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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知识产权 护航产业创新
金湾区每万人拥有专利达51.59件，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

采写：本报记者 甘丰恺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每年4月20日至26日，是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4
月 25日，金湾区知识产权局发布最新统计数据——
2021年年底金湾区的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1.59件/万
人，大幅领先我国15.8件/万人、全省28件/万人的拥有
量，在全国县级区域中处于领先水平。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是国际通用指标。其中，发
明专利既是一种无形的知识财产，又能通过工业生产和
制造转化成现实财富。因此，该指标已成为衡量一个地
区科研产出质量和市场应用水平的“硬标准”。

金湾区所取得的成绩绝非偶然。事实上，依托深厚
的产业发展土壤，定位珠海产业中心的金湾，正在向着
“5+2+N”现代产业体系疾驰前进。一批高、精、尖的技
术引领型企业，成长为金湾产业发展的“中流砥柱”。

如何保护这些企业的创新成果，护航金湾“产业第
一”发展大局？保护知识产权、护航产业创新，是金湾区
的答案。近年来，金湾区从制定相应政策，到构建保护体
系，再到做实相关服务，已构建起一道强而有力的知识产
权“保护网”，助力金湾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金湾区从不缺乏创新的土壤——
2019至2021年，金湾区专利授

权量累计为 10580 件，年均增长
24.73%；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51.59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41件；
截至2021年年底累计有效商标注册
量12117件。2021年，金湾区获8项
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金湾黄立
鱼”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打开了“金湾好货走向世界”的新
篇章。

然而，保持创新劲头，仅靠市场引
领，难保长效活力。用政策鼓励创新、
用制度赋能发展，成为了金湾区的实
践。

制度为纲，引领执行。为更好地
执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金湾区积极
为企业争取专利申请快速通道，开展
中国（珠海）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首批备
案推荐审核工作，筛选40家包括知识
产权示范优势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高
校在内的主体作为金湾区首批享受专

利快速审核通过的单位。同时，发挥
市、区两级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激发创
新活力。目前，金湾区核准各类知识
产权资助奖励资金1542.204万元，发
放企业个人405家次。

值得一提的是，近段时间以来，
金湾区密集推出了《落实“产业第一”
实施意见》《“拿地即开工”改革试点
方案》等一系列“产业第一”相关新
政，加快构建金湾现代产业体系。创
新驱动发展，成为金湾区产业发展的

聚焦点之一。
记者梳理后发现，在这些政策中，

加快技术创新，鼓励科研开发等举措
被多次提及。据金湾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金湾区已有
市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11家、省级知
识产权示范企业34家、国家级知识产
权优势企业27家。未来，金湾区将围
绕这些企业做好知识产权服务，并促
进更多企业迈入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
行列。

政策加成

提振产业科研创新活力

去年12月10日，广东省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维权援助(金湾)工作站正
式挂牌成立。该工作站位于金湾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综合楼二楼，是广东省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今年新成立的维权
援助分支机构之一，也是珠海市首家
区级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站。该工
作站的建立，是金湾区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运用的又一重要举措。

记者了解到，该站依托金湾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保护专业

执法队伍、金湾区知识产权维权援
助专家，提供有关知识产权的申请
授权、纠纷处理和诉讼咨询等各类
服务，并为辖区重点企业的重大研
发、经贸、投资和技术转移等活动，
提供知识产权分析论证和知识产权
预警服务。

工作站的建立，是金湾区构建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举措之一。在此基
础上，金湾区还依据国家知识产权办
公室的指示要求，开展春季地理标志

保护、秋季地理标志保护等工作，严格
检查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以及
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
标志的使用，打击侵害知识产权的违
法行为。

其间，金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还
以农贸市场、商场、大型超市为重点，
开展多次“双打”工作，保护驰名商标，
查处恶意抢注商标，整治非法专利代
理。近三年，金湾区累计出动执法人
员 1542 人次，检查各类市场主体

5574家，立案查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
19宗，罚没金额9.8万元。

此外，金湾区还广泛收集专利侵
权线索，依托12315投诉举报平台，收
集相关知识产权举报信息并加以处
理，帮助辖区企业进行专利维权。在
此基础上，金湾区去年共组织6家企
业开展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申报
工作，推动金湾区企业自主商标发展
与保护，切实保护商标专用权人的合
法权益。

加强监管

构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知识产权
高质量申请与布局培训讲座，通过线
上渠道“开”进了金湾区各大企业里。
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律师等，向各
企业讲解知识产权高质量申请布局的
法律知识以及常见的认识误区与问
题，帮助解决企业在知识产权申请、布
局和保护方面的难点、痛点。

