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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打造
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曹娴 李贞 通讯员 李瑞

中联重科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吨位上回转

塔机，有上百项发明专利形成强大技术支撑；北

京冬奥会绽放在“鸟巢”夜空的璀璨烟花，离不

开浏阳烟花企业的幕后贡献；长沙磁浮快线所

用磁悬浮电机及电磁铁，实行全过程的知识产

权管理……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

业链，省工信厅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对先进制造业

高地建设的支撑作用，推动湖南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4 月 20 日，湖南省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启动。

记者走访工信部门和多家企业，探寻湖南制造在

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方面的有益经验。

激发创新活力，引导企业“专精
特新”发展

医药行业是技术密集型行业，也是知识产权

密集型行业，因此行业内有句俗语：“没有专利，

就没有创新药。”

4 月中旬，位于浏阳经开区的天地恒一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18 条生产线马力全开。自动化生

产线上，一款进入国家集采名单的降压药源源不

断下线，每个月的生产任务大概有 150 万盒。

“专注创新发展，我们建立了严格的知识产

权管理制度，包括知识产权预警机制、专利申请

标准化流程管理等，为自主创新保驾护航。”天地

恒一知识产权部部长蒋佳玉介绍。比如在创新药

的研发过程中，注重对现有技术和开发情况等进

行充分的检索与分析，避免走弯路或与他人“撞

车”；充分利用专利制度规则，避免研发成果被他

人抢先申请专利。

打好知识产权牌，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

天地恒一目前已获得授权专利 28 件，其中发

明专利 23 件；获得国内商标注册证 90 项、国

际商标注册证 3 件，产品成功进入欧盟、美国、

日本等海外市场。据介绍，企业一季度订单超

过 1 亿元，同比增长 18%。

知识产权是创新成果的“守护者”,也是创新

发展的“领航员”。强化知识产权运用，天地恒一

是我省标杆企业之一。从 2015 年起，省工信厅每

年开展“湖南省工业领域知识产权运用标杆企

业”培育认定，认定一批知识产权密集、运用成效

突出、规模效益良好、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企业。

至 2021 年底，我省共培育认定 53 家知识产权运

用标杆企业。

省工信厅科技处负责人介绍，对新获认定的

知识产权运用标杆企业，给予 30 万元奖励，同时

通过对接交流、培训学习等机会，将典型经验进

行移植、推广，让更多企业学习标杆、赶超标杆。

创新能力不足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

突出短板。为弥补这一短板，省工信厅连续 3 年

推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破零倍增”行动，以发明

专利的快速突破，引导中小企业走上“专精特新”

发展之路。据统计，2021 年全省累计 1448 家企业

实现发明专利“破零倍增”。其中，“破零”企业新

增发明专利授权 681 项，发明专利产品的销售额

和利润分别达到 37.32 亿元、4.23 亿元。

聚焦重点领域，推动产业竞争力提升

由中联重科自主研制的 W12000-450 塔机，

正在常泰长江大桥项目建设中助力现场安装。这

款全球最大吨位上回转塔机攻克了诸多行业难

题，拥有上百项核心技术。

中联重科织就一张严密的专利保护网，在塔

机领域申请的专利总量已超过 800 项，专利总量

和有效发明专利占比均居行业第一。将大型、超

大型塔式起重机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抓在手里，中

联重科塔机销售规模和市场占有率持续雄踞全

球第一。

近年来，我省围绕“3+3+2”领域的 22 条重

点产业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布局，工

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集群在全球的

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

省工信厅科技处负责人介绍，我省推进制造

业重点领域知识产权布局，以创新平台为载体，

将知识产权作为申报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

平台的前置条件；以重点项目为抓手，实施“100

个产品创新强基项目”，促进企业创造和储备更

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十三五”以来每年组织开展

工业企业知识产权运用能力实务培训，累计培训

近千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

东信烟花在“鸟巢”夜空中四度璀璨绽放。“将知

识产权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东信烟花集团总

经理钟娟介绍，公司在 2006 年就设立了企业技

术研究中心，其后升级为湖南省企业技术中心。

依托企业技术中心，对焰火点火器、烟火药自动

混药机以及环保烟火药等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

进行研发创新，不断发展壮大，还推动解决了花

炮行业部分技术瓶颈问题和生产难题，助力传统

产业向机械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摆脱“卡脖子”困境，2021 年，我省 128 个产

