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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尚武 刘勇

最近半个月， 宁乡县白马桥乡白马
村，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怪味。

4月23日，记者来到村里，这是省内
最大的白羽鸡种苗供应商———湖南顺成
实业公司所在地。

跨进公司大门，怪味更浓。 公司总经
理李新辉痛苦地说：“没办法， 公司正在
焚烧鸡苗。 ”

“今天孵出的6万只鸡苗，没卖出一
只，只能全部烧掉。 ”员工挥动铁铲，把才
孵出的鸡苗扔进焚烧炉。

连日来， 记者又调查了宁乡的温氏
集团湖南分公司、石门的湘佳牧业公司、
涟源天柱山禽业公司等家禽养殖龙头企
业，境况也是大同小异，家家都在焚烧或
坑埋鸡苗，忍痛把种鸡当肉鸡贱卖。

我省家禽产业正面临空前“劫难”。

宁乡“温氏”日亏200万
“唉，我们以前每天平均要卖10多万

羽肉鸡， 现在只能零零星星卖几千羽，而
且卖一羽就要亏损10元钱。 ”一提到当前
的家禽销售行情，大型养殖企业温氏集团
湖南分公司副总经理刘文欣便唉声叹气。

在H7N9禽流感阴影下，目前禽肉销
售基本处于停滞。 刘文欣坦言，公司现在
的零星销量，一部分是把公鸡送到山东、

河南等地，屠宰后放进冷库；另一部分是
把活母鸡卖到农村地区， 由农民继续养
殖。“真正吃进肚子里的鸡极少”。而如果
正常消费迟迟没有恢复， 冷库很快就会
迎来填满的一天， 农民买鸡养殖的市场
也会迅速饱和。

销量“直坠”的同时，价格更是暴跌。
刘文欣说：“温氏集团的养鸡成本大约为
每公斤12元， 平常出笼价一般都高出成
本价1至2元， 如今出笼价却降到了每公
斤5元左右， 最低时甚至卖出了每公斤2
元的‘白菜价’。 ”

应该出笼上市的鸡积压养殖场内，
不但之前的所有投入都无法形成回笼资
金，而且还得继续花钱投放饲料喂养，压
力倍增。 目前，温氏集团湖南分公司已积
压60多万羽鸡，每天亏损达200万元。

在其他几家养殖企业， 各位老板也
大吐苦水：“亏惨了”；“养鸡赚钱一辈子，
亏掉老本就是一下子。 ”

年底或将吃“天价鸡”
突如其来的困境， 对湖南顺成实业

公司来说， 却是极大的“不顺”。 公司
总经理李新辉称， 禽流感消息出来前，
公司每周销售鸡苗15万只， 收入40余万
元； 自从H7N9禽流感公布之日起， 公
司的鸡苗无人问津。

令他纠结的是， 公司一边烧鸡苗，

一边还得继续孵鸡苗。 李新辉告诉记
者， 把蛋孵成鸡苗要21天时间， 现在烧
的鸡苗， 是21天前就投放的蛋孵出来
的， 不能像客户一样“退订单”， 后面批
次投放下去的蛋也是一样。 而为了保证
客户能随时买到鸡苗， 更为了确保行情
好转时不必等21天才有鸡苗供应， 公司
还必须继续按时投放新蛋进行孵化 。
“一批蛋几万只， 孵一下、 烧一下， 10
万元就不见了。”

这种被迫的“烧钱”， 让大部分种
鸡场陷入绝境， 开始大规模减少种鸡饲
养规模。 涟源天柱山禽业公司已将场内
近一半的种鸡作为商品肉鸡贱价处理。

而在专家看来， 这是最让人忧虑
的。 引进种鸡产蛋， 孵化成小鸡， 再养
成商品肉鸡， 最快也需要8个月。 如果
种鸡不保住， 等消费回归正常时， 再进
种鸡养肉鸡， 要花8个月的时间。 这个
“断档期”， 市场没有肉鸡供应， 价格会
飙升。 今年底， 消费者或将大呼“天价
鸡、 吃不起”。

“冰点”行情何时是尽头
目前， 家禽业几乎跌至“冰点”。 这

股行情何时是尽头， 暂无法预判。 温氏集
团湖南分公司的刘文欣说：“如果持续至9
月份， 只怕没有几家鸡场能挺过难关。”

