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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谭云东 版式编辑 李妍 责任校对 胡永龙

本报记者 胡宇芬 左丹
通讯员 田蓉晖

一项专利被人相中， 欲出千万元
得之。 谈成之时， 发明人却发现专利
没交年费已失效， 只报销了20多万元
差旅费。 这是发生在中南大学的一个
真实故事。

在我省创新资源最集中的高校，
知识产权到底保护得怎么样？ 这样的
痛心故事还有多少？ 在9月中旬召开
的全省高校专利座谈会上， 省知识产
权局提供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 将知
识产权导向融入高校创新， 已是当务
之急。

专利之痛
32所高校敌不过1所浙江大学

近几年， 尤其是省委省政府提出
建设创新型湖南以来， 我省高校的专
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经历了一轮快速增
长。 据统计， 从2006年1月至2012年
7月， 我省本科院校累计专利申请量
为9834件， 年均增长率为37.69%； 累
计专利授权量为4302件， 年均增长率
为109.71%， 高出 “十一五 ” 期间全
国高校授权专利年均增长率69个百分
点。

但是， 与全国先进高校相比， 我
省高校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差距较
大 ， 在全省专利总量中的比重也偏
低。 以2011年为例， 我省高校专利申
请量2675件、 授权量1365件， 分别仅
占同期全省总量的9.1%和8.5%； 32所
本科院校2011年发明专利申请、 授权

和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加起来都不如
1所浙江大学多。

截至今年7月， 全省有6所本科院
校没有申请过专利， 8所本科院校专
利申请在10件以下， 8所本科院校没
有1件授权专利， 12所本科院校专利
授权在10件以下。

同时， 发明专利维持年限偏低。
我省高校有效发明专利的平均维持期
限为3.7年 ， 目前维持10年以上的有
效发明专利只有16件。

更应引起关注的是， 高校专利技
术产业化运用水平不高。 “高校真正
依靠专利转让获利的微乎其微。 学校
投入科研经费的最终产出收益比不到
1/5。” 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院士实话
实说。

专利之困
科研管理模式制约创新
可以说， 目前高校集中了全省最

多的创新人才和创新条件。 在省本级
科研经费中 ， 高校占据了一半的份
额。 在国家级重点项目科研经费中，
高校占比达到7成。 但是， 在专利的
创造、 运用、 管理和保护上， 却与创
新优势不相匹配。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
现象 ？ 省知识产权局局长陈仲伯坦
言， 有观念和机制的原因， 根子还是
科研成果管理没有从计划经济的模式
走出来。

“首先是观念问题。 创新意识上
缺乏知识产权和转化应用导向， 不是
以获取自主知识产权形成产业竞争优
势为目的， 而是为科研而科研， 为项

目而项目， 为职称而职称， 就像是没
有目标的航行。” 陈仲伯说。

表现在科研立项上， 就是事先没
有进行专利检索分析 ， 导致重复研
究， 甚至落入别人的保护范围。 再加
上， 很多高校重视通过发表论文争取
学术地位， 忽视利用专利制度保护创
新， 重视对科研活动单纯量化考核，
忽视对科研活动专利产出和质量的评
价， 在这样的指挥棒下， 知识产权的
地位可想而知。 “初步统计， 因为教
师和学生抢先发表论文破坏了申请专
利的新颖性和创造性， 近5年全省高
校至少有260多项发明专利被否决。”
陈仲伯透露。

“其次是机制问题。 忽视科研项
目中的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 知识产
权归属不清， 职务发明权利人与发明
人之间缺乏合理合法的利益分配机
制， 高校技术转让合同缺乏规范的知
识产权保障条款 ， 技术收益难以兑
现。 高水平的专利服务人才也非常缺
乏， 创新成果很难得到真正有效的保
护。” 陈仲伯分析道。 “就像一道菜，
原料再新鲜、 刀功再花样， 没有好厨
师精心烹饪， 也实现不了价值。 现在
高校专利工作中最缺的就是专利工程
师这种 ‘厨师’”。 陈仲伯打了一个有
趣的比喻。

专利之醒
把知识产权当作最大财富

中国智能资产指数报告显示， 美
国标普500上市公司市值中， 有形资
产和无形资产的比例 ， 从1975年的

83%比 17% ， 变成了 2010年的 20%比
80%。 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在企业中
的价值占比大幅度上升， 是知识经济
时代的重要特征。