品创新强基项目在工业五基领域累计突破关键

技术 514 项，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431 件。

作为支撑中国 高 铁“ 走 出 去 ”战 略 的 核 心

高 端 装 备 企 业 ，中 车 株 洲 电 机 公 司 自 2016 年

以来，陆续将中国专利金奖、银奖和优秀奖收

入囊中。

谈及知识产权的管理运用，中车株洲电机

研究院副院长、质量与科技管理部经理薛长志

感触地说，这几年，公司研发及知识产权管理

人员意识发生转变，专利申请从追求数量向追

求质量转变，从注重国内向全球布局转变，这

些转变帮助企业提高研发效率，收获更多创新

成果。出口德国、捷克等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提

前开展专利布局，真正做到了“产品未动，专利

先行”。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全媒体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周广宇）今天举行的 2022年湖南省知识

产权宣传周启动仪式上，我省15所高校首批开放

许可意向专利 560件。其中发明专利 462件，实用

新型专利 98件，涉及工程机械、人工智能、生物技

术、农业种植、计算机等 20 多个行业领域。

推进知识产权转化，省知识产权局在省内

高校、市州进行了广泛宣传发动，中南大学、湖

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农业大学

等 15所高校积极响应，提交了近 800件有意向的

开放专利许可清单。经筛查，最终确定560件为我

省首批开放许可专利，开放许可专利清单将陆续

在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信息平台、省知识产权运

营公共服务平台进行发布，并通过全省40个园区

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分中心向企业推送。

专利开放许可是新《专利法》推进知识产

权转化的一种方式，专利权人提出申请并经国

家知识产权局审批后，其他单位或个人按照许

可条件支付许可费，就可以直接使用该专利技

术。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可促进专利许可信息对

接、提升专利许可谈判效率、降低专利许可交

易风险。

启动仪式上，湖南省高校知识产权运营联

盟成立。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推进高校高质量

专利供给，发挥园区产业集聚效应，助力中小

企业创新发展。

我省首批开放许可专利560件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全媒体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周闯）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全省知识产权宣

传周启动仪式上获悉，近年来，我省利用知识产权

成果转化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省已有 38

个知识产权建设强县。38个知识产权建设强县万

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8.61件，拥有地理标志

108个，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额超过30亿元。

将知识产权纳入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整体

战略框架，我省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知识产权

强省建设的实施意见》，相继投入资金 1120 万

元，支持知识产权建设强县工程建设。知识产

权工作被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优化营商环境考

核等重要考核当中，激励各县（市区）大力推动

知识产权成果转化，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地理标志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实现乡村

振兴的有效载体。2016 年，“湘西黄金茶”成为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如今，“湘西黄金茶”

种植面积已达 13.5 万亩，茶叶综合产值突破 10

亿元。截至去年底，全省地理标志产品、地理标

志集体证明商标总数达 304 件，在 38 个知识产

权建设强县中，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企业

250 家，年总产值 330 亿元。

成果转化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8个知识产权建设强县
拥有108个地理标志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全媒体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张艳）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全省知识产权

宣传周启动仪式上获悉，我省不断加大知识产权

成果转化，促进专利升值。去年，全省专利授权量

9.89万件，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 7 万件，有效注

册商标突破 90万件，地理标志产品、地理标志集

体证明商标达 304 个。

加大成果转化，促进专利升值。我省知识

产权密集型产业培育、知识产权富农工程、知

识产权区域协同、知识产权服务便利化改革等

成效明显，全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登记金额

60.18 亿元，8 所省级知识产权中心建设试点高

校运营知识产权项目金额 7.3 亿余元，7 件地理

标志纳入全国第一批地理标志运用促进重点联

系指导名录，商标窗口全年受理各类业务 1.96

万件，培育国家级优势、示范企业 168 个，省级

知识产权建设强县 38 个。

以“尊重保护创新，全面开启知识产权强省

建设”为主题的知识产权宣传周期间，我省还将

组织开展知识产权保护情况新闻发布会、法院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新闻发布会、跨境电商知识产权

保护现状及应对研讨会、第九届湖南知识产权知

识竞答赛、“4·26”公众开放日、民生直通车知识

产权专题访谈等系列活动。

成果转化 专利升值

全省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7万件用好知识产权 助力高地建设
——湖南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知识产权利用成果丰硕

