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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5

日傍晚，落日余晖下，长沙市民在湘江边纳凉消暑。 当日长沙暑气笼罩，最

高气温达到了

39

摄氏度，虽然高温随着夜色来临有所消退，但市民仍觉闷热难当。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本版责编 谭克扬 版式编辑 李雅文 责任校对 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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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7

月

25

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员

陈莎 ）今天 ，《湖南省专利条例 （草案 ）》

提请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

23

次会议

审议。 为鼓励发明创造，《条例（草案）》

规定：“省人民政府设立湖南专利奖，对

为本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产

生显著效益的专利项目的发明人、设计

人和实施单位给予奖励。 ”

“十一五”期间，我省专利事业快速

发展 ，

2010

年全省专利授权量达

13873

件。 《条例（草案）》共

8

章

44

条，主要就专

利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等方面作

了规定。 除规定设立湖南专利奖，《条例

（草案）》还规定了一些激励措施，如“被

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应当给予职务发明创

造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奖励和报酬 ”、

“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转让专利权或者

准备放弃专利权的，在同等条件下，发明

人或者设计人有优先受让权”等。

在专利保护方面，《条例 （草案）》主

要就委托执法 、调查取证 、展会专利保

护等作出规定。 如规定“省、市州人民政

府专利管理部门可以委托县级人民政

府专利管理部门实施专利行政执法行

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专利管理部门

自身难以收集的证据，可以请求相关部

门协助收集。 被请求协助的部门应当及

时履行协助义务”。 针对展会中容易出

现专利违法行为的现象，《条例（草案）》

第二十七条规定：国家规定应当设立知

识产权投诉机构的展会，展会主办方应

当设立知识产权投诉机构，专利管理部

门应当派员进驻。 参展方不能提供专利

权有效证明的 ， 不得允许其以专利产

品、专利技术的名义参展。

在加强专利管理方面， 为避免技术

的盲目引进、重复研发、流失、侵权给国

有企业和政府造成重大损失，《条例（草

案）》规定，要实施专利资产评估制度和

重大经济活动专利审议机制。

沈德良

酷暑难耐。炎炎烈日正灼

烤着脚下的土地。

连日来，长沙乃至全省正

忍受着高温酷暑的煎熬。而来

自气象部门的消息称，高温天

气还将持续一周左右的时间。

现实生活中， 不是所有人

都能躲在办公室里远离烈日的

暴晒。更多的人还得顶着炎炎烈

日，挥汗如雨地为生计忙碌。 如

何加强对这一群体的高温保护，

仍然是年复一年的陈旧话题。

炎热酷暑，不仅是对人体

生理承受能力的考验，更是对

各地政府应对恶劣天气能力

和管理水平的考验。

发放高温津贴， 严格实行

高温停工令， 是目前保护户外

劳动者权益时的首选。 平心而

论，发放高温补贴，只能抚慰高

温下户外劳动者的心， 并不能

保障他们的身心健康。 何况在

当下语境中， 高温补贴最终是

“水中月、镜中花”的现象并不

鲜见； 高温停工， 实施错时施

工，对户外劳动者来说，无疑是

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 可惜高

温停工令在不少地方往往成了

一纸空文。

高温酷暑袭来， 劳动者需

要的是对公民健康权甚至生命

权的尊重。因此，保护高温下户

外劳动者的身体健康，说到底，

还得靠政府职能部门的严格执

法，还得靠法律为他们撑腰。

面对高温恶劣天气，有效

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既是城市

管理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

社会文明和时代进步的体现。

从这个角度说，对劳动者在高

温下合法权益的维护，不仅需

要一时一地采取的单一举措，

也不仅仅是一碗绿豆汤、一块

西瓜、一条毛巾和几十元的高

温补贴， 更需要得到法律、政

策层面的保障。

应对高温犹如一张考卷，

考验的是政府执政为民的理

念；高温保护像一面镜子，能照

射出政府的管理水平，照射出

社会文明、法制进步的程度。

前日，开车经过侯家塘立

交桥，一顶搭建在非机动车道

上的遮阳棚，成为炎炎夏日的

一道风景。原来，这个交通要道

车流量大，交通指示灯转换周

期长。 一些骑电动车的驾驶员

和行人不堪烈日暴烤，闯红灯

的情形时有发生，天心区交警

大队的民警便搭建这样一顶凉

棚，让那些遵守交通法规的市

民能感受短时间的阴凉。

由此看来 ， 面对高温天

气，要交出一张让各方满意的

答卷并不难，关键在于答卷者

用不用心。

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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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讯 （记者 李伟锋）连

