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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4月17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知识产权局获悉，为提升众
创空间知识产权保护运用意识，重庆众创空
间专利“聚芯”行动日前启动。该行动将通过
整合知识产权服务资源，为我市众创空间提
供全方位的知识产权服务和培训。

据介绍，该行动将成立专利合作委员会，
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知识产权服务，提升创新
创业者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能力，支撑
众创空间、孵化器及其他各类创新主体的科
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

“我们将为众创空间提供 6项免费服
务。”市知识产权局信息中心负责人表示，这
包括免费为专业型众创空间3-5家企业建
立专题数据库；免费推送行业资讯、产业数
据包；免费为众创空间培训1名知识产权专
职人员；免费为众创空间提供知识产权咨询
意见；邀请知名技术转移专家免费分享技术
经济故事会；免费共享高校院所专利数据
库。

此外，该行动还将为众创空间带来免费
培训课程，包括专利申请、专利检索及分析、
专利预警及布局等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络课
程，如何将技术（知识产权）转化成产品、市场
和资本等。

我市启动专利“聚芯”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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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多亩“渣渣地”变身休闲好去处
居住在渝北区龙溪街道花卉园后山的居民

将迎来一件政府送的“绿色礼物”——一块25
亩面积大的空地在年内就要变身为一座社区公
园。

这块空地是今年初渝北区相关部门再一次
对区域内的“渣渣地”进行清理发现的。这块在
临空基建公司内的国有空地，之前里面有坟包、
种着菜、堆放有杂物，严重影响环境。

“这块地被清理出来后，拟建供市民休闲的
社区公园。”渝北区城管局负责人说，目前设计
方案已经做好，4月底动工，年内建成。

在今年初的再一次清理中，渝北又拉网式
地清理出28块“渣渣地”，总共248亩。“目前，
这28块空地都已经做好设计方案，由区里投入
1500余万元，通过‘覆绿’，建成供市民休闲的
绿地。”该负责人说。

清出边角“黄金宝地”建绿地

渝北的土地，可以说是“寸土寸金”。
2017年初，区政府在部署城市增绿工作

中，经过调研后发现，虽然城市里的土地是“寸
土寸金”，但一些征用了土地的企业和单位却有
一些“渣渣地”在旁边“歇凉”，被一些市民用来
种菜或堆放垃圾杂物，既浪费了“黄金宝地”，又
影响城市环境。

“这些在旁边‘歇凉’的‘渣渣地’，也是‘黄
金宝地’，用于城市增绿，将会是很大的潜力。”
于是，区政府决定，把这些“渣渣地”清理出来，
然后进行科学规划设计，再由政府和业主共同
投资，建成供市民休闲的小型公园或绿地。

在清理中，渝北以“业主为主、辖区负责、行
业指导”的原则，由各街道和区属国有公司对本
辖区内的国有空地（含城乡结合部可视范围内
空地）负总责，督促各区域业主单位开展拉网式
清理。同时，辖区街道兜底清理无业主或无法

确定权属关系的空地。
“不清不知道，一清吓一跳。”渝北区城管局

负责人说，首次清理，全区就清出了176块、总
共5200余亩的国有空地。而这些“渣渣地”却
是城区乱搭乱建、乱栽乱种、乱堆乱放的“脏乱
源”。

投入5000万元覆绿造景

“对清理出来的这5200多亩‘渣渣地’，我
们采取了‘覆绿’的方式，把其变成提升市民生

活品质的绿地和社区公园。”渝北区城管局负责
人说。

对这些清理出来的国有空地，由区城管局
汇总后，再由区国土、规划部门对土地性质进行
核对确认。对于纳入“覆绿”的地块，再由相关
责任部门逐个进行实地勘测，并因地制宜地制
定出具体的整治方案。

在具体的整治中，渝北区主要采取了四种
方式：首先是对10亩以下的零星边角地实行绿
化，在这些地块上种植快速绿化植物，做到全面

“覆绿”。
其次是进行改造提升。对于周边居民密

集、长期堆放生活垃圾的地块，实行建公园、游
园的方式，在改善城市环境的同时，也为居民增
加休闲的好去处。

第三是完善功能配套。对于车流量大或周
围缺少停车场的地段，且2年以上不会启动建
设的空地，就地栽种绿色植物，并统筹考虑停
车、公厕、社区配套用房等公益建设的需求。

