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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3月17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检察院了解到，
全市检察机关日前启动了“保知识产
权、护知名品牌”专项行动，将从3月持
续至12月，构建“捕、诉、监、防、服”五
位一体的知识产权检察工作新模式。

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专项行
动期间，我市各级检察机关将在保知识
产权、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优
化升级、保营商环境等四个方面下功
夫，完成办理一批典型案件、建立一批
工作机制、确立一批保护联系点、开展
一系列宣传活动、制发一批检察建议、
组建一批专业队伍、形成一批调研成果
等目标。

专项行动将坚持严格保护、平等保

护、平衡保护、协同保护等原则，加大侵
权假冒行为惩戒力度，持续保持高压严
打态势，推动落实侵权惩罚性赔偿制
度，大幅提高侵权违法成本；坚持对国
内外企业、大中小微企业、国有民营企
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同等保
护，坚决杜绝差异性、选择性司法；坚持
公正合理保护，注重把握知识产权与社
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既有效维护权
利人的合法权益，又防范个人和企业权
利过度扩张，确保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
兼得；建立健全社会共治模式，加强对
知识产权的综合司法保护，充分发挥惩
治、监督、预防、教育、保护等检察职能，
构建职能一体、内外协调、跨区域跨部
门的知识产权保护协作机制。

“保知识产权、护知名品牌”
专项行动启动

构建五位一体知识产权检察工作新模式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你作为
本案的知识产权权利人，依法享有
提供自行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的权
利，提供与本案相关犯罪线索的权
利……”日前，某集团有限公司收到渝
中区检察院发来的一份不同寻常的司
法文书——《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
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据悉，这是重庆检察机关开展“保
知识产权、护知名品牌”专项行动以来，
送达的全市首份书面告知书。

2019年1月起，谢某、肖某等多人
先后利用在某网购平台开设的店铺，
销售假冒该集团旗下两个国际知名品
牌注册商标的手表，涂某等则非法制
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该
系列案件涉案总金额近 2000 万元。
2020年8月起，该案犯罪嫌疑人陆续
被移送至渝中区检察院审查批捕或审

查起诉。
目前，该院已对部分案件提起公

诉，对仍在办理的其余案件全部履行告
知义务。这才有了开头送达告知书的
一幕。

“由于诉讼代理人远在广州，为方
便其阅卷，我院还特意将相关诉讼材
料刻录成光盘快递上门，诉讼进展也
会及时电话通知。”办案检察官赵坦介
绍，在检察机关积极努力下，已起诉的
4名被告人均表示认罪认罚并与被害
人初步达成刑事和解，愿意赔偿相关
损失。

为该集团提供知识产权综合服务
的上海新诤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陈晓嫣表示，公开透明的
检察服务，让企业能够及时了解被侵
权情况和诉讼进程，更好地维护品牌
权益。

全市首份
“侵犯知识产权”告知书已送达

□本报记者 陈钧

3月2日，国内首个国家氢能动力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在两江新区开工建
设。

3月8日，长安汽车首款燃料电池
SUV（CS75燃料电池多功能乘用车）入
选工信部第341批新产品公告。

3月15日，重庆生产的首批氢能
源重卡——杰狮H6在上汽红岩特装
车间外开始接受工程师检查。

……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我市正加速

向氢能源领域布局，促进汽车产业绿色
转型。

长安汽车燃料电池取得
重大技术突破

2020年3月，我市发布《重庆市氢
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指导意见》，提
出要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氢燃料电
池汽车产业基地。

该《意见》发布一年之后，相关成果
便成功问世。3月8日，长安汽车宣布
其首款燃料电池SUV（CS75燃料电池
多功能乘用车）入选工信部第341批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
新产品公告。

长安汽车有关负责人表示，长安汽
车连续攻克了燃料电池冷启动、燃料电
池系统控制及系统高经济性等多项难
题，整车指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完成

国内首次燃料电池SUV-30℃冷启动
测试，整车氢耗低至百公里0.87千克。

依托领先的研发实力和完善的产
业链布局，目前长安汽车正基于已有燃
料电池整车及系统核心技术，加快推进
新款燃料电池乘用车研发并计划于
2022年面市，进一步推动燃料电池乘
用车产业化。

上汽红岩联手行业头部
企业发力氢能源重卡

3月15日，在上汽红岩的特装车
间外，多辆杰狮H6正在接受工程师的
检查。它们是重庆生产的首批氢能源
重卡，目前已经具备实际工况应用条
件。

上汽红岩新能源平台总监乔韵介
绍，上汽红岩自2019年开始布局氢能
源重卡，并且联合捷氢科技、宁德时代

等国内行业头部企业组成了强大的供
应体系。

其中，杰狮H6所搭载的氢能反应
堆目前实测时间已经超过1万小时，折
合成道路里程超过80万公里，仍保持
功率衰减不到10%，其输出能力和耐
久性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准。