养殖企业与相关专家纷纷表示， 期

待政府尽快伸出“有形的手”进行调控，
维护养殖业稳定发展。

省内家禽养殖龙头企业湘佳牧业公
司董事长喻自文建议， 当前首先应该实
施种禽生产补助， 可按照种禽代次， 分
级负责， 实施财政扶持措施， 稳定种禽
企业和种禽数量， 保护种禽生产能力。

其次， 要支持龙头企业收购、 加工
我省积压的家禽， 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发放贴息贷款或扶助资金等， 维系产业
发展。 在合适的时候， 政府也可考虑以
保护价启动临时收储， 或为屠宰加工企
业提供流动资金鼓励其临时收储， 避免
市场波动太大。

从长远看， 要支持家禽定点屠宰和
禽产品集中配送项目建设， 加快品牌冷
鲜禽产品和熟肉制品取代活禽交易的进
程， 在大中城市逐步取消活禽市场交
易， 尽可能切断疫情传播途径， 打消人
们的消费顾虑。

喻自文说， 政府部门现在出手快一
点， 多扶持一些种禽企业和大型养殖
户， 后期的产业波动性就小一点， 调控
的难度也就低一些。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郭飞

经过6小时联合执法行动，4月26日下午2时， 怀化市鹤城
区副区长刘志宏带领执法人员， 走出盈口乡大米厂区域废旧
塑料加工作坊。

4月9日，本报刊发《怀化市鹤城区新家庄村81位村民按手印
联名呼吁———取缔“毒气作坊”》的报道后，鹤城区委、区政府高
度重视，立即研究制定了整治方案。 4月12日，鹤城区政府下发了

“关于取缔非法废旧塑料加工企业的通告”， 要求各相关企业于
通告发布之日立即停产，自行拆除设备。 但通告下发后，仍有少
数作坊在暗中生产。 为保障城区供水安全、保护群众身体健康，
区委、区政府决定在4月26日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

这天上午8时，记者来到320国道附近的新家庄村，见村口
国道两侧停放着数十辆公安及行政执法部门的车辆。专项整治
行动现场指挥长正召集环保、公安、工商等部门、单位及盈口乡
政府负责人开碰头会，明确各部门职责，并申明了纪律。

区环保分局局长刘挺告诉记者：“这次执法专项行动有15个
部门、单位参与，执法人员有140多名。此次行动是对未在规定期
限内自行关停的12家非法塑料加工作坊依法实施关停， 重点是
现场强制拆除违法企业生产设施，没收相关设备、原料及产品。”

8时30分，执法队伍首先来到新家庄村高速公路桥下王某
和胡某的废旧塑料加工作坊。在现场，区公安分局的民警划定
了警戒线，维持现场秩序；区环保分局执法人员将关停法律文
书发放给王某和胡某； 红岩电站工作人员对非法加工作坊实
施了源头断电，拆除了生产设备配套用电线路；区行政执法局
执法人员对作坊内的清洗池进行拆除，将破碎机、高温熔化机
等设备进行了封存；区司法局对强制拆除行动现场进行公证，
对没收物品清点登记。

记者在现场看到，区、乡干部和执法人员每到一处，都耐
心地向经营户宣讲有关法律法规，严格按法律程序办事，得到
大部分经营户的配合，但有少数经营户采取了关门、拦车等行
为妨碍执法。在新家庄村，废旧塑料加工作坊经营户胡某的妻
子见生产设备被没收， 当即纠集几个人拦住运送没收设备的
执法车辆，还咬伤了1名执法人员，被民警强制带离现场。

看着塑料加工作坊内的清洗池被拆除、生产设备被封存，
在场的新家庄村村民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村民丁忠菊激
动地告诉记者，组织这么大的一次执法行动，表明区委、区政
府高度重视环境污染问题，十分关心群众健康。

“经营了好几年的‘毒气作坊’终于被取缔了，心中的怨气终于
消除了，感谢政府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 ”村民蒋文莲高兴地说。

“为防止非法废旧塑料加工作坊顶风恢复生产、关而不死，
专项整治结束后，区里将开展巡查，并建立长效机制，加强动态
监管。 非法塑料加工
企业如果复产，一经
发现，坚决取缔。 ”副
区长刘志宏坚定地
对记者说。

