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雷
鸿涛 通讯员 卢宗旺）4月22日，由
怀化学院、 怀化市人社局承办的怀
化地区2018届高校毕业生供需见
面会在怀化学院举行。 应届大学毕

业生张明峰与长沙族兴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的招聘专员相谈甚欢，他
说：“我提前通过扫二维码， 了解了
企业信息， 现场交流后心里更踏实
了。”

此次招聘会有两大亮点， 一是
“扫码招聘”， 二是外地企业组团来
怀求才。 怀化市人社局人力资源服
务中心副主任姜丽丽介绍， 怀化学
院首次尝鲜“扫码招聘”，可实现线

上、线下招聘同时进行。现场（线下）
招聘单位为267家， 线上招聘单位
246家， 总计提供就业岗位1.5万个
（怀化学院2018届毕业生为3920
人）。企业的招聘岗位、招聘要求等
信息，通过网络生成一个二维码。求
职者通过网络或现场扫二维码，即
可查看招聘信息并提交电子简历，

双方还可互动。
在招聘会现场， 宁乡市

人社局副局长姜安民组织了
宁乡市“百企千岗进高校”专
才引进招聘团的14家企业
来怀求才， 佛山市顺德区劳
动就业服务中心也组织7家
企业来怀化现场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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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23日讯（ 通讯员
周闯 吴思 记者 胡宇芬）记者今天
从省知识产权局获悉， 湖南省一季
度专利申请量21403件， 同比增长
18.18%；专利授权量11782件，同比
增长34.41%。截至3月底，全省有效
发明专利拥有量36235件， 每万人
发明专利拥有量5.31件。

据统计， 今年一季度三类专利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申请量

分别为8002件、10009件、3392件，
分 别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10.62% 、
32.99%、1.22%；三类专利授权量分
别为2067件、7162件、2553件，分别
较去年同期增长 1.67% 、55.22% 、
20.48%。让发明人的创新成果实现
知识产权化， 专利代理机构发挥了
重要作用。截至3月底，全省依法设
立专利代理机构共80家，获得专利
代理资格证人员达1200余人，省内

执业代理人达254人。
从专利申请人的类型来看，职务

专利申请和非职务专利申请分别为
15825件和5578件， 较去年同期分别
增长21.07%和10.67%。职务专利申请
占全省申请总量的7成有余， 其中，工
矿企业11733件、大专院校3678件、机
关团体244件、科研单位170件。

从地区来看， 专利申请量位居
全省前3名的市州是长沙、 株洲、常

德；专利授权量位居全省前3名的市
州是长沙、株洲、衡阳；专利申请同
比增长率前3名的市州是常德、邵
阳、娄底；专利授权同比增长率前3
名的市州是自治州、张家界、衡阳。

据统计，截至3月底，长株潭地区
有效发明专利共28119件，占全省有
效发明专利总量的77.60%，其万人发
明专利拥有量达19.39件， 约为全省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的3.65倍。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李文
耀 通讯员 李莎）4月是主题为“倡导
创新文化 尊重知识产权” 的2018年
长沙市知识产权宣传月。 今天，
《2016-2017年长沙知识产权保护状
况》白皮书在长沙发布。白皮书由长
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沙市人民检察
院、市公安局、市知识产权局等部门
共同编写，客观描述了该市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的整体状况与水平。

2016年至2017年， 长沙每万人
发明专利拥有量达27.08件， 居全国

省会城市第6位； 版权作品登记量年
均增长34.3％， 占全省登记总量的
88％。全市共立案查处假冒专利案件
1119件、专利纠纷案件277件；办理侵
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案337件， 罚没款
580多万元； 集中展开新闻出版影视
行业网络版权专项保护和移动互联
网应用程序规范整治等行动，办理著
作权侵权纠纷案49件；公安机关共抓
获犯罪嫌疑人421名， 捣毁制假窝点
140个； 检察机关首创知识产权“刑
事、民事、行政三检合一”和“批捕、起

诉、监督、预防四项职能融合”的办案
模式；审判机关知识产权审判案件数
量、 处罚额度都有较大幅度增长，彰
显了全面从严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导向。

又讯 中国（长沙）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今日在长沙高新区麓谷企业
广场正式挂牌成立。 该中心面向智
能制造领域开展专利快速审查、快
速确权、快速维权，实现了公、检、
法、 司及社会组织全要素集聚，“一
站式” 快速受理各类知识产权举报

