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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甘国江

截至目前，我市已创建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县1个、省级知识产权试点园区3个、国家知识产权
优势示范企业9家、省级知识产权优势培育和试点企业16家、通过知识产权管理国家标准认证企业17家，拥
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09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45家，以及12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家省级重点实
验室、12家专家工作站。

为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创
造、运用、保护工作力度，不断提
升知识产权的创造力和专利成果
转化率，自我市创建“国家知识产
权试点城市”以来，市市场监管
局、市知识产权局以创建工作为
主线，充分发挥专利助推作用，切
实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知识产
权已经成为我市经济发展的重要
引擎。

知识产权创造助推创新驱动
发展。2020年以来，我市新申请
专利2923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392件；专利授权2384件，其中发
明专利授权 131件；有效发明专
利拥有量达912件；2项专利分获

四川专利创新创业奖。新核准注
册商标4592件，马德里商标国际
注册30件，拥有中国驰名商标19
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及地理标
志商标32件。“峨眉山茶”成功入
选中欧地理标志保护协定第一批
保护名录。作品版权登记数量完
成 4800 件。加快建设区域公共
品牌，“乐山味道”LOGO完成注
册，“乐山礼物”LOGO进入公告
阶段。拥有“中华老字号”2个、

“四川老字号”6个。全市有效期
内“三品一标”农产品数量达276
个，获证 9个农产品地理标志产
品。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4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44项。

知识产权运用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推动专利实施转化，2020
年以来，我市专利实施新增项目
572项，新增产值 103.9 亿元，新
增利税16.7亿元。聚焦“中国绿
色硅谷”，成立四川省硅材料产
业知识产权联盟。我市科技创
新水平指数达 57.15、高新技术
产业主营业务收入445亿元、全
社会R&D投入强度0.93%、技术
交易合同登记额2.4亿元。实施

“地标精准扶贫工程”，256家经
营主体437个产品获“四川扶贫”
公益品牌使用权。“峨眉山茶”

“峨眉山矿泉水”等 5 个产品 52
户企业获准使用新地标专用标
志。知识产权金融深入推进，4
家企业通过专利权、商标权质押
贷款3.26亿元。

知识产权保护营造更优更好
营商环境。我市积极推动跨区域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协作机制建
设，签订泸州、自贡、宜宾、乐山、
内江川南五市知识产权保护战略
合作协议。推进4家企业以市场
化方式在全省建立首个100万元
资金规模的知识产权保护维权互
助专项基金。扩大知识产权非诉
讼纠纷解决机构覆盖面，成立乐
山国际商会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设立重点企业、行业协
会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站 11
个，商业秘密保护示范点1个。4
个重点商标品牌、2个高价值专
利、1个优质地理标志入选第一批
川渝知识产权重点保护互认名
录。

同时，进驻四川省文化和旅
游发展大会、峨眉山国际茶文化
博览交易会，开展大型展会知识
产权保护。深入开展知识产权执
法“护航”“铁拳”“春雷”“剑网”
等专项行动，共查处专利、商标、
地理标志假冒侵权案件273件，
罚没金额 109.69 万元。司法保
护成效明显，受理知识产权民事
一审案件 159 件，已审理结案
149件。加快全市软件正版化工
作进程，实现我市市级党政机关
和事业单位软件正版化全覆盖，
查处侵权盗版案件 5 件。开展

“蓝天”专项整治行动，对涉嫌违
规从事专利代理的2家公司进行
查处，进一步提升我市专利代理
服务质量。

知识产权大保护 经济发展新引擎

本报讯（实习生 曾梦园 记者
白建伟）公交车是城市文化传播的
载体，也是法治宣传教育的新平
台。为打造夹江县法治文化建设
新阵地，充分运用好公交车这一与
百姓出行紧密结合的载体，日前，
夹江县首批3辆“法治号”公交车正
式投入使用，让法治宣传真正“动”
起来。

为进一步拓展夹江县法治宣传
阵地，夹江县司法局在县国资金融
工作局的支持配合下，开通了“法治
号”公交车。首批投入运行的“法治
号”公交车共 3 辆，分别为客运量
大、运营里程长、受众覆盖面广的2
路、3路、7路各一辆。

