展的机遇，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
家区域发展战略中，找准定位、谋势蓄
势，才能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赢得主
动、抢占先机。

河南县域每天都在上演着精彩的
嬗变。

抓产业，打造“新引擎”。在安阳
县（示范区），河南德力新能源汽车有
限公司全面复工复产，一台台新能源
轻卡正在车间缓缓下线。安阳县锁定
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在这里，华北
地区规模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展销中心
项目已经完工，将吸引周边省市车企
陆续入驻。

抓招引，飞来“金凤凰”。一座产
业新城从郑州市金水区“飞入”新乡市
获嘉县，引得郑州百兴食品有限公司
清真食品、香港锦艺集团纺织服装等
项目纷纷入驻，分别存在二者身上“有
项目缺地”和“有地缺项目”的难题一
举解决，互补之中实现共赢。

抓开放，赢得“大舞台”。在孟州，
B 型保税物流中心、跨境电子商务平
台、进口肉类指定口岸、进境动物皮张
指定存放监管仓库，四大国家级对外
开放平台纷纷落地，合作拓展到世界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
立足县情、因类施策，河南正探索

各具特色、错位发展的县域经济发展
之路。特色，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
优、人优我特、人特我新、人新我精。
错位，就是传统工业强县立足产业基
础，做好转型升级文章；农产品主产区
县依托资源禀赋，做好“农头工尾”文
章；紧邻中心城区县找准发展定位，做
好融合发展文章。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你追我赶、争先进位，正是我们需
要的生动局面。

在新起点上高标准推进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河南开出五剂“药方”，为
县域把脉问诊、固本培元：

改革驱动，创新发展。全面深化
县域各项改革，破瓶颈、发红利、添动
力，把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
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作为改革重
点和目标。

产业为基，集聚发展。产业是经
济发展核心要素，产业强则经济强。
各县要发挥比较优势，错位发展、特
色发展、竞相发展，培育壮大特色主
导产业集群，以高质量“二次创业”为
抓手，推动产业集聚区强筋壮骨、脱
胎换骨，加快构建先进制造业、现代
服务业、现代农业协调发展的现代产
业体系。

开放带动，持续发展。以延链补
链强链为重点，开展全域招商、全民招
商，以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更多资源
要素向县域流动。

城乡融合，协调发展。强化中心
城市对县域经济引领，统筹推进新型
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构建以县城为龙
头、中心镇为节点、乡村为腹地的县域
发展体系。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保护
为重，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大力发
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推动形成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
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这发展，那发展，紧扣的，都是新
发展理念，秉持的，都是让中原父老过
上美好生活的宏愿。河南，正以前所
未有的使命感、紧迫感、责任感，奋力
走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棋局。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河南县域
经济，定会在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
绚丽篇章中出浓彩、出重彩。③6

县域经济：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

自我介绍：
我是国内首例经人工辅助出生的青头潜鸭。

我们是比国宝大熊猫数量还少的鸟，目前全球数量不到

1000只，成熟个体不超过 700只。2012年，我们被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2019年，我们在中国之外的野生

个体数量大概仅剩20只。

幸运的是，我出生在河南，这里有我们的重要栖息地与繁殖地。

再过几天，我就到龄要被放归大自然了。如果你喜欢我的

话，就给我取个特别的名字吧！

新闻1+1

右图 在三门峡市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白天鹅在游弋嬉戏。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