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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6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
讯员 任彬彬 ） 记者今天从湖南省科技
厅获悉，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省科技厅、
省工商局、 省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出台
了《关于支持以专利使用权出资登记注
册公司的若干规定（试行）》。这是湖南省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出台高含金量政策
促进专利成果产业化的新举措， 在全国
处于先行先试行列。

近年， 我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大力开展创新型湖南建设，成为了专利产
出大省，为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产业
转型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科技成果向
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没有完
全通畅，究其症结，主要是受到原来的科
技成果管理体制以及政策的制约，才出现
了专利成果“转化难”、“转化慢”的现象。

为了破解专利成果转化难题，省科技
厅、 省工商局和省知识产权局通力配合，
以创新思维对待专利成果资本化、产业化

问题， 及时顺应国家健全科技成果处置
权、收益权管理机制的新政，就专利使用
权出资定义、入股比例及条件、监管工作
等方面作出了新的界定。此举将有利于深
化产学研协同创新，降低高新技术企业开
办门槛，促进万众创新、大众创业，加速我
省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发展。

据悉，该《规定》将专利权和专利使
用权合理分离，细化、深化了国家关于专
利权等非货币性财产出资登记注册公司

的相关规定。 如在登记注册公司时允许
专利权人用专利使用权作价出资， 入股
比例不受限制， 促进财产性权利转化为
资本； 对用于出资的专利使用权由有资
质的专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作价； 专利
许可方式为在中国境内独占许可； 以专
利使用权出资方具有持续获取与所在公
司业务发展相关专利的能力； 以专利使
用权出资方可以用新的专利权或专利使
用权作价用于公司资本维持等。

采取“631”模式招生

南科大明年计划
在湘招生65名

本报12月26日讯（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唐倩）今天，
南方科技大学在长沙召开创新发展报告会透露，该校2015
年采取“631”模式进行招生，即高考成绩占60％，能力测试
占30％（含面谈5％），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占10％。在湘
招生计划为65人。

据南方科技大学分管招生的韩蔚博士介绍， 南科大
2015年招生范围将扩大到全国21个省（市区），在湖南的招
生人数计划为65人。有意报考该校的2015届应届理科高中
毕业生， 即日起可登录学校招生官网的报名系统注册，并
填写信息即可完成报名， 报名的截止日期为2015年4月15
日。除了网上报名外，学生还可以通过各学校的自主推荐
进行报名。

2015年招生政策变化主要是：高中学业水平成绩由高
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确定，占10%；面谈分值从3%提升至
5%。能力测试时间从每年的3月推迟到明年高考后的6月中
旬。奖助体系方面是：2015年的新生中，优秀新生奖学金覆
盖面达50%以上；特等奖至少10名，奖金每人5万元；一、二
等奖名额更多，分别奖3万元、1万元，三等奖、优秀奖分别
奖6000元和3000元。

�灰霾再现
明起气温回升，可到18摄氏度左右
本报12月26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孙姣）冷空气如

约而至，说降温就降温，只是，说好的“驱霾”呢？今天，省气象
台发布了霾黄色预警称，长沙、株洲、湘潭部分地区出现中度
霾。不过，气象部门表示，27日湖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洗尘，
霾将有所减弱。

据实况监测显示，今晨，省内41个县市晨雾再起；35个
县市出现了霾。气象部门表示，由于冷空气势力弱，空气流
通能力差，污染物聚集，今天湖南中部漫天灰霾，空气污染
较严重。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全省降水偏少，气温前低后高。
27日省内部分地区有弱降水；28日至31日省内以多云到晴天
为主，气温回升，高温将回升到18摄氏度左右。同时，伴随着
冷空气的影响，27日霾将有所减弱。不过，根据省环境监测中
心站和省气象台联合发布的环境空气质量预报，27日省内大
部分地区空气质量状况仍是中度污染。

“我是极客”大比拼
高校100多团队竞技移动互联网
本报12月26日讯（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文彬）历时2

个多月的“我是极客”全省首届大学生移动互联网创新创
业大赛今天落幕。此次大赛共吸引了来自全省40多所高校
的100多个大学生团队参赛，20多家移动互联网知名企业
参加。来自湖南警察学院“E寸照”团队的一款专用手机拍
照软件、湖南大学“三国全明星”团队的一款三国游戏软件
获得一等奖。

