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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华亮

日前印发的《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
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 为建设知识
产权强国绘制了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
在前不久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
人峰会上指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
公开透明、高效平等的市场环境”。 可见，
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需要抓住知识产
权保护和市场运用两大关键进行重点部
署。

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过程中会涉及
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需要构建
起政府、中介和企业等多元主体良性互动
的知识产权治理结构， 努力营造公平竞
争、高效有序、协同共进的市场环境。

要着力推进政府的“三型”建设。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既是市场的参与
者，又是市场的管理者，拥有丰富的政策
资源，可以从整体和全局出发，引导区域

的知识产权战略良性发展。要以推进知识
产权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让政府
集中精力管好应管之事，推动“有限型”政
府建设；要以强化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
为着力点， 让政府集中精力做好该做之
事，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要以实行严
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为落脚点，让政府集中
精力做好能做之事，推动“法治型”政府建
设。

要着力提升企业的“三力”水平。企业
是知识产权创新和应用的主体，搞好企业
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对于有效促进知识产
权创造运用具有重大意义。 长期以来，我
国企业内部存在结构不完善、 管理落后、
知识产权意识薄弱等问题；企业外部存在
政策法规不健全、 不完善等市场环境问
题。因此，针对初创型企业，要建立完善的
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其信息获得能力和
信息开发能力，增强其“生存能力”；针对
成长型企业，要积极整合社会各方面的优

势资源，培育其核心技术，增强其“竞争能
力”；针对成熟型企业，要把各种要素统一
于共同的生产经营哲学之下，不断丰富充
实其文化，增强其“创新能力”。

要着力增强中介的“三要”认识。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知识产权中介促进了创造
与运用结合，起到了将研发、生产、销售、
推广联系起来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但在唯
知识产权创造主体“一元论”逻辑下，知识
产权中介的市场主体作用长期被忽视。创
造者为 “源 ”，传播者为 “流 ”，有 “源 ”无
“流”，“源”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
要提高中介对中小企业、风险投资企业的
专业信息咨询服务功能，增强其“企业需
要”存在价值认识；要提升中介的专利事
务、商标事务的代理水平，增强其“行业需
要”存在价值认识；要强化中介的基本公
共服务能力，增强其“社会需要”存在价值
认识。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沙兆华） 今天，
“一家一” 助学就业·同心温暖工程“民革系列
班” 开班仪式在湖南外贸职业学院举行。 民革湖
南省委主委田红旗出席。

活动现场， 民革湖南省委向湖南外贸职业学
院捐赠100万元， 湖南顶立科技有限公司向长沙
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捐赠20万元， 按照每人每期
2000元标准， 资助300名贫困学子在学院2年的
学习费用。

民革湖南省委自开办“一家一” 助学就业系列

班级以来， 目前已累计筹集资金180余万元， 资助
450名家庭贫困学生顺利接受职业教育， 并通过校
企结合的教学模式， 为贫困学子提供就业岗位。

田红旗表示， “民革系列班” 作为湖南同心
温暖工程教育扶贫项目的组成部分， 传递着民革
对贫困学子的关爱。 受助学子要学好知识， 增长
才干， 感恩时代， 报效祖国。 此次受助的湖南外
贸职业学院学生黎子坤表示， 同心温暖燃起贫困
学子的希望之光， 自己将学好一技之长， 回馈社
会的关爱。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周哩平）“快拧紧闸门！ ”“抓紧时间，扑火！ ”……今
天，湖南省“社区消防大擂台”总决赛在湖南理工
学院打响，来自全省14个市州“社区消防大擂台”
冠军队伍同台竞技。

“突破重围”、 “逃生互救”、 “知识达人”、
“釜底抽薪”、 “雨过天晴”， 总决赛设置5个竞赛
项目， 内容涵盖消防设施器材使用、 消防隐患査
找、 消防安全常识问答、 逃生自救技能、 组织施