高校是自主创新的主力军， 也是
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主战场。 日前，
省知识产权局和省教育厅联合出台
《关于加强高校专利工作的若干意
见》， 从完善高校专利工作体制机制、
切实提高高校发明专利创造运用水
平、 加快高校专利人才队伍培养等方
面制定了详细的措施。 “进一步创新
成果转化模式， 建立专利激励机制，
重视知识产权运用和收益分配， 是全
省各高校急需解决的问题”。 省教育
厅副厅长申纪云在座谈会上强调。

中南大学 、 湖南大学 、 国防科
大、 湖南师范大学等一批高校也在积
极行动。 针对当前不利于知识产权创
造和运用的科研经费分配机制， 中南
大学拟将项目分配制改为收益分配
制。 湖南大学正在酝酿与几家实力雄
厚的专利代理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
系。 国防科大还将建立重大项目知识
产权工作机制。 湖南师范大学对科研
骨干展开新一轮的知识产权专题培
训。

所有的行动都在指向一个目标：
让知识产权成为高校最重要的资源。
坚持走下去， 湖南的高校一定会创造
一个崭新的财富榜 ， 显摆的不是占
地、 校舍、 设备， 而是拥有多少知识
产权、 支撑了多少产业、 获得了多少
转化收益。

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日前，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我省高校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占全省
总量的比重均不到1/10， 目前维持10年以上的有效发明专利仅16
件，这与高校作为我省自主创新资源最集中之地极不匹配———

创新沃土缘何少专利

本报10月10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尹婷）天
气转晴，大雾来扰。 省气象台今晨发布了大雾黄色预
警，南岳能见度不足100米。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两日全
省大部天气转晴，气温回升，部分地区清晨有雾。

近几天，雾成为三湘天气舞台的主角。 监测数据
显示，今晨8时全省大部地区雾气弥漫，包括省会长沙、
岳阳、郴州在内的79县市轻雾缭绕，浏阳、平江和龙山
等9县市大雾蒙眼，其中南岳能见度不足100米。

已是寒露节气， 清晨与夜里的空气渐有寒意。
今天的三湘大地阳光明媚，秋风送爽，舒适宜人，午
后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到25摄氏度以上，不过早
晚气温仍然较低。 气象专家提醒，天气正在逐步转
凉 ，早晚温差较大 ，体感寒冷 ，大家记得多加件衣
服；在饮食方面，要多吃一些滋阴润肺、防燥护阴的
食物。

寒露时节昼暖夜寒

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吴梓菱） 没有亲属
签字 ，也未缴纳一分钱 ，怀化市
第二人民医院组织肝胆外科、普
外科、急诊科、麻醉科、手术室、重
症护理病房等多科团结协作，成
功将一名重度胸腹联合伤肝破
裂大出血患者从死亡线上抢救
回来。10月10日，这位名叫吴贵清
的患者出院了，他感激地对医生
说：“是你们救了我的命。 ”

吴贵清是来自花垣县的农民
工。 8月30日，他在施工时不慎被

倒墙砸伤，随后被紧急送到怀化
市第二人民医院。 当时， 他呈失
血性休克，血氧饱和度只有40%，
生命危在旦夕。 因为他家属不在
身旁 ，医院立即启动 “急救绿色
通道”， 全院多科联合对其进行
双侧胸腔闭式引流手术 。 手术
后 ，吴贵清呼吸情况改善 ，血氧
饱和度上升至88%。 之后在床边
进行腹腔穿刺术，抽出大量不凝
血。 通过加急CT显示，吴贵清左
锁骨及肋骨骨折、双侧肺挫裂伤
并血气胸、肝破裂且腹腔大量积

液。
为挽救患者生命， 必须做急

诊手术。 可陪伴患者的只有一位
工友。 没有亲属签手术同意书，
谁来承担责任？ 医院领导和专家
组没有丝毫犹豫，决定“先救命要
紧”。当天下午5时30分，肝胆外科
主任蔡泽云、普外科主任周波在
麻醉科、手术室医生密切配合下，
为患者在全麻插管下进行剖腹
探查肝破裂修补术加腹腔清洗
引流术。 手术历时8个多小时，患
者出血终于止住，手术获得成功。

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屈平）今天，张家界“5·28”恶意
驾车撞人案在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
院一审宣判：被告人田胜明犯故意杀
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
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非法持
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执
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田胜明住张家界市永定
区尹家溪镇茅溪村9组。 今年5月28
日12时许， 村民黄某等在田胜明家
门前打牌赌博， 向围观的田胜明借
了200元现金。 随后，田、黄2人因出
牌问题发生争执，牌局不欢而散。 为
此，黄某只愿还田胜明150元钱。 田