此次参赛项目涉及快递、户外活动、足浴休闲、电子商
务、智慧校园等众多行业领域，大部分项目已开始投入市
场试运营。比如，长沙民政职业学院“优来”团队的“无
忧———快递收发智能管理系统”， 运用该系统查询多个快
递时，无需一个个点击商品链接查询，只需在一个APP上
即可批量查询；需要邮寄快递，也只需在APP上点击下单，
很快就有快递员联系、接货。目前该软件已在长沙数家快
递企业试运营，反响较好。

1500名在深湘籍青年
为青春相聚

本报12月26日讯（记者 彭彭）12月26日晚，由共青团湖
南省委驻深圳市工作委员会、深圳大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联
合主办的大型青春励志演讲暨“寻找种树人”活动启动仪式
在深圳市民中心大礼堂举行。1500名在深湘籍务工青年代表
参加了活动，并启动了“寻找种树人”活动。

18年前,共青团中央主办“香港回归纪念林”种植活动，
1997名来自两岸三地的青年，在深圳市仙湖植物园亲手种下
1997株沉香木，如今这片树林已枝繁叶茂。共青团湖南省委
驻深圳市工作委员会现在启动“寻找种树人”活动，计划在未
来两年时间内，找到当年这1997名“种树人”，目前已找到了
10多名。这10几位“种树人”重访纪念林，亲手抚摸自己当年
种下的沉香木。

本报12月26日讯 （杨卫星
吴邓华 贺威）日前，全球水伙伴
（中国·湖南）委员会2014年伙伴
大会暨水生态文明建设学术研讨
会在长沙召开， 对涟源市的水资
源管理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并将
其先进经验在全省推广。

今年来， 涟源市高度重视水
资源管理工作，加大投入，投资上
亿元的涟水河水生态示范工
程———梅子桥到工业桥示范工程
完工； 全省唯一的国家级规划水

资源论证———涟源市中心城区规
划水资源论证通过省水利厅评
审； 涟源市城西生态示范区规划
编制完成； 对全市水功能区完成
立牌工作； 对全市500人以上的
农村水源地划界立碑； 涟源市的
万元工业增加值耗水量符合娄底
考核标准； 全市所有的水质监测
断面按娄底市政府的标准达标率
100%。

涟源市是全省水资源管理
工作唯一推介的县市。 研讨会

上，《涟源市强势推进水资源管
理工作》、《孙水流域杨市镇水生
态文明建设的调查与思考》两篇
文稿引起了全省水资源专家的
共鸣。与会专家和代表对涟源市
的水资源管理工作进行了认真
研讨， 认为涟源市从领导力度、
制度措施、经费保障、部门配合、
考核严格5方面加强水资源管理
工作，真正实现了最严格的水资
源管理，誉之为“水资源管理涟
源现象”。

湖南省出台新政破解专利成果转化难题

专利使用权可作价入股注册公司

月桂聊天

制度措施得力 经费保障有力

涟源水资源管理经验全省推广

12月26日上午，长沙西湖文化园，市民在创意文化街广场上休闲娱乐。当日，西湖文化园正式向市民开
放。文化园总用地面积约2220亩，其中湖面面积约1087亩，包括龙王港风景带、创意街区、牛形山森林氧吧等
11处景点。 本报记者 田超 摄

本报12月26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万轩妤） 今天上
午，省妇联、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与省邮政公司联合发起
的湖南省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温暖微行动·彩虹行”大型公益
活动启动。即日起至春节前，主办方将发动爱心人士为全省
1.5万名农村留守儿童送去“彩虹包裹”，让孩子们感受彩虹
般的温暖与美好。

据介绍，“彩虹包裹”分为三种形式：以手套围巾帽子等
生活用品为主的“暖心包”、以新华字典等学习用品为主的
“字典包”、以水彩笔毛笔等为主的“书画包”。爱心人士可以
捐出100元，认购一个彩虹包裹，为一名留守儿童送去一份
温暖。

本次活动开通了三条捐赠通道：一是利用遍布全省城乡的
邮政网点， 设立了2000余个彩虹包裹捐赠站； 二是通过扫描
“湖南邮政”二维码进入“彩虹行”项目进行网络捐赠；三是省妇
女儿童发展基金会为彩虹包裹设立的专用账户（账户名称：湖
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 账号：943000010007578890�开户
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韭菜园支行 联系
电话：0731-82218413）。

100元捐购一个彩虹包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温暖微行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