“法治号”公交车车身色彩分

明，车身喷绘有公共法律服务热线
电话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的相关内容，法治元素充满整个车
身。“法治号”公交车不仅外观靓丽，
内在也有实打实的内容。公交车内
设有“移动便民法律超市”，摆放有
法治宣传书籍和手册供乘客免费取
用阅读，同时超市宣传内容会根据
每月宣传主题定期更换，让群众能
获得更多法律知识；车内座椅靠背
上设置有“司法便民服务卡”，卡片
上有夹江县内律师、公证行业咨询，
法律援助、矛盾纠纷调解的联系方
式，方便群众获取免费的法律咨询
和法律服务，通过“抬头能看、伸手
能拿、扫码能问”的普法方式，让乘
客自助学习法律知识。

夹江县司法局

“法治公交”让法治宣传“动”起来

本报讯（记者 张波 文/图）
昨（15）日，“洋宝洋贝&合生
元”第四届孕婴童产业博览会
在中心城区嘉州长卷·1号停车
场开幕，琳琅满目的商品，丰富
多彩的展会活动，为观众带来
了全新的观展体验。

现场汇集了孕婴服务类、
孕婴用品类、孕婴食品类、孕婴
棉品类等孕婴童行业全产业链
各环节的品牌厂商，以及各类
玩具、零食、口腔健康等提供商
及服务机构。除此之外，令人
垂涎欲滴的美食、小吃以及家
居装饰服务、生态茶叶、品牌车

展等，为顾客带来一站式购物
体验。

“在博览会上选择空间大，
物品齐全，价格又实惠。”当日，
市民李锡航带着4个月大的儿
子一起来逛展。她说，去年第
三届博览会时，她就来给未出
生的儿子选了很多用品，逛一
次展会基本上将待产包准备齐
全了。今年，她主要想给儿子
选一些大品牌的尿不湿、洗衣
液、身体乳等。

除了市民在博览会上抢
“相因”，很多参展商也十分
看好博览会对孕婴童行业发

展的助推作用。四川省孕婴
童用品产业协会会长李西平
表示，此次洋宝洋贝联合众
多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的 上 游 厂
商、品牌商、经销商，将通过
一系列促销活动，让更多消
费者得到实惠，将博览会发
展成为乐山区域的标志性展
会活动品牌。

本届博览会由乐山市博览
事务局指导、乐山日报社主办、
乐山洋宝洋贝孕婴连锁协办、
合生元品牌冠名。博览会将持
续到4月18日，欢迎市民前往
选购。

第四届孕婴童产业博览会开幕

本报讯（记者 甘国江）昨（15）
日下午，我市首个集体经济综合党
委——中国共产党乐山市市中区苏
稽镇集体经济综合委员会（以下简
称“苏稽镇集体经济综合党委”）成
立，为推动苏稽镇集体经济发展，加
强集体经济领域党的建设注入新的
活力，也为集体经济在乡村振兴中
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保障。

此次成立的苏稽镇集体经济综
合党委隶属苏稽镇党委管理，主
要负责组织领导苏稽镇楠园村、
新联村、程 村、永和村等 10 个
村（社区）的集体经济党建工作。
目前主要依托楠园村的人力资源
服务中心、程 村的民宿经济、永
和村的工程机械租赁为核心发展动

能，辐射带动这 10个村（社区）发
展。

“我们镇目前共有23个村（社
区），这次我们选取的10个村中有7
个发展较为成熟的集体经济，剩下3
个村也各具特色，并且这3个村既
能够在另外7个村找到发展样板，
同时也是我们镇各个村（社区）目前
主要的现状体现。”苏稽镇党委副书
记、苏稽镇集体经济综合党委书记
康迪告诉记者，他们希望通过有针
对性的带动学习，摸索出一条更好
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下一步，将
陆续把其他村（社区）吸纳进苏稽镇
集体经济综合党委，进而带动全镇
集体经济良性发展，更好地为乡村
振兴服务。

我市首个集体经济综合党委成立

（紧接第1版）沿着正确方向坚定前行。在百年接
续奋斗中，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
了伟大功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
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
刮目相看的奇迹。党的经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
的，也不是从书本上抄来的，而是我们党在历经艰
辛、饱经风雨的长期摸索中积累下来的，饱含着成
败和得失，凝结着鲜血和汗水，充满着智慧和勇
毅。当年，毛泽东同志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把统
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概括为克敌制胜的

“三大法宝”，为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邓
小平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
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
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
这样走过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这样
走过来的，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也是这样走过来
的。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
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
传承好、发扬好。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我
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脱贫攻坚
战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顺利开启，同时我们在前进道路上仍面临
着许多难关和挑战。这些风险挑战，既有国内的
也有国际的，既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
也有来自自然界的，既有传统的也有非传统的，