续高温，电力负荷持续攀高。 记者今天

从省电力公司获悉，自

7

月

20

日以来，全

省统调电网日最高负荷一直维持在

1580

万千瓦以上，日用电量也保持在

3.4

亿千瓦时左右，均处于较高位运行。

为有效缓解电力供应紧张，省委、省

政府主要领导亲自部署， 要求切实加强

电力运行调度，加大调煤保电力度，科学

利用雨洪资源，力保全省正常电力需求。

省直有关部门、 省电力公司以及各

发电企业，切实加强能源保障工作。通过

与产煤大省有效衔接， 目前我省库存电

煤达到

180

多万吨， 库存量超过

15

天用

量。电网公司加强运行调度，有效利用前

期洪水资源，合理拦洪蓄水，各大水库蓄

水均有一定回升。 各发电企业积极组织

电煤调运，合理安排机组检修，确保负荷

持续高位情况下发电机组稳定运行，力

保电力可靠供应。

为应对持续高温可能带来的电力

供应紧张局面，省电力调度部门将进一

步督促各电厂做好迎峰度夏电煤储运；

要求各电业局加强高温和高负荷情况

下运行设备的巡检和维护；并加强与气

象部门的联系，及时了解预测天气和负

荷变化； 同时要求各地做好应急预案，

切实保证城乡居民用电。

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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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讯（记者 陶海音 通