与此同时，上汽红岩氢燃料电池重
型卡车在黑龙江黑河地区成功通过
了-35℃极寒标定测试，可有效满足车
辆的多环境应用。在整车满载的情况
下，最大续航里程可超过1000公里，百
公里氢耗仅为7.5—14千克，并且仅需
15分钟即可补满氢燃料。

目前，成渝地区在氢能源领域的
合作正在不断深入。成渝地区已有从
事氢能产业的企业及科研院所近200
家，氢能产业基础良好，产业链条基本
打通。

氢能产业链加快“补链成群”

3月2日开建的国内首个国家氢能
动力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由中国汽研投
资5亿元打造，占地190亩，规划建设
氢能整车试验室、燃料电池试验室、氢
能辅件试验室、动力总成试验室、电机
电池试验室及相关配套设施；建成后将
具备燃料电池整车，燃料电池单体、模
块与系统，空压机和氢循环泵等关键零
部件的检测能力，检测范围覆盖氢能全
产业链。按照规划，该中心将在2022
年建成并投用。

而继国家氢能动力质检中心开工
建设之后，氢能源领域又一重大项目也
将破土动工。

重庆明天氢能公司负责人告诉记
者，由明天氢能投资的燃料电池西南工
程中心、燃料电池汽车维保中心、燃料
电池系统及核心部件研发和生产基地
等系列项目预计将于今年6月动工建
设，并在2022年完成1000套燃料电池
系统的生产。明天氢能系列项目落地
之后，将协同本地政府、高校及上下游
企业，结合重庆雄厚的汽车产业基础，
协同推进重庆氢能源产业发展，在氢能
公交车、氢能物流车等领域的布局，进
一步扩大氢能应用场景。

除了明天氢能外，我市还引进和培
育了德燃动力、江苏清能等一批燃料电
池产业的核心企业，落地了全国唯一一
个氢能国检中心，逐步完善了集燃料电
池产业核心零部件、系统集成制造、研
发应用等在内的全产业链布局。

下一步，我市还谋划通过平台建
设、生态打造等方式推进氢能产业
示范运营，进一步探索氢能汽车在市
政环卫、公共交通、物流运输、长江航
运等方面的应用场景，全面助力产业
成长。

瞄准氢能源领域

重庆汽车产业加快绿色转型

3月16日，在上汽红岩特装车间外，装载有氢燃料电池的首批氢能源重卡——
杰狮H6正在进行调试。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17日，
记者从南川区获悉，日前，中石化重庆
页岩气有限公司位于南川区东胜区块
的胜页9-2HF井顺利完钻。据了解，
该井钻井周期 45.5 天，完 钻 井 深
6455 米，水平段长 3583 米，刷新了
此前国内页岩气井水平段长3100米
的最长纪录，且在钻井过程中探索出
了工区页岩气井超长水平段的钻井工
艺技术。

胜页9-2HF井是中石化重庆页
岩气有限公司部署在南川区的一口
页岩气开发水平井。该地区属于常
压页岩气区块，相对于超压页岩气，
天然气资源丰度较差，且效益开发难
度较大。

“常压页岩气与超压页岩气钻井的
区别，就像老百姓平时的打水井或者温
泉井，地层压力大的地方井水会自动冒
出来，而常压下则需要用泵抽水出来。”
中石化重庆页岩气有限公司相关技术
人员介绍，为了实现常压页岩气的高效
开发，该公司深入研究了国内外相关工
艺，并多方探究了区域地层的实际情
况，最终探索出了工区页岩气井超长水
平段的钻井工艺技术。

在钻井作业中，针对长裸眼水平段
地质导向难、井筒净化难、轨迹控制难
和摩阻扭矩大等难点，中石化重庆页岩

气有限公司组织相关专家、技术人员、
施工公司成立技术组，对工艺优化、地
质工程一体化等方面展开了技术攻
关。其中，针对页岩气水平井的开采难
题，技术组采取了“三步走”的方式：先
是垂直向下钻进，其次是到达目的层的
上方造斜段，再向下面的目的层进行水
平钻进。

最终，经过施工人员水平井段钻井
作业，胜页9-2HF井完钻井深6455
米，水平段长达3583米，大大提升页岩
气井水平段钻井施工上限。

“这一成绩的取得，一方面是我们
优化了钻井的工艺技术，另一方面是自
主研发的国产钻井工具立下汗马功
劳。”相关技术人员介绍，此次水平段的
两趟钻井作业，均采用“高效国产PDC
钻头+大扭矩低转速国产螺杆+LWD”
钻具组合，水平段平均机械钻速13.52
米/小时，钻井周期20.6天，较设计周
期缩短了27%，目的层优质页岩钻遇
率高达100%。

