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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变化非常大。以前比较杂乱，现在整齐了，
不但景色美，空气也好，来到这里心情也变好了。”在
福建省华安县城关真武山山地公园，经常来此散步的市
民林伟华笑着说。

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华安“路无百米直，地无
十亩平，潭边青松挺，竹林婆娑姿”。为提升县城形象，
增强竞争力，华安县从城市规划、旧城改造、公共配套建
设等方面着手，开始了新一轮的“提档升级”。

“为重新激发老城区活力，提升城市品位，县里根据
自身的山水及地形特色，把旧城区规划为‘一心三轴两
区’，即商业服务核心；滨江景观轴、铁路景观轴、公共
服务轴；东西两个高品质生活区。同时，通过不断完善基
础配套设施，打造功能完善、宜居宜游的滨江山城。”华
安县规划建设办公室主任林梅春说。

为改善群众居住环境，华安县于 2015 年 8 月开始实
施旧城改造征迁项目。该项目计划投资 10 亿元，规划征
迁面积 28 . 6 万平方米，启动征迁 21 万平方米。目前已
完成征迁面积 20 . 5 万平方米，拆除面积 9 万多平方米。

城中村征迁系旧城改造征迁项目的一部分。征迁组始
终以和谐征迁为工作原则，尽心尽力为征迁户做足“心”
服务。得知征迁对象 82 岁的徐大娘生病住院，城中村征迁
组干部前去看望，老人流下眼泪动情地说：“你们比亲人
还亲。”

“白加黑”“ 5+2 ”是工作常态，“加班到深夜是
常有的事。”城中村征迁组组长汤春林说，“节假日也不
能放松。

今年来，华安不断加大建设力度，完善园林城市配套
设施，实施了高速路口绿化、湖滨公园等 16 个创建园林
城市建设项目，提高华安山城的“颜值”。

“我们将以‘一心三轴两区’为基本理念，通过景观
轴线、景观带串联，与周边山体水体遥相呼应，形成有机
融合的态势，融合自身特色元素、景观资源优势，重新激
发老城活力，打造美丽滨江山城。”华安县委书记朱百里
说。

据了解，今年以来，华安县修编的《华安县城乡总体
规划》获得漳州市政府批复并正式开始实施、鹰厦铁路城
关段外移项目通过了预可研方案、平湖路“白改黑”项目
加快推进……一系列动作加快推进了华安打造文明、生
态、和谐、宜居新县城的工作步伐 (黄建和)

福建华安：

激发老城活力

扮美滨江山城

“戈壁明珠”石河子种出高产水稻
膜下滴灌技术改变了水稻种植的“水作”传统，实现水稻平均亩产 600 公斤

新华社乌鲁木齐 8 月 10 日电(记者李志
浩、顾煜)在有着“戈壁明珠”美誉、气候干燥
少雨的新疆石河子，一片 200 亩的旱田里齐
腰高的水稻郁郁葱葱，田间却无垄无畦也无
水，初看让人误以为是麦田。低着头的饱满稻
穗，提醒着人们即将到来的高产。这片稻田就
是由新疆天业节水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膜下滴灌水稻示范基地。

隐藏在稻秆根部的是一块块地膜，每块
地膜下都铺着 3 根输水软管，有若毛细血管，
覆盖 12 行的水稻。这一膜的阻隔，将蒸汽留
在土里，水肥则滴灌到根。

“在我们研发出这套技术之前，石河子从

来都没有种植过水稻，气候根本不适合。”地
处天山北麓的石河子，年降雨量仅 180-270
毫米，蒸发量却高达 1000-1500 毫米，干旱
是田间的常态。“但现在我们的水稻平均亩产
能够达到 600 公斤，高产段可达 830 公斤，均
高于全国平均亩产。”新疆天业农业研究所的
陈伊峰说。膜下滴灌水稻技术的应用使当地
摆脱了气候的限制，“无中生有”地种上了水
稻。

这项于 2011 年获得国家专利的“膜下滴
灌水稻机械化直播栽培方法”，可谓彻底改变
了水稻种植的“水作”传统，全生育期无水层、
不起垄，灌溉用水从 2000 方/亩降到 600 —

700 方/亩，节水 60% 以上。尤其是直播技术
的应用，让农户免去育苗和插秧之苦，开动膜
下滴灌播种机，播种、铺膜、铺滴灌带一次完
成，生产成本每亩降低 178 元，土地利用率提
升了 10%。