投诉和纠纷案件。
中国（长沙）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是全国首批4家地方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之一，自2017年6月开始筹建，
当年12月29日首批获批对外试运
行。试运行期间，中国（长沙）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共完成118家企业备
案，受理了51件专利预审申请。过去
一般需要22个月才能申请下来的
发明专利，现在最快只需65天；实用
新型专利申请过去一般需要7-14
个月，现在最快7个工作日可办结。

仙灵骨葆口服制剂是一类补肾壮
骨药，具有滋补肝肾、接骨续筋、强身
健骨的功效，临床上用于骨质疏松症、
骨折、骨关节炎、骨无菌性坏死等。

不过， 仙灵骨葆口服制剂也有一
些不良反应，尤其是肝损伤风险。

2004年1月1日至2016年7月21
日，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数据库中
共收到仙灵骨葆口服制剂不良反应报
告 2665 例 ， 其 中 严 重 报 告 81 例
（3.1%）。仙灵骨葆口服制剂的不良反
应主要包括胃肠系统损害（55.6%）、
皮肤及其附件损害（23.2%）、中枢及
外周神经系统损害（5.5%）等，不良反
应表现包括恶心、呕吐、皮疹、瘙痒、腹
痛、腹泻、腹胀、心悸、胸闷、肝功能异
常、肝细胞损害等。在严重不良反应报
告中， 肝胆系统损害所占比例明显高
于总体报告中的相应比例， 不良反应

表现包括肝酶水平升高、 胆红素水平
升高、肝细胞损害等。肝胆系统损害多
见于中老年患者，其中45至64岁患者
占40.5%，65岁以上患者占51.9%。 大
多数（60.7%）肝损伤不良反应报告中
的用药时间在30天以上。

因此， 建议医务人员在使用仙灵
骨葆口服制剂前应详细了解患者疾病
史及用药史， 避免同时使用其他可导
致肝损伤的药品， 对有肝病史或肝生
化指标异常的患者， 应避免使用仙灵
骨葆口服制剂。 患者用药期间应定期
监测肝生化指标； 若出现肝生化指标
异常或全身乏力、食欲不振、厌油、恶
心、上腹胀痛、尿黄、目黄、皮肤黄染等
可能与肝损伤有关的临床表现时，应
立即停药并到医院就诊。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钟露苗 整理）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廖佚）20日，湖南商务职业技
术学院与长沙、株洲、湘潭三地工商
联合会共同签署了《长株潭城市群校
企战略合作协议》， 开启高职教育与
企业共同成长、协同发展的产学研合
作新模式。

此次合作涉及人才培养与输
出、科技研发与运用、教育培训与
商务合作三方面。湖南商务职院凭
借自身优势， 将成为三市企业的
“人才智库”之一，与三地商会企
业共同致力于专业群建设， 利用
学术与实践双重优势， 打造王牌

专业，采取“订单式”“学徒制”培养
模式，每年定向培养企业所需人才，
根据市场需求实现人才的精准化输
出。 学院还将为企业在平台软件开
发、大数据运用、电商销售等方面提
供技术支撑， 用最新的技术成果为
企业开辟新的市场， 同时与企业共

同办厂，联合经营。同时，湖南商务职
院还将与长株潭城市群商会企业在实
习实训基地建设，人员挂职锻炼、专业
培训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

湖南商务职院院长李定珍告诉
记者，学院作为高素质技术技能型湘
商人才培养的摇篮，有责任有义务为
新时代湘商人才的培养作出自己的
贡献， 此次合作将为校企协同创新、
产业协同发展，长株潭城市群开发融
合作出有益的探索。

湖南一季度专利申请逾2万件
长株潭地区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19.39件

长沙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27.08件
居全国省会城市第6位

下期奖池：5268370217.12（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06 9 6 0
排列 5 18106 9 6 0 4 5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8046 10 20 22 29 32 05+1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7

7

7630443 53413101

74468031063829

———湖南省药品审评认证与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协办
药物警戒与合理用药

警惕仙灵骨葆口服制剂
引起的肝损伤风险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左丹
通讯员 李文生）4月21日， 首个世界
创意和创新日， 湖南高校绿色创客科
技文化节暨首个世界创意和创新日庆
典在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举行，来
自湖南农业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湖南中
医药大学、长沙学院的专家学者参会，
多位教授为大学生创客们作精彩的双
创报告。