这样的活动并非一时之举。事

实上，近年来金湾区正加大力度与投
入，围绕企业开展了大量的知识产权
保护宣传。其中，金湾区结合“4·26
知识产权周”，在办公场所、工业园
区、农贸市场悬挂条幅，在商场、超市
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营造浓厚的知
识产权文化氛围；同时，通过线上线
下并行的方式，强化企业知识产权培
训。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保护企业的
权益就是保护创新。为此，金湾区还
针对企业建立起“点对点”的知识产权
沟通模式，全方位、多渠道地收集企业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意见。去年，金
湾区便组织调研队伍，深入走访39家
企业听取企业需求，并及时回应企业
所关切的相关问题，现场解答企业知
识产权政策咨询83家次。

在此基础上，金湾区加强与国家
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合作，探
索为区内企业提供专利导航、交易运
营、成果转化、咨询等服务。目前，金
湾区已在金湾智造大街、珠海科技学
院、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等地，建立
起知识产权服务工作站，将咨询服务
落到产学研一线，为有需要的企业、单
位提供精准的服务。

围绕企业

扎实推进知识产权服务

□本报记者 甘丰恺

身为金湾区第六届人大代表的黎景
锋，已在金湾区平沙镇工作了十多年。

多年来，他一直以“老平沙”自称，将
这里纵横的水网、碧绿的农田、乡土的风
情一一记在了心里，并默默写下了一份
长长的清单，记录平沙镇适合做乡村旅
游的地方、需要完善优化的乡村公路、可
供游玩的自然景观……

在他看来，既然当上了人大代表，
就要立足本职，做好群众的“贴心人”、
履职的“带头人”。做好全域旅游，助力
乡村振兴，就是黎景锋给自己下的一个

“任务”。“乡村振兴并不是一句大话、空
话，而是基于事实的考察、调研、思考、
实干。”

位于平塘社区的海皮沟，是平沙镇
的一个“宝藏”打卡点。长约3.5公里的
海皮沟休闲步道，顺着平塘河延伸开去，
坐拥水乡风光和田园风光。囿于知名
度，到此的游客不多。经过实地考察后，

黎景锋对如何深化打造这个项目，有了
更进一步的思考与规划。

“我建议挖掘镇里面历史、特色水
果采摘、水乡旅游等元素，串联打造
一个独特的农旅线路，为平沙乡村振
兴助力，推动村民增收致富。”黎景锋
表示。

这样的尝试并非个例。近年来，他
还积极参与平沙镇农业产业的结构调
整，助力落实金湾区的粮食种植任务。
其中，参与前锋、前西1700亩水稻种植
任务，并推动水乡游项目的落地，均收获
了不错的社会反响。

此外，他积极参与水利设施建设，近
三年来参与卫东北围水闸、卫东节制闸、
台创园水闸等一系列建设项目，保障了
卫东、大海环等农业片区的生产不受浸、
少受浸。在台风暴雨来临前，黎景锋都
会坚持巡查公司管护下的各泵站、水闸、
水库，提前做好三防工作。

为了使自己能更好地履职，现在黎
景锋还坚持学习与履职相关的法律、政
策、文件等，努力提高自己的素养和能
力。“未来五年，我将继续关注农户等群
体所盼、所急的需求和意见，更好地向镇
人大、区人大和相关职能部门去反馈，履
行自己的职责。”黎景锋说道。

黎景锋：

立足本职 真心为民

□本报记者 甘丰恺 见习记者 金璐

4月24日，记者在金湾航空新城看
到，中心湖内喷泉区的积水已经排出，准
备开启第二轮施工优化。而在喷泉的不
远处，形如飞鸟的金湾市民艺术中心，已进
入了幕墙安装与室内装修阶段。今年9月
建成后，它将成为金湾乃至珠海的地标性
建筑，与中心湖周边的市民服务中心、公共
文化中心和金湾华发国际商务中心一道，
成为珠海西部最亮眼的“城市名片”。

“金湾市民艺术中心的舞台设备和
各种配套，在珠海市乃至大湾区都是一
流水平，可以进一步完善金湾区的文化
设施配套。”珠海华金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何瓒介绍说，该中心由大剧院、
多功能厅、艺术馆、科普展览馆及其配套
商业设施组成，集艺术体验、科普教育、
文化交流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总建筑面
积约10万平方米，建筑方案设计由国际
著名的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完成。

