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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25日讯（欧阳倩 陈勇）1月24日，长沙市
发布《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若干措施》
(简称《措施》)。这是长沙继“工业30条”“人才新政22条”后，
再次从政策层面鼓励创新创业。

《措施》首次提出建立4个“三合一”机制，开展专利、版
权、商标“三合一”集中执法、“三合一”刑事侦查，实行知识
产权刑事、民事、行政“三检合一”“三审合一”。中南大学法
学院教授何炼红介绍，在国内城市中，长沙是目前全国唯一
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知识产权保护多维度“三合一”的城市。

《措施》共12条，包括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一站式”服务
窗口，行政、司法等多部门进驻，避免权利人反复跑、多头
跑；明确在中国(长沙)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开通专利审查绿
色通道，将专利申请审查周期缩短至3至6个月，实现专利
无效审理提速30%等。

这次《措施》出台，加强了长沙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司
法部门之间和司法部门与其他部门、组织之间的衔接协作，
实现资源整合、信息共享。《措施》明确强化知识产权行政司
法协同保护，建立联席会议、案件协调和信息互通共享3项
工作机制，开展重大案件会商、加快案件移送、建立诉调对
接、推动行业调解等；加强知识产权鉴定机构等专业机构建
设， 建立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专家库， 成立专门援助律师团
队。

据介绍，长沙是首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也是获批
建设首批国家重点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城市、 国家知识
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城市、 首批国家知识产权综合
管理改革试点城市， 是目前全国唯一实现这4项国家级知
识产权改革创新任务集成式落地的城市。2017年， 长沙累
计申请专利37051件， 城市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27.08件,居全国省会城市第5位。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 （记者 白培生 颜石敦 通讯员 骆国
平 夏太鹏）1月22日，是桂阳县莲塘镇赶集日，4名镇、村干部身
穿黄色巡逻服，臂戴红色巡逻袖章，到市场劝导文明经营，受理
群众求助。这是该县创新开展城乡群防群治工作的一个场景。

桂阳县面积大、人口多、警力少，20个乡镇（街道）只有16
个派出所，社会治安压力大。为改变这种被动状况， 2016年
来，该县最大限度地把警力摆上街面、沉到小区，切实提高群
众见警率、民警管事率。同时，创新开展城乡群防群治工作，广
泛动员和精心组织干部职工、社会力量参与义务巡防。县公安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巡逻不是漫无目的、漫不经心的空巡，而
是坚持履行打、防、管、控、服务等职能，做到一项都不少。

在城区，桂阳县深入开展“我为大家巡一夜，大家为我巡
一年”活动，要求机关与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每人每年至少义
务巡逻一天。并将城区划为5大巡区，每个巡区安排1名民警
带队、数名干部职工参加，每晚8时至11时进行巡逻。还依托
网格化管理，组织社区志愿者、入党积极分子、优秀社会青年，
成立了120支志愿巡逻队，进行不间断义务巡防。在农村，积
极开展“干部月月巡一天，百姓天天过得安”活动，要求乡村干
部等每月至少义务巡逻一天。全县组织乡村干部、学校教师、
“五老人员”等，成立了300多支义务巡逻队，在赶圩日、节假
日及农业生产重要时期进行全天候、全村落巡逻。

据介绍，自2016年以来，桂阳县城区接处警、城乡刑事
案件立案等大幅下降，有效控制了发案率。2017年，该县被
评为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先进县。

长沙 桂阳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陈文美）
记者近日从长沙市雨花区委宣传部获悉， 该区因为妇幼
健康服务水平高，被国家卫计委授予2017年度“国家级妇
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县(市、区)”称号。