2012年， 全省各相关部门按照省
委、 省政府“四化两型”、 “四个湖南”
建设的战略部署， 以知识产权战略实施
为主线， 进一步夯实知识产权工作基
础， 加强长效机制建设， 推进职能部门
联动， 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行为， 知识产
权保护水平提升较快， 为我省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 围绕知识产权战略实施， 进一
步夯实知识产权工作基础

完善法规配套政策。《湖南省专利条
例》于2012年正式实施。省委、 省政府印
发 《创新型湖南建设纲要》， 要求加强
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 管理和保护。 省
知识产权局印发 《关于加强专利行政执
法工作的意见》， 联合省教育厅、 省经
信委、 省银监局、 省科技厅等职能部
门， 出台加强高校、 园区、 企事业单位
知识产权工作的配套政策。

加强重点人才培养。 省知识产权
局与省经信委 、 省人社厅共同实施
“新型工业化专利人才培养计划”。 出
台 《湖南省专利代理行业发展意见》，
加强专利代理机构管理和代理人才队
伍建设。 依托高校培养各类知识产权
人才， 支持全省14个市州开展22个班
次的企业知识产权培训。 全年5人入选
国家知识产权局首批专利信息领军人
才和师资人才， 3人入选国家知识产权
领军人才。

提升企业综合能力。 省本级财政安
排各类专项资金， 重点培育优势企业50
多个， 选择21家中小企业纳入战略性新

兴产业知识产权推进计划。 全省企业知
识产权管理规范化工作全面推开。 省经
信委遴选了50家企业参加全国知识产权
运用能力培训。 省国资委指导企业实施
知识产权战略。 省林业厅完成第一批全
国林业知识产权试点。

重视舆论宣传引导。 省知识产权局
组织“入世十年” 知识产权事业最具影
响力人物和事件评选活动。 省知识产权
局、 省农业厅、 省商标协会等单位举行
典型案例发布会， 省高院发布2011年湖
南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白皮书。
工商、 林业系统开展保护知识产权主题
宣传活动。 公安系统全年累计召开打击
侵权假冒工作新闻发布会127次。

二、 相关职能部门齐抓共管， 知识
产权创造与保护工作取得新成效

专利： 2012年， 全省专利申请和授
权量分别为35709件和23212件， 同比增
长21.0％和44.5％。 每万人有效发明专
利拥有量1.72件。 14个项目获第十四届
“中国专利奖”， 其中金奖3项。 全省专
利管理部门立案查处假冒专利案件1314
件， 结案1309件， 按期结案率为100%。
入驻第七届中博会开展督查， 检查商品
800余种。 成立省专利行政执法队， 充
实行政执法队伍， 全年培养专利执法人
员520名。

商标： 2012年， 全省申请注册商标
35789件， 核准注册19054件； 新增中国
驰名商标102件， 我省驰名商标总量达
到267件， 拥有量在中西部位居第1， 进
入全国8强； 新增湖南省著名商标705

件， 省著名商标总数达到1916件。 全年
查处商标侵权假冒案件1182件。

版权： 2012年， 省版权局登记各类
作品版权633件， 较2011年增长68.35%。
全年查处各类侵权盗版案件342件， 收
缴盗版音像制品、 图书、 软件等各类侵
权盗版制品63.48万余件。 软件正版化工
作稳步推进， 顺利完成年度目标。

植物新品种： 截至2012年底， 我省
农业植物品种权申请数和授权数分别为
387件和185件， 在全国分别排名第12位
和第10位。 林业系统共有5个植物新品
种获得授权， 其中4个油茶新品种系全
国首次为油茶新品种授权。

地理标志保护 ： 2012年， 我省7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获准注册， 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累计达59件， 拥有量在全国排
名第8；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累计
达30个； 新增6个产品获得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 产品总数达到33个。

文化知识产权保护： 2012年， 省人
民政府公布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和扩展名录共70项。 文化部门组织
开展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保护督查工作， 编撰出版 《湖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 等。 全省文化市场稽查机构共检
查文化市场247620家次， 办结案件5424
起。

公安机关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
为： 2012年， 全省治安、 经侦部门共破
获各类侵权盗版违法犯罪案件1326起，
核查各类涉网案件线索1128条。 查办了