金湾市民艺术中心留给市民的美好
遐想，只是航空新城理想生活新格局的
一部分。在中心湖的北侧，备受瞩目的

金湾华发国际商务中心项目，也已进入
最后的室内装修阶段。记者看到，该中
心由两座塔楼组成，其中高度约210米
的主塔楼，将成为珠海西部的第一高度，
闪耀金湾航空新城的天际线。

现在，该项目已相继签约著名酒店
品牌万豪，并将设有标准甲级写字楼、公
寓等业态。值得一提的是，这对“双子
塔”下的商业裙楼，也将为市民们带来惊
喜——裙楼高达四层，总面积约 2.3
万平方米，将作为金湾华发商都的D馆
使用，进驻餐饮、文体娱乐、生活配套等
业态，预计于今年10月底开业。

在航空新城崭新的城市面貌背后，
是这片热土走过的9年蝶变之路。将时
间的指针拨回至2013年，华发集团承接
了这片3.8平方公里土地的规划与基建
工作。这里，从一片海边滩涂地起步，将
迎来“四大中心”的相继落成，推动城市
提升能级、量级。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
城市配套的不断完善，金湾航空新城将
一步步成为现代化、国际化、未来型、生
态型、智慧型城区，成为珠海城市新中心
最靓丽的“名片”。

9年蝶变见证城市崛起
珠海西部“城市新中心”雏形初显

□本报记者 甘丰恺 见习记者 金璐

“喂？蔡老师，学校十佳公益项目得
请你帮忙确定评委呀，有些事情还是离
不开你的统筹，辛苦啦！”4月25日，珠
海科技学院团委组织建设部部长蔡祥淼
的手机响个不停，正在陪产假的他一边
照顾妻子，一边处理学校各种活动的组
织工作。自从2010年走进这所学校的
大门，蔡祥淼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就和校
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从学生到辅导员，从志愿者到金奖
志愿服务项目的领队老师，他笑称自己
是“延毕8年”的学长，“仿佛自己还是那
个青协会长，只不过责任更大了。”据了
解，2010年蔡祥淼一进入珠海科技学院
学习，就开启了自己的志愿者生涯，航展
志愿服务、“大手牵小手”义教、爱老敬老
活动等丰富的志愿经历给了他深深的自
豪感和满足感。他说，“从那时开始就有
一颗种子在我心里种下了，如果有机会
能让更多的学生在志愿服务中成长，我
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这个机会在2018年来临，在留校任
辅导员4年之后，蔡祥淼获得了学校团
委的工作机会，他立马主动揽下了学生
志愿者的组织工作。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完善学生志愿者的组织框架。

“从前学生做志愿全凭一腔热血，而

想让更多人体会到志愿服务的好处，首
先就要给学生一个吸引人的理由。”蔡祥
淼说。为此，他通过制度建设，将志愿服
务作为入团入党的考量标准之一，让更
多的学生去尝试做志愿者，迈出服务社
会从而实现自我价值的第一步。目前，
该校现有注册志愿者19000余名，各类
志愿服务组织（含队伍）71个。

过了吸引志愿者的第一关，第二关
就是留住志愿者，把更多学生培养成
为志愿者队伍里的骨干。蔡祥淼的解
决方法，就是着手打造珠海科技学院
的精品志愿项目。最初，他针对三灶
镇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特点，带领学
生通过与学校和村居联系，以陪伴、课
外辅导、家庭沟通等方式帮助农民工
子女重建与父母的联系。他发现，这
样的模式逐渐固化，而他想做独一无
二的项目。

他把目光转向了珠海本地丰富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而让大学生带领小学生
推动本地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正是
最独一无二的造福社会的方式。“薪火相
传，弘扬传统文化”应运而生，该项目自
2018年启动以来，连续入选金湾区十佳
公益项目，并于2021年获评珠海市“邻
里计划”金奖及珠海市优秀公益项目。

“通过这4年的建设，我们学校的志
愿者服务体系已经十分完善，现在就是
需要寻找更多的创新项目。”蔡祥淼说，希
望通过校园十佳公益项目等奖项的评选，
激发学生创新的积极性，“起码，学校里3
万多名学生能够感受志愿服务的魅力，优
秀的志愿者团队能够后继有人。”

“最美金湾人”志愿者代表蔡祥淼：

珠海科技学院“延毕8年”的优秀学长

黎 景 锋
（左）在村民家
中走访。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人大代表在基层

4月25日，金湾区知识产权局发布最新统计数据——2021年年底金湾区的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1.59件/万人。图为金湾航空新城。

金湾区积极为企业争取专利申请快速通道。科研
人员在珠海国际健康港实验室里进行科研实验。

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维权援助(金湾)工作站。

2021年，“金湾黄立鱼”获评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