▲ ▲（上接1版）

“这两年年接待游客 8 万人以上，接待高峰

时，平均每天超过 2000 人。如今，周末都只有百来

号人。”杨继勇告诉记者，希望是留给有准备的

人，“疫情的稳步控制和旅发大会的举办，将给张

家界旅游业打下‘强心剂’，这也是项目为何选择

‘逆向投资’的原因。”

选择“逆向”的，不仅仅是冰雪世界，而是几

乎所有的旅游项目。

1 月 22 日，张家界七星山迎着疫情开门纳客，

虽一度引爆旅游圈，但在低潮期的游客接待量并

不太理想。与接待遇冷的情况相反，七星山萌宠

乐园、高山欢乐谷、悬崖温泉酒店等系列子项目

建设正火热推进。

在七十二奇楼小镇，塔吊不停旋转，这座已

经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全世界最高的吊脚楼

形态建筑，将在今年建成。项目负责人姜君说，项

目将采用全球最新的 7D 全息影像技术，引进国

际一流的设计团队，打造 72 种美轮美奂的主题灯

光演艺秀，并打造目前全国唯一的“离境游客服

务中心”。

旅游项目建设不断推进，需要市场的超前眼

光，更需要政府部门保驾护航。为此，张家界成立

了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任组长的项目资金

组，精准制定实施计划，倒排工期，大力破解行政

审批、资金筹措、建设运维等难题，持续优化发展

环境，采取超常规措施抓推进促落实，确保项目

早日建成运营。

数据显示，张家界市 2022 年底前可竣工重点

项目 49 个，总投资 156.4 亿元；2022 年新开工重点

项目 68 个，总投资 234.07 亿元；2022 年招商引资

重点项目 15 个，总投资 412.39 亿元。同时，“十四

五”规划储备项目 196 个，总投资达 1871.87 亿元。

这些项目涵盖观光度假、康养休闲、民俗体验、红

色体验、自驾游房车游等诸多旅游品类，将为张

家界旅游的发展提供巨大动能。

只待东风，旅游要素在低潮中完善自我

4 月 12 日，随着沅江特大桥主跨的顺利合龙，

常益长高铁得以全线贯通，这标志着黔张常的“最

后一公里”终于接通，从张家界到长沙的东西双向

往返高铁成型，通行时间最短压缩到 2 小时内。

“昔日的劣势，成了如今的优势。”在旅游市

场摸爬滚打近 20 年的黄绯干过导游、外联等多种

岗位，经历了张家界从没有高速公路、高铁，到形

成高速公路、高铁路网，旅游行情由此节节攀升

的全过程，“交通对旅游的影响，立竿见影。”

他坦言，疫情让张家界旅游接待，尤其是旅

行团接待呈“断崖式”下跌，特别是上海的此轮疫

情，占张家界旅行团近六成的江浙沪团队游客几

乎“归零”。“我们一直坚守在旅游的阵地上，阳光

终会照进来！”黄绯说，4 月 18 日长沙恢复旅行社

团队省内旅游业务，是一个积极信号，多个旅行

社在疫情期间研发的康养、亲子产品，能在“五

一”期间派上大用场。

不仅仅是旅行社，包括酒店、饭店、景区在内

的旅游要素都在坚守，在低潮中完善自我，期盼

在旅发大会带来的春光中迎风展翅。

曾倾力投身抗疫战场、获评 2021“感动湖南”

十佳人物的秦大妈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宋金绒

告诉记者，面对疫情，“秦大妈”不得不精简核心

团队，但同时成立了专门的菜品研发中心，“只待

旅游复苏的东风，有着浓厚土家特色的新佳肴，

就会呈现到海内外游客面前；也只待旅游复苏的

一声召唤，所有的团队成员，又会聚拢到同一个

战壕里。”

3 月初，位于武陵源核心景区内，“全球首条

十二生肖观光电车”线路正式面客。全新的观光

电车为到访游客提供更舒适、更安全的游览体

验，也成为景区一条美丽的流动风景线。

在天门山景区，记者遇到了正在线上直播的

导游张丽莉。她带着不能远行的粉丝们，逛逛想

去的景点，看看远方的美景，讲讲流传已久的故

事。面对 1000 多名在线粉丝，她的脸上始终洋溢

着自信的笑容。

“从线下转变到线上，这是挑战，也是机遇。”