救等方面。 根据竞赛规则， 参赛队伍人员均来自
社区基层， 每支队伍的成员包括1名社区民警、 1
名社区物业管理员、 1名社区保安、 2名社区常住
居民。

比赛中，各社区志愿消防队准备充分，展现出
良好的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技能， 围观群众的欢
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
岳阳佘家垅社区代表队获冠军， 娄底金信社区和
郴州南京洞社区代表队分别荣获亚军和季军。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樊莉红 李勇 ） 今天， 记者从长沙市残联获悉，
2016年1月1日凌晨， 长沙市“12385全国残疾人

服务热线” 将正式开通。 开通后， 长沙市残疾人
朋友就可拨打“12385”， 反映困难与需求， 并会
在第一时间得到解答与指点。

杨光荣

习近平总书记在“三严三实”的重要
论述中对严以律己提出了明确要求，“严
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
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
清廉”。 党员干部特别是作为“关键少数”
的领导干部，要做到严以律己，关键在于
正确对待个人私欲与党性原则， 守纪律、
讲规矩，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保持政治定力， 始终对党绝对忠诚。
要始终坚守精神信仰。每位领导干部都要
坚守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决
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决不做墙头草、无根
浮萍。 要始终保持政治清醒。 在任何情况
下都坚定跟党走的信念，做到政治信仰不
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坚决贯
彻执行党的决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
决策部署，决不打折变通、阳奉阴违。要始
终严明政治纪律。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自觉筑牢隔离腐化的“防火墙”，
慎小慎微，防微杜渐。

优化政治生态， 努力增进党内团结。
要坚持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做到尊重制
度 、尊重职位 、尊重彼此 ，坚持以工作为
重、事业为重、大局为重，实现民主基础上
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要坚持拆
心墙架心桥。 加强沟通交流， 坚持同台
唱戏 、 共谋发展 ， 多拆思想隔阂之墙 ，
多架心灵沟通之桥， 做到有胸襟、 有气
量、 有境界， 大事讲原则、 小事讲风格，
自觉维护班子和同志之间的团结。 要坚
持纯洁党内人际关系。 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 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
端正和纯洁党内上下关系、 人际关系，坚
决纠正党内政治生活随意化、 平淡化、娱
乐化、庸俗化倾向。

遵守党内规矩， 坚决服从组织决定。
要严格遵循组织程序。 强化组织意识，按
组织程序办事，始终相信组织、依靠组织，
决不目无组织、欺骗组织。 要坚决服从组
织决定。 坚持组织原则，不折不扣执行组
织决定决议，不违反组织决定行事，更不
能对抗组织、妄议组织。 坚决维护组织利

益 、落实集体决策 ，不斤斤计较 、背道而
驰。 要依规开展和参与组织活动。 坚持在
组织允许的范围内、以正当的组织形式开
展活动， 维护党的团结， 不搞团团伙伙、
“小圈子”， 不搞任何形式的非组织活动，
更不能搞封建迷信活动。

把好私德关口， 严格管己管亲管权。
要管好自己。要行得稳、坐得正，慎独慎微
慎初 ，不讲排场 ，不破标准 ，不做 “两面
人”，紧把关口，坚守底线，真正做到一尘
不染、两袖清风。要管好亲人。一定要明白
清正廉洁才是对家人最好的馈赠、家风纯
正才是对家人最好的保护； 一定要管好
“枕边人”、“膝下人”、“身边人”，决不允许
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 凭借自己的影响、
打着自己的旗号搞特殊、求方便、谋利益。
要管好权力。领导干部一定要明白权力越
大责任越大，决不能把权力看做谋取私利
的工具。 要慎之又慎地为党和人民掌好
权、用好权，确保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违
纪、不违法、不离谱、不出格。

（作者系张家界市委书记）

学讲话 用讲话
心得录

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知识产权治理须多方着力

“同心”温暖贫困学子
“民革系列班”开班

谁是社区消防技能王
湖南举行“社区消防大擂台”总决赛

长沙将开通“12385”残疾人服务热线

12月28日9时55分，
澧津大道澧县澧旦乡
路段，一辆大货车因超
车失误，撞上一台道路
清扫车，大货车司机左
脚受轻伤，被卡在驾驶
室无法动弹。 该县公安
消防大队接到报警后，
7名官兵迅速赶赴现
场，经过约一小时的紧
张救援，司机被成功救
出。

吴林芳 熊敏
摄影报道

营救被困驾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