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夏胜为

整合优势资源， 打造地
理标志产品汇集地

地理标志是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
组成部分。 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知识产权局
前不久在合肥共同签署《建设中国（合肥）
地理标志产品展示交易中心（庐州坊）协议
书》。 庐州坊、地理标志产品受到社会关注。

地理标志产品，指产自特定地域，所具
有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本质上取决于该
产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经审核批准以
地理名称进行命名的产品。建设地理标志产
品展示交易平台，是合肥市实施知识产权运
营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庐州坊位于包河区九华山路与宁国路
交叉口附近，总建筑面积 19760 平方米。 作
为地理标志产品展示交易中心，庐州坊以宋
代仿古建筑群落为载体，打造一站式文化休
闲街区， 其中一层特色街区将依据皖南、皖
中和皖北进行划分和演绎，打造不同风情的
业态体验，同时融合展览、科普、体验、销售
等功能，对名、特、优地理标志产品集中展
示、管理、销售和宣传。 目前，庐州坊已完成
主体建设，预计今年 10 月挂牌运营。

如今， 随着三省一市知识产权局签署
合作协议，庐州坊被定位为“依托长三角、
辐射全国、 面向世界的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展示交易平台”。 三省一市知识产权局明
确，通过地理标志保护和运用合作机制，整
合长三角区域地理标志优势资源， 实质性
开展地理标志培育、宣传、保护、市场建设
和监管领域的区域交流合作，建设中国（合
肥）地理标志产品展示交易中心。

根据合作协议， 合作机制设立沪苏浙
皖合作推进建设中国（合肥）地理标志产品
展示交易中心（庐州坊）联络员办公室。 办

公室设在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
权局），三省一市知识产权局各指定一名负
责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作的人员作为办公
室成员， 协调解决展示交易中心建设和监
管相关事宜。

具体推进工作中， 三省一市知识产权
局利用中国（合肥）地理标志产品大数据平
台， 梳理提供域内特色优势产业地理标志
产品资料信息，建立完善《长三角地理标志
及企业名录》；协调和支持各自域内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和地理标志商标产业龙头企业
建好沪苏浙皖展示交易馆、进场交易、开展
线上交易； 组织开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
项行动等。

激发创新活力， 知识产
权事业取得新进展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 、
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成效显著。 三省一市
知识产权局在合肥分别发布 《2020 年知识
产权发展与保护状况白皮书》。

2020 年， 三省一市知识产权质量诸多
指标居全国前列。 如有效发明专利量，截至
2020 年底，上海 14.56 万件，江苏 29.16 万
件，浙江达 20 万件，安徽 9.82 万件。

安徽省 《2020 年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
状况白皮书》从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知识产
权创造、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运用、知
识产权服务和知识产权发展基础六个方
面， 全面介绍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取
得的新进展新成就。 《白皮书》显示，安徽省
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15.4 件， 居全国
第 7 位。

如知识产权创造方面，2020 年，安徽专
利授权量达到 11.97 万件，其中发明专利授
权量 2.14 万件，居全国第 7 位；PCT 专利申
请 616 件， 同比增长 45.3%； 商标注册量

17.45 万件；作品登记 8.48 万件；农业植物
新品种权授权 112 件。

截至 2020 年底 ， 安徽有效发明专利
9.82 万件，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15.4
件，居全国第 7 位；有效注册商标 76.87 万
件， 每万户市场主体商标拥有量 1494 件；
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量 1120 件；地理标志
商标 187 件； 拥有 130 个省级专业商标品
牌基地、989 家商标品牌示范企业； 六安瓜
片 、 霍山石斛等 5 件地理标志产品跻身
2020 年中国区域品牌（地理标志产品）价值
评价百强榜；3 件地理标志产品入选第一批
中欧“100+100”地理标志互认名录；10 件产
品入选第二批中欧 “175+175”地理标志互
认候选名录。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国（合肥）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获批建设， 海外知识产权纠
纷应对指导安徽分中心获批成立， 知识产
权侵权纠纷检验鉴定技术支撑体系建设试
点、 知识产权领域以信用为基础的分级分
类监管试点在安徽全面展开。 相关部门查
办一大批知识产权案件， 如去年市场监管
系统查处知识产权案件 4213 件 ， 案值
3122.67 万元，罚没款 2763.19 万元。