近年来，雨花区紧紧围绕“人人为健康、健康为人人”
的健康观，将妇幼健康服务摆在民生福祉的重要位置。投
入1.5亿元，新建雨花区公共卫生大楼，将妇幼保健计划生
育服务中心整体迁入； 安排妇女常见病筛查及农村妇女
“两癌” 筛查、 免费产筛、 新生儿疾病筛查等专项经费
1212.63万元，并将逐年增加；成立了雨花区危重孕产妇急
救中心、儿科急救中心，设立困难危急重症孕产妇及儿童
救助基金50万元，建立危急重症急救与转诊绿色通道，在
全市率先组织全区危急重症孕产妇急救演练。近两年，成
功救治或转诊19例高危孕产妇和269名危重新生儿，在全
市率先实施涵盖辖区内流动人口的免费孕前优生检查，
并增加了男性精液检查。

雨花区卫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18年雨花区将继
续巩固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工程创建成果， 全面开展
孕妇产前基因筛查、新生儿疾病筛查等各项工作，努力打
造妇幼健康优质服务品牌。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张云文）
近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府正式出台《教育质量提
升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主要目标是力争到
2020年， 其教育整体发展水平及主要指标达到全省平均
水平，并居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前列。

该计划首先对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作了明确规定，
从2018年起， 每年从面试现场直接签约聘用50名以上部
属院校免费师范毕业生，给予补贴安家费、提供住房等优
惠，并作为高中骨干教师培养。继续实施初中起点六年制
本科层次初中教师、 五年制专科小学及幼儿园教师公费
定向培养师范生计划，每年培养400名，并落实好普通高
中起点四年制本科公费定向培养师范生省级计划。 提高
乡村教师待遇，让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把农村教
师(含特岗教师)人才津贴，按每人每月300元至1200元标
准列入财政预算。

《计划》要求落实经费保障，在原有教育事业发展预
算资金不变的情况下， 州本级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3000万元，县级财政要相应设立专项经费。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杨云 )“我们要密切关注人民
大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把‘中国如何才
能强起来？’‘当代大学生肩负怎样的
历史使命？’ 等问题在和家人唠嗑时，
用父老乡亲们熟悉的话语娓娓道来。”
寒假即将来临， 湖南文理学院发出了
一份致全国青年大学生的倡议书，号
召大学生做全面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的先行者、排头兵。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湖南文理学院
把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
和今后一段时期首要的政治任务抓紧
抓实，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专题
研学，作好表率。校领导先后16次深入
基层讲党课，并多次邀请省内外知名专
家学者来校宣讲，切实做到学懂、弄通、
做实，奋力开创学校各项工作新局面。

益阳：学生放假
布置“消安作业”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记者 邢

玲 通讯员 陈灿)因低温雨雪天气
来袭，益阳市各中小学校陆续提前
进入寒假。放假前，该市公安消防
支队、市教育局联合编制《寒假家
庭消防安全作业本》20余万册，免
费发放给全市城镇中小学校学生。
这本特殊的寒假作业本以卡通插
画和简洁的文字宣传消防安全知
识，通俗易懂。

张家界：妇女创业
就业基地揭牌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 （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田贵学）1月24日，
张家界妇女家门口创业就业示范
基地在永定区三家馆乡揭牌。该基
地设在一对80后姐妹花白手起家
创办的草根企业。揭牌当天，基地
首次签约接纳50名农村妇女，其中
23人属建档立卡贫困户。

株洲县：清理党员
干部“历史积垢”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记者 戴

鹏 通讯员 楚云天）“唉，事情过去6
年了，还是被开除了党籍。”今天，株
洲县一位受处分的干部感叹。 该县
纪委透露，自2017年3月以来，该县
对受过行政拘留处罚和被判犯罪的
党员干部开展集中清理专项行动。
目前，已对79名党员干部作出党纪
处分，其中13人被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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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 演员在表
演木偶舞蹈《虞美人》。当
天， 由湖南省文化厅、湖
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办的
“送戏曲进万村， 送书画
进万家”文化惠民活动在
浏阳市镇头镇举行。
傅聪 龙文泱 摄影报道