“1.19” 王某某团伙侵犯著作权案、 郴州
市某计算机公司侵犯微软 （中国） 公司
著作权案等一批典型案件。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2012年， 全省
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1064件；
受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34件， 审结28
件； 审理了高雷公司诉张某专利权权属
纠纷案等一批典型案件。 省高院指导长
沙市岳麓区法院在全国首创开展专利纠
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试点工作。 全
省司法鉴定机构共受理知识产权鉴定案
件33件， 全省律师共代理知识产权诉讼
案件550件。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 长沙海关制定
下发假冒药品、 食品、 汽车配件进出口
专项整治方案， 启动4类重点商品的专
项整治活动。 共查获各类侵犯知识产权
案件46起， 涉案物品 （货物） 3万余件/
箱， 总案值200万余元。

三 、 深入开展打击侵权假冒工作 ，
完成了由专项工作向常规工作的转变

省政府印发 《湖南省打击侵犯知识
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实施方
案》。 各市州积极行动， “双打” 工作在
全省122个县市区全面铺开。 截至2012
年底， 全省行政执法部门共立侵权假冒
案件24548起， 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 全
省检察机关共监督公安机关立案489件
607人； 法院系统受理相关刑事案件209
起， 审结案件175件， 判处犯罪分子215
名， 有力打击了侵权假冒行为。 我省在
全国2012年度“双打” 绩效考核中获得
好评。

18人贩毒案在湘乡开庭
本报4月26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曾仁平 陆义）昨

天，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湘乡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胡加
强等18人贩毒案，涉案毒品2100余克。

该案涉案人员多为湘乡人。 2011年3月至2012年5月，湘
乡人胡加强单独或伙同黄兰芬出资40多万元，通过将毒品藏
于抽油烟机、手提包等方式，先后从广州吴木河处购得毒品
2196.9克，后以高价卖给周建中等人贩卖。 涉案18人中有夫
妻、朋友、老板、职员，包括女性4人，大多无业。 18人中，多人
既吸毒又贩毒。

鉴于涉案毒品量巨大， 该案成为2012年公安部督办案
件。 湘乡市公安局高度重视案件侦破工作，成立专案组，辗转
广东、湘乡两地，经过3个多月大量细致的侦查、举证工作，一
举破获该案。 该贩毒案也是湖南10大精品案件。

因人数众多，案情重大，湘潭市中级法院将择日宣判。

H7N9禽流感阴影下，家禽市场销量和价格几乎跌至“冰点”。 眼下，家禽养殖场已开始焚烧鸡苗，把
种鸡当肉鸡贱卖。 紧要关头，养殖企业与相关专家充满期待———

盼政府“出手”稳定家禽养殖业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金文
锋）在今天举行的“2013年度湖南省专利权质押
融资项目签约仪式”上，省知识产权局分别与交
通银行湖南省分行、长沙银行、招商银行长沙分
行签署了框架合作协议，共同实施“湖南省专利
权质押融资推进工程”。 湖南金中环保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分别与中国银行湘潭分行等
5家银行现场签约，成功融资1.3亿元。

据悉， 为帮助破解我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
难题，知识产权部门围绕政策制定、银行金融产品
创新、 企业融资项目策划和地方试点等开展了一
系列工作。 省知识产权局积极协调，会同中国人民
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省银监局和省科技厅研究制
定《关于促进湖南省专利权质押贷款工作的意见》，
要求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服务方式， 突出支

持重点，对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得到国家和地
方政府政策支持的专利优势企业和项目， 以及掌
握了产业核心技术或关键技术专利权、 发展前景
好、创业带动力大、市场竞争力强的中小微科技企
业，可在专利权评估值50%以内给予授信，对于国
家、省重大发明专利授信额度可达60%。

省知识产权局局长陈仲伯表示，该工程将
通过发挥各方优势，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
模式，实现资源共享。 从机制构建、信息交流、
项目筛选、政策扶持、风险管控、人才培养等方
面共同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促进专利权融
资业务规模化发展，服务创新型湖南建设。

据悉，到目前为止，我省2013年度专利权
质押融资对接活动中共有23个项目与银行达
成协议，总金额达3.26亿元。

我省实施“专利权质押融资推进工程”
23个项目与银行达成协议总金额3亿多元

“政府为民
办了一件大好事”