知识产权运用方面，2020 年，全省办理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1199 笔，融资额 101.32
亿元，居全国第 5 位；合肥市获批知识产权
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城市；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获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高校； 地理
标志产品中涉及扶贫项目 47 个，助力 52.5
万贫困人口年人均增收 2559 元；发布量子
和类脑机器人专利导航两项知识产权成
果。 在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评选中我省
有 28 项专利获奖，获奖数量创历史新高。

创新要素叠加， 支撑知
识产权高质量发展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当前，我

国正在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
造大国转变， 知识产权工作正在从追求数
量向提高质量转变。 上月， 国家知识产权
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联合印发了 《关于推动科研组织知
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我省高度重视科研组织在高价值创
新成果产出中的地位作用， 在实施知识产
权强省战略中一直把科研组织作为推动知
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安徽省知
识产权局负责人表示，将紧紧围绕“四个聚
焦”推动科研组织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 其
中之一，是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支撑知
识产权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我省将加强与沪苏浙工作的
统筹协作， 进一步明确对接合作项目，共
商建立长三角科研组织知识产权高质量
发展机制；有效激活长三角科研组织创新
存量 ，促进创新要素叠加 ，共商筹建长三
角科研组织知识产权转化运用平台；加强
与沪苏浙跨部门跨区域查处知识产权侵
权案件协作，加快形成长三角知识产权大
保护格局。

除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外， 我省还
将聚焦规范管理、促进高价值创造，聚焦广
泛运用、促进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聚焦风险防控、保护知识产权。 为此，我省
将研究制定与安徽创新发展相匹配的知识
产权发展规划， 加强围绕十大新兴产业等
开展创新活动， 推动知识产权管理深度嵌
入创新活动全过程，切实提升专利质量；支
持科研组织积极探索进行知识产权权益分
配改革， 保证知识产权权益人合理分享创
新收益；加强科研组织与产业有效对接，推
动开展知识产权转化运用， 助力产业创新
发展； 支持科研组织建立科研人员职务科
技成果披露制度， 从源头上加强对科技创
新成果的知识产权管理与服务等， 切实保
护知识产权。

携手打造知识产权保护高地

“感谢安徽医生治好我的病！ ”

■ 本报记者 朱琳琳

本报通讯员 刘理扬 戴睿

“医德高尚暖人心，医术精湛传四方。 ”近日，上海 72
岁的黄老先生和家人向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
田大胜团队送上一面锦旗。

黄老是上海的一名退休职工，去年 4 月突然感到小腿
外侧及大腿、髋部剧烈疼痛，严重时无法站立，甚至连上厕
所都很困难。

“发病后，我跑了不少家医院，脊柱封闭针注射、射频
消融、中医针灸推拿都尝试过，但是治疗效果并不理想。 ”
黄老说。

治疗不见成效，病痛一直持续，今年 1 月，黄老又不远
千里前往外地寻求手术治疗。术后，黄老仍感髋部和大腿、
小腿疼痛，没有得到根治。

“机缘巧合，在网上看到田大胜医生手术示教，了解到
他是国内 UBE 领域的知名专家， 当即就有了来安徽求医
的想法。 ”黄老回忆道。

UBE 是单侧双通道内镜技术的英文缩写，与传统脊柱
内镜不同在于，UBE 视野通道独立于操作通道， 故视野清
晰，能够快速准确地松解腰椎病灶处粘连的神经根、剔除压
迫神经的多余组织，从而有效解除患者的病痛。安医大二附
院脊柱外科自 2018 年开始在全国率先开展此项技术，目前
已成功开展 UBE 手术 600 余例，居全国领先地位。