讯员 吕高安 江钻）近段以来，湖南高

速公路系统党员干部通过集中收看

电视直播、党委中心组学习、召开座谈

会和理论务虚会、 直面分析上半年经

济形势等方式， 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紧密联系实

际，以讲话精神为指针，在全省高速公

路系统掀起大干下半年的热潮， 确保

今年完成投资

443.5

亿元。

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 省高

管局局长冯伟林表示，进入下半年，

湖南高速公路迎来年度建设的关键

期和“十二五”开局攻坚期。 全系统

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

任务， 以贯彻落实省交通运输厅上

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议精神为契

机， 坚定不移地确保完成建设投资

443.5

亿元，确保潭衡西、宜凤、道贺、

随岳

4

个项目年内通车。 创新融资方

式，克服银根紧缩困难，通过引进信

托资金等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 ，破

解当前筹融资工作的难题。 继续实

行责任制，加强沟通协调，合力攻坚

克难，推进前期工作，确保桑植至张

家界、武冈至靖州（城步）、马迹塘至

安化等

3

条高速公路开工，力争用项

目建设展现高速公路新形象。

在运营管理方面， 下半年全省

高速公路将全面开展星级服务区创

建和评定活动， 启动长株潭城市群

“两型服务区”建设，加快推进高速

公路服务区提质改造。加快“智慧高

速”建设，推广实施高速公路人工收

费（

MTC

）系统升级改造、不停车收

费 （

ETC

）二期建设工程和湘通卡 ，

加强数字化、智能化高速公路建设。

本报

7

月

25

日讯 （通讯员

续丰收 司宏伟 记者 刘文韬）

今天，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信息

安全竞赛在国防科技大学闭

幕。 教育部信息安全教育指导

委员会主任、 中国工程院院士

沈昌祥， 国防科技大学校长杨

学军出席上午的颁奖典礼并为

获奖选手颁奖。

本届竞赛采用开放式命

题， 要求参赛队伍在指定期限

内完成并提交初赛作品。 共有

来自全国

101

所高校的

487

支队

伍提交了初赛作品， 经严格筛

选后有

120

支代表队入围长沙

的决赛圈。 经过两天的现场展

示和严格评审， 解放军信息工

程大学、 武汉大学、 国防科技

大学等

12

支参赛队荣获一等

奖。

本报

7

月

25

日讯（通讯员 易娟 记

者 陈永刚）长沙市物价局今天对市区

停车场收费进行了明察暗访， 对违规

收费行为进行了重点整治，对

7

家违规

停车场下达了整改通知书。

长沙市物价局此次出动

7

队检查

组、

50

多名执法人员， 对市内五区停车

场进行了清查。 上午，检查组来到了人

流密集的五一广场附近。 在检查中，执

法人员发现多数停车场较好地执行了

新规，收费员持证上岗，并按要求制作、

公示了价格牌。但也有部分停车场存在

问题。 在黄兴南路，执法人员发现百家

乐物业管理公司负责的停车场存在超

标收费行为。该停车场的收费应执行政

府指导价，其批准的小车停车收费标准

为

5

元

/

次，实际上却收取

10

元

/

次。 执法

人员当场叫停了其违规行为，目前正对

其违规收费金额进一步调查核实，将依

法进行处罚。 在南方明珠大酒店停车

场，检查组发现，该停车场收费员未持

有物价局制发的许可证，收费公示牌也

是自制的。在坡子街内的江滨时尚商务

酒店的停车场，相关收费标示同样欠规

范，工作人员没有《收费员证》。

检查发现：芙蓉区市容环境卫生管

理局停车场、湘和物业停车场、天马山

停车场、芙蓉区韭菜园街道桐荫里社区

停车场存在收费公示不规范、收费人员

未佩戴《收费员证》等不规范现象；湖南

百家乐物业管理公司存在超标准收取

停车服务费的行为；江滨时尚商务酒店

停车场、南方明珠国际大酒店停车场均

未到价格主管部门进行备案。长沙市物

价局副局长熊景业表示，以上停车场的

行为均属于违规收费，长沙市物价局已

下发整改通知书，要求限期补齐相关手

续、纠正违规行为，否则将按价格法相

关规定进行处罚。

本报

7

月

25

日讯（记者 陶海

音 通讯员 胡富君 刘文科）一

艘

3000

吨级的集装箱新货轮，

7

月

24

日在益阳中海船厂顺利下

水。这是我省内河最多箱位的集

装箱自航货轮，又是目前湖南第

一艘按照船型标准化建造最先

进的船舶，它开启了我省船型设

计建造标准化的先河。 近日，这

艘集装箱货轮将驶进长沙新港

装箱投入运营。

这艘名为“湘远

16

号”的湖

南首艘标准化集装箱货轮，由湖

南远洋运输公司投资

1200

多万

元打造， 总长

91.8

米， 最大船宽

16.2

米，船身高

12.5

米，符合烟花

等危险品设计建造规范，满载吃

水

4.2

米， 满载排水量

4985

吨，设

计航速每小时

17

公里。 驾驶室具

有卫星导航系统及自动测深仪

等各种先进设备。该轮最大特点

是船型按标准化设计建造，船舶

航行阻力小，设计符合湖南内河

及长江航道和水位情况特点，能

灵活地根据水位变化情况调整

装载量，最大限度地回湖南母港

装卸，较为适应湖南内河航道特

点。

本报

7

月

25

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

讯员 欧阳叶萍 严乐军） 晴热高温少

雨仍在持续。 后期若无大的降雨， 全

省抗旱形势将极为严峻。 省防指今天

会商决定， 从当天

18

时起， 在全省范

围启动抗旱

Ⅳ

级应急响应， 呼吁全社

会节约用水、 用电。 省人大常委会党