张丽莉说，旅游市场从来都是与时俱进，这些新

技能将会帮助大家很好地服务游客，服务未来张

家界旅游的发展。”

心无旁骛，“旅游+”延伸到各个角落

4 月 2 日，在悠扬婉转的桑植民歌声中，桑植

白茶开园节拉开帷幕，全县 7.95 万亩白茶进入春

茶采摘季。作为张家界旅游的后花园，桑植白茶

走出了一条茶旅融合的路子。“到茶园采摘茶叶，

到工厂亲手制茶，到农庄体验白族三道茶，吃白

茶饺子、凉拌白茶。”桑植县万宝山茶厂董事长刘

珍云说，这段时间，茶厂把茶旅融合的重点放在

周边，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白天采摘水果，瞻仰千年红军树，坐快艇澧

水冲浪，在高地空网上无限蹦跶；晚上篝火晚会，

露天烧烤……慈利县溪口镇樟树村，一到周末，

每天有上百人前来“网红村”打卡。

旅游+农业，在张家界旅游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在这里召开的全国乡村旅游与旅游扶贫工作推进

大会，让张家界旅游扶贫经验传遍全国。当下，在张

家界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引导下，乡村已成为旅游缓

冲疫情压力、释放旅游消费需求的“蓄水池”。

记者走访多个乡村旅游点发现，天气晴好

时，相对于重点景区景点，以特色村落和自然风

光为主的休闲和生态旅游，旅游接待下滑趋势明

显放缓。与此同时，“张家界莓茶”“武陵源菜葛”