———鹤城区依法强制关停“毒气作坊”记

2012年湖南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摘要）
湖南省知识产权协调领导小组

本报4月26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张艳）
今天召开的全省城镇供排水工作会议明确要
求：根据国家部署，今年汛期前，各地要及时完
成易涝隐患点排查公布、管道清淤疏浚、补齐
遗失破损井盖、加装防护网、加固井盖等事项，
防范再度发生“夺命井盖”事件。

据悉，国务院办公厅近日下发了《关于做
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 对城
市排水防涝工作作出了总体部署，要求落实地
方责任，加强排水防涝工作行政负责制，将其
纳入政府工作绩效考核体系。

前不久发生的女大学生长沙遭遇“夺命井

盖”事件，再度引发与会代表的热议。 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悲剧的发生，是
部分城市内涝频发的写照， 严重危害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对公众生产生活影响很大。

省住建厅要求，今年加强城市排水防涝建
设管理，既要治“标”，还要治“本”。 除采取相应
安全防范措施外，各地要对地表径流、排水设
施等进行全面普查， 分析评估排水防涝能力，
找准城市内涝的症结。 同时，抓紧编制相应规
划，变革以前“马路挖了又补、补了又挖”的重
复建设方式，全面整合污水、供水、雨水、燃气
等各类管道建设。

防范“夺命井盖”事件再发生
城市排水防涝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

本报4月26日讯（通讯员 曾妍 李黎 记者 张斌）近日，1
起特大贩毒案在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涉案的5名被
告人中，罗红智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李梦文被判无期徒
刑；其余3人分别被判处8至15年有期徒刑。

法院审理查明，2006年以来，被告人罗红智（茶陵县人）
在广东珠海，将从被告人李梦文（茶陵县人）等人手中购买的
冰毒、麻古、K粉等毒品，通过大巴运回茶陵，销售给被告人彭
志慧、罗新华和吸毒人员牟利，彭志慧、罗新华接货后再将毒
品卖给其他毒贩或吸毒人员。 2012年3月30日，茶陵县公安部
门经过侦查， 在茶陵某宾馆将罗红智抓获， 现场缴获冰毒
45.72克，麻古184粒。随后，在珠海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李梦文
及其妻林淑玲（广东潮阳人）等犯罪嫌疑人相继被抓获。

经查， 罗红智共计贩卖冰毒1699.4克、 麻古7894粒（合
710.46克）、K粉1410克； 李梦文共计贩卖冰毒1260克、 麻古
3350粒（合301.5克）。 罗红智贩卖毒品数量特别巨大，依法应
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鉴于其被抓获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向公安人员坦白同案人要求其翻供的情况， 在法庭上主动认
罪，法院遂宣判对其判处死刑可不予立即执行。

株洲1起特大贩毒案一审宣判
被告人罗红智被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

4月26日下午，33岁的挪威平衡大师埃斯基尔， 在吉首矮寨特大
悬索桥下层、距地面330米高的钢梁上，不带任何保护装置进行徒手
倒立，展示了他超强的平衡实力和非凡的胆量。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大雾茫茫行车难

京港澳高速湖南段出现严重拥堵
本报4月26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雷文明 施泉江）记

者今天从省公安交警部门了解到， 从25日晚开始的一场大雾使
能见度大大降低，在京港澳高速湖南段引发了多起事故，导致这
条南北交通大动脉堵车现象严重，一些路段拥堵长达7小时。

据介绍，京港澳高速杨梓冲收费站附近往南1479－1484
公里处，从今天9时8分开始连续发生多起事故，导致交通严
重堵塞，拥堵时间长达7小时。

因受大雾影响，今天早晨，交警部门即对京港澳高速临长
段、长潭段、耒宜段，以及沪昆高速醴潭段、邵怀段，长永高速
实施全线管制，收费站只出不进。截至上午9时管制才解除，但
能见度持续较低。

交警提醒，雾天行车视野不佳，这是发生交通事故的主要
原因。驾驶员一定要听从高速公路执法人员的指挥，在收费站
等候时，应遵守交通规则，不要争道抢行；在进行编队放行时，
必须保持车距，严禁超车，直至驶离有雾路段，尽可能减少交
通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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