湖南高校绿色创客科技文化节，
由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湖南大学
绿色创客联盟主办。 湖南大学化学化
工学院近年来为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 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
系，统筹安排实习、实验实训、各种设
计竞赛和创新创业训练，开放共享，创

建了多层次立体化开放工程实践教学
体系；将学院、学校和企业的实践平台
按功能整合为实训、 工程设计和创新
创业资源， 构建了立体化工程实践平
台； 开创了创新创业导师团指导下的
绿色创客联盟，包括化工创客俱乐部、
3D智造新材料中心和绿色低碳创业
训练营，其导师团由创新能力强、经验
丰富的国内外高校教师和行业专家共
同组成，学生与导师双向选择。通过创
客基本训练、 进阶训练和项目实战训
练，该联盟取得了丰硕成果，参与科研
与双创项目195项， 参与发表创新研
究论文269篇、申请专利46项，并连续
三年免费为湖南高校开展创客赋能培
训，培养校外双创人才200多人。

湖南高校举行绿色创客科技文化节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 （记者 余
蓉）走进课堂开展美式教学、举行座谈
进行教学交流、 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
文化教学……23日下午，来自美国佛
蒙特州的30余名中小学师生走进长
沙师范附属创远小学， 开展环球青少
年大使计划中美国际交流活动。

“美国老师上课的时候表情很有
趣”“上课就像玩游戏” ……虽然语言
交流还有障碍， 但一位美国老师带来
的英文课还是让学生们津津有味，抢
着举手上台和老师互动。“哇，太美了”
“真好听”……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环
节，学生们的水墨画、民族舞、传统乐
器表演等传统才艺表演也让美国师生

们赞不绝口。
长沙师范附属创远小学校长张华

介绍，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推动着教
育的国际化， 让学生从小进行不同文
化背景、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国
与国、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益于开拓
青少年的国际化视野，成长为“世界的
主人翁”，今后学校还将为学生们创造
更多国际交流的机会。

此次活动由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组织，来自美国佛蒙特州的30余名中
小学师生，将在湖南省5所中小学校进
行为期一周的文化交流活动， 将采取
座谈交流、 同课异构、 文化体验等方
式，推进中外师生间的跨文化交流。

美国师生来湘交流文化教育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雷真真 龚莉 ）20日上午，全
国铁路高职院校首个院士工作站在湖
南铁路科技职院成立。刘友梅、丁荣军
这两位铁路行业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将走进这所老牌铁路职业院校， 引领
攻关铁路运行安全保障技术， 助力铁
路行业“大国工匠”培养。

刘友梅先后担任过我国第一、二
代电力机车的总体设计， 主持并组织
了我国第三、 四代电力机车的开发研
制全过程。丁荣军是“新世纪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级人选”，长期从事轨道交
通牵引控制、 牵引变流和网络控制技
术的创新研究和成果转化。 该工作站
由两位院士领衔组建， 计划组建一支
由院士、长江学者、境内外知名专家和
科学家组成的专职或兼职的多学科融
合、年轻化、国际化的创新团队。

未来， 工作站将重点针对轨道交

通运营安全监测体系、 轨道交通智能
制造、 轨道交通实用技术人才培养模
式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搭建高铁运行
安全智能监测技术创新、 国际化高等
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 公共技术服务
三个平台。以“高铁运行安全智能监测
和智能制造技术”为核心，从着重建立
实时、可靠、准确、智能的铁路运行安
全监测体系， 有利于及时监测高速铁
路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障碍和故障；有
利于降低或避免各种随机的自然灾害
对高速铁路安全运行造成的破坏等方
面开展科研工作。

该院党委书记刘剑飞表示， 该工
作站的成立， 能为学校搭建高层次科
技创新平台，加强产学研合作，引进科
技创新团队，培养创新型人才，加快建
立以企业为主体、 产学研相结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 以提高核心技术创新能
力。

院士工作站
落户湖南铁路科技职院

怀化学院尝鲜“扫码招聘”

湖南商务职院携手长株潭城市群商会
打造产学研融合新典范

4月20日， 长沙市
雨花区左家塘街道营山
巷社区与曹家坡小学联
合成立“蓝天小卫士”志
愿服务队，并组织小志
愿者们走进小区、商铺
开展保卫蓝天宣传活
动。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余敏 摄影报道

蓝天
小卫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