“硒有慈利”“桑植白茶”等已转化为旅游商品的

名优特农产品，线上销售火爆。

旅游+节会活动，一直是张家界依靠创意，撬

动全国乃至全球旅游市场的“杠杆”。

张家界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市场营销与

交流合作科科长田金松介绍，当下，虽然旅游不

景气，但张家界的节会活动不会停办，以不断延

续张家界的品牌影响力，提振市场信心。目前，围

绕旅发大会的举办，张家界已经确定第二届世界

遗产摄影大展、湘鄂渝黔红色旅游协作联盟成立

大会暨桑植民歌节、国际旅游诗歌节、国际森林

保护节等大型活动，同时，根据疫情的发展，还有

多个有着重大影响力的活动适时推出。

“旅游+”，没有因为疫情而停步——

旅游+体育，加速休闲绿道、自行车道、登山

步道、山地户外营地等基础设施建设；

旅游+文化，推进红色文化、非遗文化、民族

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造性转化；

旅游+现代服务业，总部经济、共享经济、口

岸经济、夜间经济、网红经济等正逐步培育……

张家界还不断探索并深化旅游+工业、旅游+

影视、旅游+游戏、旅游+汽车等诸多旅游融合新

业态。

在不久的将来，经受风吹雨打的张家界，将

在雨过天晴后，利用在低潮期积蓄的动能，扬帆

远航！

孙振华

一波接一波的疫情，对接触型服务业而言，

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旅游业首当其冲。

去年疫情后，张家界旅游业就一直没有完

全恢复元气；今年这一波疫情来袭，其旅游业更

是雪上加霜。

但是，弥漫在张家界城市上空的并非厚厚

的悲观云层，从政府、企业到个人，都在执着地

坚守。新项目在紧锣密鼓施工，景区景点在提质

改造维护；旅游产品加大线上营销力度，旅游从

业者加强培训充电；一些旅游从业人员暂时干

起了其他“营生”……他们相信，乌云总会吹散，

疫情总会过去，熙熙攘攘的场景不久即将回来。

“三千翠微峰，八百琉璃水”，张家界的绝版

山水，就是张家界旅游业复苏最硬的底气！疫情

之下，这些奇山异水只是暂时安静了、休眠了；

疫情过后，这些青山绿水会更加明媚动人。

随着张吉怀高铁开通，到张家界旅游，距离

已不再是问题；常益长高铁即将通车，到张家界

又多了一条快速便捷通道。游客早上在长沙嗦

粉，中午在张家界“逮”酒，下午游山玩水，晚上

欣赏《魅力湘西》演艺，将变得稀松平常。湖南省

首届旅游发展大会即将在张家界举行，政策、资

金、项目等方面的倾斜，无疑将为这里增添更加

强劲的发展动力。

疫情之下，游客不出门，旅游消费需求并没

有消失，可以说只是旅游消费被压抑，游客只是

将消费意愿暂时“放一放”。足不出户，心更向

往。中国旅游研究院一项调查显示，未来 3 个月

之内城乡居民出游意愿为 86.33%，同比、环比分

别上升 2.14 和 1.01 个百分点。

如果疫情得到全面控制，过去两年多积蓄的

旅游力，可能会为国内旅游市场带来一个令人惊

喜的“小阳春”。疫情过后，像张家界这样世界级

的旅游城市，也许会迎来“报复性”的旅游高潮。

风物长宜放眼量。观察旅游业，的确不能只

盯着当下。随着居民收入逐年提高，发展型和享

受型消费将日益上升，旅游大众化时代无疑会

有更多游客向往青山绿水。我们有理由相信，张

家界旅游业的明天会更加美好，守得云开见日

出，静待花开终有时！

静待花开终有时■短评

湖南日报 4月 20日讯（全媒体记者 李国平

通讯员 许振兴）“因为法律意识淡薄，我无意间

侵犯了美宜佳公司的商标权，以后在经营过程中

一定吸取教训。”19 日上午，受长沙市岳麓区人

民法院委托，美宜佳控股有限公司（下称“美宜

佳”）诉长沙市岳麓区某食品商店（下称“食品

店”）的商标侵权案，在湖南省知识产权纠纷人民

调解委员会（下称“省知调委”）成功调解。

美宜佳享有“美宜佳”等商标的专用权。2021

年 8 月，美宜佳发现某食品店在店招上使用了与

前述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认为食品店此举侵害

了自己的商标权，向岳麓区法院提起了商标侵权

诉讼。

由于事实清楚、争议不大，岳麓区法院将案

件经繁简分流，快速流转至法院诉调对接中心。

在省知调委的主持下，食品店与美宜佳快速达成

调解协议，前者停止侵权并赔偿后者经济损失数

千元。

岳麓区法院是湖南唯一一家全国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改革示范法院。近年来，该法院积极

探索实践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解纷“岳麓模式”，

与省、市知识产权局等单位部门协同合作，采取

人民法院推送、行政机关协调、特邀调解组织接

单、法官跟踪指导的工作模式，成功调解了“周

黑鸭”“长城葡萄酒”等一大批知识产权侵权案

件，调解成功率达 40.8%。

岳麓区法院：

探索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解纷“岳麓模式”

湖南日报4月 20日讯（全媒体记者 李国平

通讯员 李果 伍超颖）在 第 23 个 世 界 知 识 产

权 日 即 将 来 临 之 际 ，省 高 院 发 布《2021 年 度

湖 南 法 院 知 识 产 权 司 法 保 护 状 况》，并 公 布

了 全 省 法 院 知 识 产 权 司 法 保 护 15 个 典 型 案

件 。

据介绍，去年全省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作 用 ，新 收 各 类 知 识 产 权 案 件 11121 件 ，审 结

11401 件。从案件类型看，著作权案件 5226 件，

商标权案件 5038 件，专利权及技术类案件 446

件，其他知识产权案件 411 件。依法妥善审理了

中联重科颜色商标侵权系列案、“和天下烟”诉

“和天下酒”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等

一批法律效果好、社会效果好，具有广泛影响力

和典型示范效应的知识产权案件。在审理“茶颜

悦色”诉“茶颜观色”不正当竞争纠纷等案件中，

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有力打击了破坏营

商环境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为知识产权提供了

更全面的保护。

2021 年，全省法院进一步抓好诉源治理，诉

前在线委派调解知识产权案件 7196 件，调解成

功 4316 件，诉前委派调解的纠纷数量占全省法

院新收知识产权案件数的三分之一。全面推进

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形成省

法院、长沙知识产权法庭、13 个中级法院和 7 个

基层法院管辖知识产权案件的“1+1+13+7”管

辖格局。同时，湖南法院积极推动湘赣鄂三省法

院“长江中游城市群”审判工作协作机制，主动

对接湖南自贸区司法需求，加强司法保护协作、

资源共享和制度创新。

省高院公布2021年湖南法院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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