致电了解、医护人员耐心解答、既往成功手术案例……
每一步了解都让黄老更加坚定前往合肥进行手术的信心。

上月，在家人陪同下，黄老从上海来到安医大二附院
脊柱外科找到田大胜医生。 田大胜与该院副院长、骨科教
授荆珏华一同为其进行了会诊。

“检查结果显示，黄老患有腰椎管狭窄，伴有腰椎间盘
突出。 ”田大胜表示，黄老的病情在影像学上并不十分严
重，但由于个体差异，以及长期进行椎管内注射治疗，导致
病灶处神经根粘连严重，腰椎间盘压迫神经，因此疼痛较
为剧烈。腰椎管狭窄正是 UBE 手术的适应症之一，此前在
安医大二附院已开展了数百例类似病例的手术，都取得良
好疗效。

听完专家会诊，黄老心里有底了，当即下定决心在医
院做 UBE 手术 。 3 天后 ， 黄老在安医大二附院接受了
UBE 手术。 术后第三天，手术只留下 ３ 个 1 厘米左右的
切口， 髋部和腿部疼痛明显缓解， 腰椎患处只有轻微的
酸痛。 术后第四天，黄老开始下床走动，并可以自行上厕
所，各项检查正常，符合出院标准，后期随访检查上海完
成即可。

“感谢安徽医生治好了我的病！我要给安徽医生点赞，
技术老好了！ ”黄老对安徽医护人员连连称赞。

政商学界探讨长三角产业升级

本报讯（记者 陈婉婉）近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
办的该校长三角地区思创会在合肥举行 。 本次活动以
“‘皖’象更新：科创驱动下的长三角产业升级之路”为主
题，邀请来自政府、高校、企业的嘉宾，围绕区域经济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科技创新、企业产业升级等多个话题展开
研讨。

合肥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合肥近年来坚定不移走
高质量发展之路，城市综合实力显著提升，顺利实现 GDP
过万亿元、跻身全国 20 强的目标。作为“一带一路”和长江
经济带的双节点城市， 合肥始终把开放创新放在核心地
位。同时，合肥正全力营造最好的环境，搭建科技创新的磁
场，吸引越来越多人才的集聚，为这座城市的发展注入蓬
勃生机和强大动力。

与会学者认为， 作为我国区域经济发达地区之一，长
三角地区发展成功的关键在于沪苏浙皖三省一市齐心协
力做好产业分工合作，发挥各自地区优势，共享发展平台。
在长三角各省市中，安徽过去几年的经济以每年平均 8%
左右的速度增长。企业和企业家的发展为推动安徽经济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政府可进一步创造良好营商环境，支
持有显著溢出效应的产品或产业。 企业也需紧跟产业政
策，发展核心竞争能力。

企业家代表从企业维度分析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给
企业带来的新机遇。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国资国企已经
对长三角地区展开布局，“十三五”期间，完成该地区(不包
括上海)的投资项目共 158 个，投资金额达 189 亿元，“十
四五”期间的投资项目和金额将会有成倍增长。

在圆桌讨论环节，与会嘉宾就长三角一体化、区域经济
发展、科创中心建设等多个话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三省一市共护林业生态安全
本报讯（记者 汤超）近日，“学党史·办实事———机关

党建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创新项目启动仪式” 在南京
举行。 会上，三省一市林业部门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将建
立长三角林业党建联盟，合作深化林业重点领域改革，共
同建设长三角区域林长制改革示范区， 建立长三角区域
林业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合作机制， 长效推动长三角区
域林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根据框架协议，沪苏浙皖林业部门将推动基层党支部
结对共建，进一步探索创新党建工作，实现党组织优势互
补，以党建成效促进业务发展质效；共同加强林业生态建
设， 开展以党建合作引领林业生态建设创新理论研究，加
强国家重大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技术合作，探索建立区域
间森林、湿地生态补偿机制；加强国有林场改革、林业“放
管服”改革等方面的合作交流，建设长三角绿色生态屏障，
全面提升长三角林业生态建设水平。