其中，高效国产PDC钻头及大扭
矩低转速国产螺杆在实现高钻遇率的
同时，相对于国外旋转导向工具还为
企业节约费用 60%以上。而这些国
产钻具的研发投用，也打破了国外油
服公司长期垄断国内导向仪器市场
的现象。

南川胜页9-2HF井钻出3583米水平段

刷新国内纪录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中小微企
业申请“助保贷”仅需递交一次材料，从
企业申请到银行放贷，时间也由过去的3
个月缩减至1个月，融资更便捷。3月17
日，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新修订的《重
庆高新区中小微企业“助保贷”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已正式出台。与原
《办法》相比，“助保贷”办理流程大幅“瘦
身”，企业享受的服务进一步优化升级。

“助保贷”是指企业在提供一定担
保的基础上，合作银行向符合准入标准
的企业发放贷款，并由贷款企业缴纳的
助保金和政府注入的风险补偿金共同
作为增信手段的一种信贷业务。对比
普通的贷款业务，“助保贷”的放贷额度
更大，并享有政府部门的配套服务。

2012年，重庆高新区管委会和建
设银行合作推出了“助保贷”，截至目前
累计发放贷款69笔，惠及企业25家，
贷款额累计超过4亿元，有效缓解了小
微企业融资难题，降低了企业融资成
本。“但随着重庆高新区实行经济社会
一体化管理，西部（重庆）科学城加快建
设，越来越多科技企业在此集聚，原本
制定的审批流程比较复杂，不再适合新
形势和新需求。”重庆高新区创新服务
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新《办法》在申请、审批、代
偿3方面进行了流程优化。申请方面，
在明确企业准入条件的基础上，取消了
原有的“目标企业池”构建和企业入池
审批。也就是说，企业只要符合条件，

仅需递交一次材料即可完成申请；审批
方面，合作银行审核通过后，由创新服
务中心直接审核确认，审核步骤比原来
简化一半，审核放款效率显著提高；代
偿方面，当企业“助保贷”贷款的本金或
利息逾期时，合作银行根据约定启动代
偿程序。《办法》对代偿程序进行了分类
细化，明确审批单位、流程和权限等事
项，在方便代偿工作开展的同时，也完
善风险把控程序。

据介绍，单个中小微企业“助保贷”
贷款额度一般在500万元以内，最高不
超过 1000 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 1
年。合作银行将给予“助保贷”优惠利
率，原则上按不超过现行银行同期贷款
基准利率的1.2倍执行。

重庆高新区“助保贷”办理流程大“瘦身”
中小微企业申请到放贷仅需1个月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梁滩
河流域治理有新进展！3月17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重庆高新区获悉，位于
重庆高新区金凤园区的盐井河河道
改道工程已通过技术评审，将于今年
5月开工。

据介绍，盐井河位于金凤园区西
北部，为莲花滩河一级支流，属梁滩河
流域，集雨面积6.78 平方公里，河长
7.36公里。盐井河河道改道工程起于
重庆机动车强检试验场涵洞出口，止

于金七路盐井河大桥，是以提高土地
资源利用水平、增强土地资源保障能
力和加快产业园区建设为主，兼顾岸
坡保护、防治水土流失及改善周边环
境的库岸整治工程。

重庆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含改道段河道开
挖、防洪护岸工程、库容补偿措施等，
工程实施后将有效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及价值，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为

园区人员和周边居民提供更加宜居的
生态环境，更加有利于库岸稳定，减少
水土流失，降低河道曲势，增强河道行
洪及两岸防洪能力，将可防御百年一
遇的洪水。

梁滩河流域治理有新进展

盐井河河道改道工程5月开工

（一）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和统计
关系均在重庆高新区直管园范围内。

（二）符合国家相关部委规定的中
小微企业范畴。

（三）属于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
业，或符合以下条件的优质科技型企
业：已入库重庆市科技型企业系统并
按要求及时填报或更新年度数据信
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上一年度营业
收入在500万元以上。

申请重庆高新区
“助保贷”的企业条件

相关链接>>>

3月17日，西部(重庆)科学城白含
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现场，工人正在
抓紧施工。该工程目前已完成90%，
预计今年6月竣工。

据了解，白含污水处理厂是我市
重要的市政基础设施，其三期工程采
用多种先进污水处理工艺，出水水质
达到地表水准Ⅳ类标准。项目建成
后，对保护梁滩河、嘉陵江及下游三峡
库区的水环境将起到重要作用，推动
绿色生态科学城建设。

首席记者 龙帆 实习生 邹沁
怡 摄/视觉重庆

白含污水处理厂
三期6月竣工

重庆检察机关出台《意见》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详见1版）新闻链接>>>

3月5日，南川区，中国石化华东石油局页岩气井胜页9-2HF井现场。
特约摄影 瞿明斌 通讯员 何能举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