组副书记 、 省政府顾问谢康生要求 ，

供电、 供水必须以保民生为重， 长沙、

湘潭等城市要及早做好应对秋冬枯水

预案。

会上分析， 受降雨严重偏少影响，

河湖水位持续偏低， 四水及长江三口

来水严重偏少， 主要大型水库蓄水严

重不足。 今天

8

时， 除澧水石门站外，

四水及湖区主要控制站水位均较历年

同期均值偏低

1.64－4.07

米。 其中， 湘

江长沙站水位

27.62

米 ， 偏低

4.07

米 ；

洞庭湖城陵矶站水位

26.71

米 ， 偏低

3.22

米 。 今年以来 ， 四水及长江三口

合计来水量

815

亿立方米， 较历年同期

均值偏少

47.4%

。

省水文局分析， 湘中及其以南部

分地区、 湘西南及湘北局部地区出现

不同程度干旱， 其中湘南局部地区出

现中度以上干旱。

会商分析， 未来

10

天内 ， 我省仍

无大的降雨， 而且蒸发量在逐步加大。

全省日平均蒸发量从

7

月初的

2.6

毫米

增加到目前的

4.5

毫米 ， 新宁站

7

月

24

日蒸发量达

7.9

毫米。 后期若无大的降

雨， 全省抗旱形势将极为严峻。

谢康生要求， 各地必须做好蓄水、

保水、 节水、 管水工作。 以灌溉为主

的水库要以保灌溉为主， 农业部门要

组织抗旱夺丰收。

本报

7

月

25

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尹婷 ）酷热的大暑时节 ，阳光肆

无忌惮地撒着泼。 气象预报称，本周全

省大部分地区依旧以晴热高温天气为

主，请有关单位和公众做好防范。

气温一路攀升，气象部门称，今天

湘东、湘中一带局部地区最高温达

40

摄

氏度左右。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姚蓉

称， 近期我省先后受副高与大陆高压

控制，没有明显冷空气影响，本周高温

仍将持续 ；同时 ，近期连续高温天气 ，

大气能量储存， 易发生雷电等强对流

天气，需加强防范；受晴热少雨高温天

气影响，全省旱情有所发展，各地需加

强抗旱准备。

据最新气象资料综合分析，本周省

内大部分地区仍将维持

35

摄氏度以上高

温天气。预计：

25

日傍晚至

27

日省内云系

增多，湘北有雷雨发生，局部降水较明

显，并伴有短时雷雨大风和冰雹等强对

流天气， 高温有所缓和；

28

日至

29

日湘

西、湘南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性降

水发生；

30

日至

31

日受大陆高压控制，全

省大部分地区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

本报

7

月

25

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

讯员 谢丹） 一年当中气温最高的盛夏

来临 ， 长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前

发出提示 ， 高温 、 高湿环境有利于各

种致病微生物繁殖， 食物易腐败变质，

给食品安全带来了严重隐患 ， 市民应

倍加注意食品安全， 谨防食物中毒。

根据卫生部

7

月中旬发布的全国食

物中毒事件情况的通报， 二季度

,

全国

发生在家庭的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

数 、 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 ， 分别

占总报告起数 、 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

的

40.3%

、

32.4%

和

75.9%

。 中毒原因主

要是食物污染或变质引起的微生物性

中毒和四季豆烹制不当 ， 以及误食有

毒动植物或毒蘑菇引起。

疾控专家提醒市民 ： 当前正值三

伏天 ， 天气炎热 ， 细菌繁殖活跃 ， 市

民自己烹饪食物要特别注意食品安全，

如凉菜 、 熟食制品以及生鱼或生腌海

水产品等易因加工或贮存不当而被细

菌污染 ， 热天气要少食 ； 采食野生菌

要慎重 ， 以防误食有毒菌 ； 蔬菜瓜果

要清水浸泡

15

分钟后再充分冲洗 ， 以

去除残留农药 ； 要牢记 “分生熟 、 少

凉菜、 不生食” 的防食物中毒三字经。

专家建议 ， 购买动物内脏 、 头颈肉和

碎肉时 ， 把甲状腺 、 肾上腺 、 淋巴结

等剔除干净 。 此外 ， 高温天气要少组

织 、 少参与群体性宴席 ， 食物冷藏条

件有限的农村地区尤其不宜举办群体

性家宴。

《湖南省专利条例（草案）》提请审议

拟立法设立湖南专利奖

抗旱Ⅳ级应急响应启动

●后期若无大的降雨， 全省抗旱形势将极为严峻

●省防指要求供电供水保民生， 呼吁节约用水用电

日最高负荷维持在1580万千瓦以上

我省力保城乡居民用电

气象预报称：本周热浪不减

盛夏谨防食物中毒

开启湖南船型设计建造标准化先河

首艘标准化集装箱货轮下水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在长闭幕

国防科大等12支

参赛队荣获一等奖

加强数字化和智能化高速公路建设

确保全年完成投资443.5亿元

长沙曝光7家违规收费停车场

面对高温天气， 要交出一张让各方满意的答卷并

不难， 关键在于答卷者用不用心

应对高温 是一张考卷

其中有的规定每次只收5元却擅自收取10元， 有的未

持有物价局制发的许可证，有的工作人员没有《收费员证》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长沙疾控中心提醒市民

深入学习贯彻“七一” 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