“黑天鹅”“灰犀牛”还会不期而至。回首百年征
程，我们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
的政党，党的事业总是在战胜各种困难挑战中前
进的。1945 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作结论报
告，在讲“准备吃亏”时一口气列了 17 条困难。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会议上
专门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摆在打好三
大攻坚战的首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住建
党一百年这个重要节点，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
点的伟大斗争出发，总结运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
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做好较长时间应
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不断增
强斗争意识、丰富斗争经验、提升斗争本领，不断
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

党的百年历史，也是我们党不断保持党的先进
性和纯洁性，不断防范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险的历
史。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
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总是
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
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正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
这样做，才能够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
乱反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当年，延安整风使全党端正了思想路线和政
治路线，破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明确
了继续前行的努力方向，对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胜利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许多民主人士由
衷感叹：“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要通过总结历史
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
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
抵御风险能力，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
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
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
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
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
学习历史，要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
慧、砥砺品格，让我们在复杂形势面前不迷航、在
艰巨斗争面前不退缩。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
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坚持党对一
切工作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伟大自我革
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始终坚守革命理想，坚持
人民至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实
事求是、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加强党对人民军队
的绝对领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战胜各
种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积累了弥足
珍贵的历史经验。要从党的辉煌成就、艰辛历程、
历史经验、优良传统中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什么好等道理，弄清楚其中的历史逻辑、理论逻
辑、实践逻辑。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不断提
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统筹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认清形
势，把握规律，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我们就能把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变
成现实。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只有与历史同步伐、
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以史
为镜、以史明志，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我们一定能
在乱云飞渡中把牢正确方向，在风险挑战面前砥
砺胆识，风雨无阻、坚毅前行，一鼓作气、继续奋
斗，开创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伟业。

（原载4月13日《人民日报》）

市民选购商品

四川奥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11123207352804X) 经股东会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566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5566万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的请求,逾期则按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四川奥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5日

广告

减资公告

近期，我司发现有人假借“岷江港航电综合开发项目”名义，冒充我
司活动。严重损害了我司以及岷江港航电枢纽工程的形象，影响航电工
程建设的正常开展，在此，我司特发表声明如下：

1.作为省属国有企业的直属企业，我司所有公开招标项目均须在四
川省政府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四川省）”（网址http://ggzyjy.sc.gov.cn/）网站挂网公开招标，依法接
受监督。基于此，未经前述法定程序，任何单位均不可能获得工程施工
承包资格。

2.作为岷江港航电综合开发项目的投资建设主体，我司未以任何形
式指定工程分包。

基于此，所有非以我司名义或冒用我司名义宣称不通过招投标程序
即可与我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的行为，均违反法律规定以及国有企业的
招采流程。对于任何冒用我司或者岷江港航电综合开发项目名义实施
欺诈的违法行为，我司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四川岷江港航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4月16日

广告

声 明

中油（新疆）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威远-乐山
输气管道工程（施工2标段）”工程印章经克拉玛依市
公安局准予刻制，备案于克拉玛依区正秀刻字部，数量
壹枚。印章名：中油（新疆）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威远-乐
山输气管道工程（施工2标段）项目经理部，印章编码：
6502010083798（简称项目印章）。

1、项目印章使用范围：（1）与业主“四川省中油天
然气管道有限公司”及监理“四川华成油气工程建设监
理有限公司”之间的上行文（仅限于请示、函件、会议纪
要、通知）内。（2）与项目合作方之间的下行文（仅限于通
（告）知、会议纪要）内。（3）与业主、监理之间办理工程签
证、材料验收、工程交验和竣工结算。（4）与项目合作方
之间办理工程进度款拨付单、竣工工程结算表、建筑安
装工程预（结）算书、工程质量回访单、工程签证单、材料
验收单。

2、项目印章效力：（1）在本公告第1项范围内使用
项目印章，未经项目经理同意签认或项目经理未签认
也未经中油（新疆）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书面追认的，均
属无效用印。（2）在本公告第1项范围外使用的不限于
冠以“中油（新疆）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威远-乐山输气管
道工程（施工2标段）”名称的项目财务章、项目材料
章、项目备案章、项目序列章及项目印章的，均属无效
用印。（3）在本公告第1项范围外不限于经济合同、承
诺书、授权书、订（采）购单、书函、介绍信、证明等使用
冠以“中油（新疆）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名称的印章，均
属无效用印。

特此公告。
中油（新疆）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4日
广告

关于“威远-乐山输气管道工程（施工2标段）工程项目印章”
使用范围及效力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