此外，在新疆著名的“一白一红”经济作
物——— 棉花与番茄种植灌溉技术中，石河
子采用滴灌丸粒化直播种植与水肥一体化
技术，不仅有效提高了产量，还减少了虫
害。

“番茄采用滴灌丸粒化直播种植技术后，
产量为 8 — 9 吨，比起常规种植，每亩收益提
高 50% 左右。”项目负责人银永安介绍。“水

肥一体化施肥装备系统”则可将肥料如同油
料一样运送到农户地里，确保加肥的精准和
均匀，实现资源共享。

“在我们石河子，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一
片田地不用膜下滴灌技术的，我们的水肥
一体化也做得很好。”天业节水的陈林介
绍。上周日，代表着国内微灌领域最高学术
水准的全国微灌大会刚刚在石河子落幕，
如今起源于这个城市的膜下滴灌技术，已
经应用在全国多地，大面积应用于 40 余种
作物种植。根据新疆天业集团测算，膜下滴
灌技术帮助主要大田作物平均增产 30% 以
上。

新华社广州 8 月 10 日电(记者赵东辉、
黄浩苑)位于中山市西北部的古镇，曾经是珠
江三角洲一个不起眼的小镇，经历 30 多年的
发展，如今已经蝶变为全球最大的灯饰市场。
这里成立了全国首个单一产业的知识产权快
速维权中心，使产品搭上通向国际市场的“高
速列车”。

产权保护使产品变成“作品”

“同行免入，面斥不雅”曾经是古镇灯饰
企业都设立的密室警语。中山市琪朗灯饰公
司中山店总经理张转利说：“只有 VIP 客户，
或经过可靠的中介人介绍和身份鉴定后的买
家，才能进入密室看新品。”

古镇被称为“中国灯饰之都”，2016 年灯
饰业总产值达 190 . 3 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
的 70% 以上。但在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前，古镇企业基本不聘请设计师，产品只是便
宜的“大路货”和仿制品。

古镇镇党委委员周锦添说，前些年设计
师都不愿意和古镇企业合作，因为作品被快
速抄袭无法获得应有的收益，其创意设计难
以保障。

高更新率使得灯饰产业专利申请常常变
得“不可能”。一盏灯的销售寿命平均只有 3 个
月，过了 3 个月就会被新品淘汰，专利申请要
1 年才能审批下来，没有保护意义。过去企业
只能和侵权盗版斗快，一年要出 4季新品，根
本没有时间精力做精品，没有办法保护设计。

然而，这一情况在 2011 年 6 月古镇成立
中山(灯饰)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后得到根
本性改变。2012 年以来，古镇灯饰设计师团
队爆发式成长，不仅引来了众多外国设计师，
本地职业院校的灯饰设计专业也建立起来。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灯具专业学科带头人
马驰成立了“马驰照明工作室”，他算了笔账：
申报专利十余个，每年维护费用约 2 万元，目
前出售专利收益 10 多万元，带领学生团队给
企业做设计项目也有 10 万元收入。“我们以
前是做产品，现在是做‘作品’、搞艺术，卖设计
也是很能挣钱的。”马驰满怀信心地说。

设计人才的荟萃，使古镇灯饰产业不断
迈向高科技、高智能领域。登梦灯饰照明公司
总经理邓卓辉说，他们在研发让灯光发出日
照的效果，以解决学生日照不够而可能产生
的学习抑郁。

申请时效配合新品周期

“保护效应”显现

古镇知识产权快维中心自成立以来，就
具有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申报和授权确认
职能，从而将灯饰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授权时
间从 1 年缩短到 7 个工作日，使灯饰领域的
专利申请审批速度与灯饰研发上市周期同
步。

据该中心副主任张炳辉介绍，中心依靠
国家知识产权局开发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智
能检索系统，建立一套全新的检索模式，系统
经过图像检索可进行差异度分析，并据此作
出判断。

在快维中心的电脑屏幕上，记者看到，系
统中已有 700 多万张图片。申请者将图片输
入，系统会从外观、装饰、零部件等各个要素
自动查重。符合专利申请条件的，系统 3 天内
审核完成，7 个工作日就向申请者授予电子
证书。

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为灯饰企业腾
飞铺垫了跑道。琪朗公司曾花 500 万元购
买国外设计师的天鹅灯系列产品，因此获
得了英国伯明翰国际灯饰展览会两项大
奖。面对市场上对天鹅灯的侵权行为，快维
中心迅速查处。天鹅灯目前为琪朗创造 2
亿元的产值，并奠定了企业在灯饰行业的
龙头地位。

“双向保护”释放红利 市场

形成“中国创造”风向标

古镇虽小，但知识产权的快维模式正促
成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的“双向保护”，整个灯
饰产业释放出巨大的创新红利。去年古镇灯
饰销量占全球市场的 50%，出口总额达 3 . 7
亿美元。迪拜亚特兰蒂斯酒店等多个世界著
名酒店、景观的灯光工程由古镇企业承担完
成。