戏曲进村镇
书画贺新春

使命在肩 振兴中华
湖南文理学院发出

致全国青年大学生的倡议书

新闻集装

妇幼健康服务迈入全国先进行列

雨花区获评国家级示范区

自治州启动
教育质量提升三年行动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月 25日

第 2018025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441 1040 4586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063 173 183899

6 7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1月25日 第2018011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3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39771320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13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7356371
5 17075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226
70033

1300934
8023678

41
2127
44670
278598

3000
200
10
5

1110 23 27 3321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文和生 徐晓宇

低温！冻雨！风雪！1月25日，岳阳市迎
来新年第一场雪，该市交警部门一马当先
保畅通保安全， 巴陵古城涌动一股股暖
流。

风雪袭来，最先尝到其“厉害”的是地
处湘北的华容县。当天清早，华容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车管所民警为方便办事群众，

用棉布在车管所办公楼前临时铺起一条
“地毯式”通道。“一个小小的举动，一条简
易的通道，却给人留下极好的印象。”市民
李满军看在眼里，暖在心上。

中午时分， 华容县城部分地区停电，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章华中队全员上岗，在
路口指挥、疏导交通，“黄背心”站成一道
风景。

得知寒潮来袭， 岳阳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未雨绸缪，启动应急预案，搜集、公布城

区26处易结冰易发生事故路段， 提醒驾驶
员谨慎慢行。 洞庭湖大桥是岳阳交通大动
脉上一处“要塞”，桥面也早已结冰。25日一
早，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君山大队全员上岗
迎战风雪，为过往车辆保驾护航。15时30分
许， 民警邓权付、 侯迁和在洞庭湖大桥巡
逻，发现一起因车辆打滑引发的交通事故，
两人立即下车处置。司机大哥想感谢他们，
他们已转身上路指挥交通去了。 司机大哥
觉得好暖心：“关键时刻，还是交警好啊！”

黄巍 赵志高 杨云萍

1月24日凌晨2时多，气温降至零
下1摄氏度，寒风刺骨，细雨纷飞。

“洪横Ⅱ线已由运行转检修，在采
取安全措施后可开始检修。”随着国网
怀化市洪江区供电公司调控中心调令
下发， 已做好准备工作的输电检修工
李维军、熊平等开始登杆作业。

为尽量缩短停电时间，变电运维
班对线路进行停电操作后，输电运检
班人员分成3组，分别负责切断负荷、

转移负荷、检修作业3项任务。
“手都有点僵硬了，所以更要注

意螺丝有没有压紧、氧化层有没有打
磨干净……”戴着脚扣从15米高的电
杆上下来，李维军不停搓着冻得通红
的双手、跺着双脚。

检修组负责人陈朋介绍， 考虑到
这条线路由运行转检修会对洪江区主
城区巫水路、 二医院、 幸福东路等处
7000余户居民用电造成影响， 公司不
断优化抢修方案， 将作业时间安排在
凌晨2时至5时进行。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记者 周勇
军 肖洋桂 通讯员 刘卫平）今天，常
德迎来雨雪天气。当天上午，该市西
湖管理区明穗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
张志明组织20多人，忙着在钢架大棚
中套中棚，中棚再套小棚，用多层膜
覆盖方式保温增温，并在棚里用火炉
升温，铺设地热线、安装植物生长灯
等增温，以防止西瓜、南瓜等幼苗受
冻，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张志明告诉记者， 当天其基地10

多个育苗大棚都采取了防范措施，其
他700多个大棚因蔬菜已收割完毕，
只需慢慢进行加固。

1月22日，雨雪天气来袭前，常德
市农委发布了预防冰冻雪灾的紧急通
知，提醒各农户做好防冻保苗工作，并
印发了蔬菜、 柑橘等防冻及冻后恢复
技术。 西湖管理区农业局及时传达上
级相关精神，严阵以待，做好恶劣天气
应急预案和保障措施， 组织农技干部
下基地、入大棚进行技术指导。

岳阳交警上路保畅通

常德“棚中套棚”抗冰雪

深夜冒雨抢修供电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