为切实维护林业生态安全，三省一市林业部门将深入
开展毗邻地区联合执法行动，加大森林、湿地和野生动植
物资源保护力度，确保林业生态安全；打造“一地六县”林
业合作示范区，协同推进“高颜值”生态保护体系建设，实
行生态空间联保、环境问题联治、生态制度联建；不断强化
林业党建服务体系，建立沪苏浙皖林业部门机关党建服务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联席会议制度， 设立联络工作
组，并实行年度轮值制，原则上每年举办一次。

安徽加快建设长三角农产品绿色加工基地
去年 3600亿元农产品加工品销往沪苏浙

本报讯（记者 汪永安）近日，长三角农产
品绿色加工科技成果推介会在滁州市举行。
记者从会上获悉，2020 年我省农产品加工业
产值达 1.12 万亿元，其中约 3600 亿元产品销
往沪苏浙。

“我们生产的金桑园油菜薹腌制小菜受市
场欢迎，大部分在长三角地区销售。 去年公司
采收加工面积只有 1 万亩， 今年就发展到 5
万亩，明年预计能达到 15 万亩。 由于发展快，
我们与天长市政府签订了 20 万亩油菜薹生
产合同， 未来会有更多沪苏浙的消费者品尝

到我们的产品。 ” 在科技成果推介会展示现
场， 天长市天天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滁州分
公司负责人徐丽告诉记者。

金桑园油菜薹的快速发展 ，正是我省农
产品加工品积极进军沪苏浙市场的缩影。据
测算 ，2020 年我省销往沪苏浙的初级农产
品和农业加工品销售额约为 5000 亿元 ，其
中初级农产品 1400 亿元 ， 农产品加工品约
3600 亿元， 主要通过批发市场、 农超对接、
电商等渠道进入沪苏浙市场。 如和县蔬菜、
宣城家禽 50%以上通过农超对接方式，进入

沪苏浙超市。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背景下， 长三角绿

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联盟 2019 年 12 月成
立。 2020 年 8 月，三省一市相关单位签订农产
品加工科技合作框架协议。 2020 年，我省启动
实施“158”行动计划，提出围绕全省粮油、畜
禽、水产、果蔬、茶叶、中药材、油茶、土特产等
优势特色产业，开展“一县一业（特）”全产业
链创建；力争到 2025 年每个县至少重点培育
1 个优势主导产业，建设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全省建立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类、加工

类、供应类示范基地 500 个，面向沪苏浙地区
的农副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年销售额达 8000
亿元。

优质农产品加工提质增效离不开科技支
撑。 为将更多优质绿色农产品加工品销往沪
苏浙，近年来，省农产品加工产业技术体系针
对安徽农产品加工过程中存在的技术问题进
行关键技术的研发， 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问题
136 个，其中不少是产业的技术瓶颈。

“从 2019 年起，我们每年都征集安徽省内
以及全国的农产品加工技术成果， 编印成册
进行推介， 共推介各类农产品加工科技成果
200 多项， 推荐农产品加工专家 100 多人，架
起了科技与企业产研结合的渠道。 ”省农科院
农产品加工所研究员、 省农产品加工产业技
术体系首席专家钱坤介绍，本次推介会，他们
又征集各类技术成果 179 项、 农产品加工新
成果 24 项，有力助推长三角地区农产品加工
产业发展。

前不久，，长三角三省一市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齐聚合肥，，签署合作协
议、、发布白皮书，，共同推动长三角地区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

88 责编/夏胜为 版式/王艺林特别报道 2021年 5月 25日 星期二

近日，在位于滁州市
来安县汊河经济开发区

的安徽友发包装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内 ，工
人在生产胶粘带 。 近年
来 ，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战略实施 ， 该县围
绕做强新能源 、 新材料
等优势产业精准招商，形
成产业集群 ， 为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新动能”。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