胜明威胁称， 如果不全额还钱的话
就开车碾死黄某。 黄某没有理会威
胁准备离开。 田胜明见状，驾驶自己
的红色解放牌自卸货车， 将站在公
路边的黄某当场撞倒并碾轧而过，
尔后又掉转车头再次对黄某实施碾
轧，致使黄某当场死亡。 随后，田胜
明掉转车头沿公路行驶， 一路上见
人、见车就撞，又造成5人死亡，9人
受伤，9辆车辆及1间房屋受损。

田胜明被公安机关控制后，向
公安民警供述家中存放枪支、弹药
的事实。 公安民警按照供述，在田
胜明自建房屋门口的简易帐篷内
一床垫下，搜得仿“五四”手枪1支、
制式六四式7.62mm手枪子弹8发。

张家界“5·28”
恶意驾车撞人案一审宣判

被告人田胜明被判死刑

没有亲属签字 也未缴一分钱

怀化二医院抢回农民工一条命

10月 10日 ，
许多摄影爱好者
在观看摄影展 。
当天， 迎十八大
湖南老摄影家精
品展在省美术馆
举 行 。 展 出 的
126幅 作 品 ， 以
真 实 生 动 的 影
像， 反映出近年
来我省老摄影家
的创作水平。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科教卫新观察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协办

大雾锁星城
黄花机场14个航班延误
本报10月10日讯 （记者 陶海音 通讯员 曹泽明）10

日清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大雾笼罩，导致14个航
班延误。机场于7时40分启动黄色预警，到9时35分，
黄色预警取消，机场恢复正常起降。

为做好航班航延保障工作， 机场于7时40分启
动黄色预警，积极开展对滞留旅客的安抚解释及相
应服务保障工作，滞留旅客情绪稳定，对天气原因
造成的航班延误表示理解。到9时35分，黄色预警取
消，机场恢复正常起降。

黄花机场提醒： 湖南目前已进入多雾季节，请
旅客在出行前拨打机场问讯电话：0731-84798777；
乘坐南方航空公司航班的旅客， 请拨打问讯电话：
0731-84799333，以免耽误出行。

本报10月10日讯 （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肖强）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公
安交警支队获悉，为进一步优化城区
路口交通信号灯的配时，交警部门从
今天起将长沙城区129个路口交通信
号灯，设置为夜间黄闪运行方式。

近期， 长沙市交警部门对城区的
信号灯配时进行了多次摸底调查，针

对主城区外围路口或主城区内部分路
口夜间交通流量较小， 如按正常的配
时或智能信号控制， 反而导致交通延
误增加，部分机动车甚至闯红灯。通过
反复调查研究，交警部门决定，对远大
路双杨路口、荷花路嘉雨路口、营盘路
紫薇路口等129个路口的信号灯进行
调整，设置为夜间黄闪运行方式。

长沙129个路口信号灯调整
夜间改为黄闪运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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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0日讯 （记者 邹靖方）
日前 ， 湖南省质监局在其官网上
发出通告 ， 注销湖南亚华乳业控
股有限公司 （下称 “亚华乳业 ”）
的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证 ，
南山婴幼儿奶粉致癌事件画上句
号。

今年7月22日， 广州市工商局
公布了今年第二季度流通环节乳
制品及含乳食品抽样检验结果 ，
南山奶粉， 5批次产品被检出含强
致癌性物质黄曲霉毒素M1， 问题
奶粉由亚华乳业生产 。 7月23日 ，
国家质检总局通报有关湖南亚华
乳业问题奶粉情况 ， 亚华乳业被

责令全面停产销售 ， 召回问题产
品， 并在地方政府领导下， 配合有
关部门开展调查工作。

9月27日， 湖南省质监局在其
官方网站发布通告， 对亚华乳业的
婴幼儿配方乳粉 (湿法工艺 ) 生产
许可证予以注销。 记者在附件详细
信息里看到， 这次被注销的证书编
号为 “QS430005020014”， 产品名
称为 “婴幼儿配方乳粉 （湿法工
艺）”， 生产地址为邵阳市城步苗族
自治县城北开发区 ， 注销日期为
2012年9月11日。 而注销原因则为，
“企业不再生产该产品 ， 申请注
销”。

亚华乳业婴幼儿配方乳粉
生产许可证被注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