“古镇企业一般都拥有自己的设计团队

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古镇灯饰款式每两
三个月更新一批，且创造了很多新的灯饰流
派，已成为国际市场的风向标。”古镇经济发
展和科技信息局副局长欧恩熊说。

切实保护外商的知识产权权益，也是中
国灯饰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自发要求。2013
年一名西班牙客商诉古镇一企业侵犯其外观
专利，快维中心接报后迅速查证，并于第二天
进行执法，侵权产品立即下架。西班牙客商对
古镇积极保护知识产权的做法充分肯定，提
升了对中国产品的信心。

张炳辉介绍，知识产权保护使古镇灯饰

市场的创新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目前也出现
国外客商抄袭古镇产品设计的情形。鉴于
此，中心联合海关予以查处，依法扣留侵权
产品。

目月家居总经理丁云祥的经历，正是知
识产权保护今昔变化的一个缩影。他曾因侵
权被告上法庭导致第一次创业失败。第二次
创业他汲取教训。“只有原创设计，才能自身
腰杆硬，产品方会行销世界。目前国外设计师
对我国灯饰企业的看法有了彻底的改观，我
们公司已与来自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的设
计师形成长期合作。”

产品变作品，更变为国际市场的“灯”
广东中山古镇强化灯饰知识产权保护调查

设计师是宅本照明创始人张亚林从小的
梦想。但是，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做设计难
以找到出路，张亚林大学毕业后并未投身设
计行业，更不用说自主创业。

在国际灯饰之都中山市古镇 11 层楼
高的大卖场中，创始于 2013 年的宅本照
明资历虽浅，但却因独到的创意设计成为
行业黑马。记者来访时，张亚林正在进行
一幅山水画的创作，而周围全部是她画的
油画、国画。

“我自小学画，本科读的就是油画专
业。但前些年，由于仿造品对原创的冲击，
市场上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态势，我‘不
愿’加入设计行业，而去做装修公司、灯具
代理商等，但这都是‘歧途’。我的理想是
将艺术设计与工业生产结合起来，将爱好、
专业、市场、产业充分地融合。”张亚林
说。

2011 年古镇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成
立后，张亚林仍继续观望了两年。“担心赚
不到钱，害怕血本无归，我‘不敢’轻易去
创业。”知识产权快维模式的制度创新，是
许许多多如张亚林这样的原创设计者的迫切
希望，也为许许多多中小企业赢得腾飞的机
遇。只有大力保护知识产权，营造良好的市
场竞争秩序，让知识变现成为可能，才能充

分释放创新红利。

张亚林对此有切肤的体会，她把每一件
作品当作是她的“孩子”。“对知识产权保
护的重视，让我能够静心做精品设计，不会
有赚不到钱的无力感，也不会有‘孩子’被
偷走的痛心。”

中山(灯饰)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建
设只是一个起点，加快这一工作机制向实
用新型专利、发明专利推广，使知识产权
保护与更多企业的生产发展相适应，这必
将带给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更大的助力。

同时还要看到，加快知识产权保护覆
盖新业态 ，也是当务之急。目前电子商
务、互联网经济方兴未艾，如果跟不上经
济发展的新态势，知识产权保护就可能落
入市场跑在前、执法跟不上的尴尬局面。

“没有产权保护，就没有产品的个性
化、差异化存在，也就没有人愿意为知识付
费。产权保护让创意产业蓬勃发展。”这是
张亚林的期盼，更是中国设计、中国创造迸
发红利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建立健全与国际
接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国家知识产
权保护的力度，才能不断释放创新驱动发展
的勃勃生机。

(记者赵东辉、黄浩苑)
新华社广州 8 月 10 日电

知识变现走过的“不愿”与“不敢”

发展特色产业

助力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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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期，武汉纺织大学
“青春护农”实践队 30 多名
大学生一路向西，在甘肃境内
丝路沿线地区，通过调研为当
地农民出谋划策，实现增收。

互联网在西部农村普及率
较低，农产品多以线下销售为
主。“西部地区的特色农产品
一旦能在互联网线上打开销
路，效益不可估量。”实践队
负责人郭文璐说。

他们探索建立“农伴
网”，将当地特色农产品
“苦水玫瑰”搬到网上售
卖，并拍摄纪录片进行宣
传。实践队员手把手教村民
如何上网销售自家产品。

每逢暑期，总有大批高校
学子投身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运用所学知识服务社会，也增
长知识和才干。像“青春护
农”实践队一样，今年大学生
社会实践活动更注重深入基
层，贴切群众，实践形式更加
多样，除支教、义诊等志愿服
务之外，还直接参与扶贫攻
坚、新农村建设。

华中科技大学红星志愿
服务队 7 月中旬奔赴革命老
区贵州遵义市，调研当地新
农村建设发展模式，先后走
访了仁怀、湄潭两个县市的 5
个镇、 7 个村。通过深度访
谈、调查问卷、田野调查等
形式，了解基层。

队员吴金伟在这次实践
中有着深刻体会：“新农村
建设中村民的笑脸、村落的
美景，基层干部的实干，激励青年学子脚踏实地，争做
新时代的逐梦者。”

据了解，华中科技大学组织了 42支研究生实践队伍，
分赴全国各地农村，深入基层，了解基层，更好地为基层
服务。

华中师范大学张勇军教授认为，大学生暑期走出校
门，各施所长回报社会，更为自己的成长汲取力量。

武昌理工学院护理学院的 7 名大学生，组成“天使之
翼”爱心服务团队，来到湖北省恩施红土乡漆树坪村，开
展健康宣教义诊活动。

团队成员周梦莹介绍，村里一些老人身体状况不是很
好，有高血压、糖尿病、脑血栓之类疾病。作为护理专业
的学生，她们结合专业知识，给村民做身体检查，量血
压、打针，同时开展健康预防知识宣讲。
暑期支教也是一项主要的社会实践。华中师范大学圣

兵爱心社“爱心之旅” 4 个支教分队，分别驻扎在宁夏吴
忠、贵州黄平、湖北英山及郧阳。

朱海佳是吴忠支教队一员，在新庄集乡杨柳村支教。
她说：“我们陪伴他们去认识一些课堂外的东西，认识外
面的世界，告诉他们世界很大很美，有朝一日他们定会长
成一棵棵大树。”

武昌理工学院 164 名大学生分成 9 个团队，奔赴贵
州、山东、湖北等地开展爱心支教活动，开设消防演练、
毛笔书法、音乐表演、演讲与口才、感恩教育课等多种特
色课程。

在支教的同时，他们也体验了山区乡村生活。支教队
员小尹说：“我们这一代都有就业的焦虑，但只要到基层
体验一下生活，心里就变得轻松而充实了。”

投身社会实践的还有一批活跃在各个单位的实习生，
诸如新闻传媒、教育培训、医疗卫生、法律机构等。他们
在增长见识、为就业积累经验的同时，也初尝职场滋味。

在一家广告传媒公司实习的杨茜茜是中南民族大学一
名大三学生。实习期间，她每天要负责和客户对接资料、
策划撰写文案、运营微信公众号等。“策划文案尤其考验
创意，而编排公众号让自己学会了细致和耐心。”她说。

(俞俭、秦添龙、张静怡) 新华社武汉 8 月 9 日电

▲ 8 月 8 日，福安市纪委干部（右一、右二）在虎头村向农民了解果园
改造专项资金到位情况。

近年来，福建省福安市穆云乡虎头村依托当地“穆阳水蜜桃”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做大做强千亩桃园产业。目前，全村 1200 亩桃园进入采摘旺
季，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仅水蜜桃一项，预计今年农民人均收入可达 1 . 2
万元。 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

据新华社福州 8 月 9 日
电(记者陈弘毅)日前，福建
永泰县白云乡原财政所负责
人连某钊截留群众款项的违
纪违法问题线索，在“永泰县
惠民资金网”上线第三天被
发现。借助这一平台，群众可
以方便地查询到全县 12 类
惠民资金近年来的发放详
情。

“永泰县作为福建省 23
个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这
几年各种扶贫惠民政策和资
金不断增多。但之前老百姓
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原
因就在于对扶贫惠民资金的
政策宣传不到位，发放不够
透明公开，监管不够精准。”
永泰县委书记陈斌说。

为了打破职能部门的
“数据孤岛”，实现从被动监管
到主动预防的转变，福州市
纪委在永泰县试点建设惠民
资金网，将农业支持保护补
贴、生态林补偿金、五保补助
等多类惠民资金“晒”在网上。

永泰县委常委、纪委书记
薛博说：“如今，敢对扶贫惠民
资金下手的‘雁过拔毛’者无处
遁形，也保护了那些为村民勤
恳服务的基层干部。”

“在此基础上，福州市已
经在全市 12 个县(市)区和福州高新区推广建
成福州惠民资金网。”福州市纪委相关负责人
说，“纪检监察机关可以利用这一平台，加强扶
贫领域监督。”

福州市惠民资金网已于 8 月 3 日开始试
运行，截至 8 月 7 日，共上线扶贫惠民资金项
目 127 个、金额约 11 . 71 亿元。福州市纪委
负责人表示，网站将于近期正式上线运行。

福
州

惠
民
资
金
﹃
晒
﹄上
网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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