四是对一些日久失修，不适宜“覆绿”和改
造，且2年内将启动建设的空地，则进行规范围
挡。

据渝北区城管局统计，自去年清理国有空
地以来，由区财政安排了5000余万元专项资
金，对“覆绿”的地块坚持“高标准设计，高质量
建设”，邀请专业设计机构对面积较大的空地进
行景观设计，实现了“覆绿”与“造景”的有机融
合。

高品质新生活增强了群众幸福感

“以前推窗见的是垃圾和菜地，如今出门就
进公园。”渝北区龙山街道天邻风景小区的居民
对生活环境有了一种高品质的获得感。

半年前，在天邻小区和两江春城小区之间
有一块面积约1.1万平方米的国有空地，几年
来，这块空地成了一些居民种菜、倾倒垃圾的
地方，成为影响这两个小区居民的“污染源”。

几个月前，这块被清理出来的“渣渣地”被

规划建一座社区公园。在经过专业机构的设计
后，由区城管局具体实施。如今，这块国有空地
上已栽植了400余株天竺桂、桂花、黄葛树等乔
木，并配种上红枫、紫荆、西洋鹃、麦冬等四季花
卉，四季都能闻到花香。在公园里，还修建了景
观步道和休闲、健身平台，设置了座椅等休闲设
施。

经过整治后的“渣渣地”变身为绿地和公
园、游园后，也提升了渝北这座全国文明城区的
城市形象，从大环境上提升了市民生活的品
质。

渝北区国道319沿线半年前空地里长满了
杂草，到处堆着废弃的渣土石块，甚至还有一些
居民在这些空地里种菜。在清理整治“渣渣地”
中，这些地的业主渝北区土地整治中心会同两
路街道，对国道319线双凤桥至浅水湾立交约
2公里路段沿线进行集中清理整治。

经过清理，在这一路段10万余平方米的
“渣渣地”上栽种了乔木1500余株、灌木9.6万
余株、地被植物1万余平方米。

在渝北，像这样把“渣渣地”变身为提升市
民生活品质的绿地、公园的还有很多。

“随着本月底启动的28块国有空地的‘覆
绿’完成后，全区已基本见不到裸露的‘渣渣地’
了。”渝北区城管局负责人说。

王彩艳 许伟 图片由渝北区城市管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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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后的重庆航空大楼外空地 整治后的天邻风景游园

4月16日，云阳县双井寨，船舶行驶在蓝天白云下、青山绿水间。近年来，云
阳县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完成长江两岸绿化54万余亩，其中栽植生态林34万
亩，以柑橘为主的经济林20万亩，消落带生物治理3800亩。同时，针对长江两岸
绿化的“断档”与“天窗”，补植各类苗木800万株，实现了绿化全覆盖。目前，该县
境内长江两岸森林覆盖率达70%以上。 记者 谢智强 摄

云阳

长江两岸绿化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王
濛昀）为提升农村居民生
活品质，构建农村现代流
通服务体系，重庆日用消
费品集团于4月 16日正
式挂牌。到2022年，该集
团建设3个区域物流配送
中心，200个区县配送中
心，并引进总代理、总经销
品牌100个。这是重庆日
报记者从当日市供销合
作总社举办的“构建农村
现代流通服务体系，大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研讨
会上获悉的。

“目前，我市农村日
用品消费市场依然存在
商品零售网点偏少、商品
品种单一、品质无绝对保
障、价格管理较为混乱等
问题。”重庆日用消费品
集团董事长陈其刚介绍，
该集团的挂牌成立将很
大程度上解决这些问
题。据介绍，重庆日用消
费品集团隶属于市供销
合作总社，前身是重庆市
烟花爆竹集团有限公
司。正式挂牌后，该集团
将以原有的烟花爆竹销
售网络为基础，打造一个
覆盖省市级到村级的为
农服务现代日用消费品
综合体，成为一个政府抓
得住、用得上的为农服务
企业平台。

据悉，根据乡村振兴
发展战略及重庆市农村
日用消费品发展具体情
况，该集团制定了“3221”
网络工程和“1123”发展
规划。“3221”网络工程
即：到2022年，在主城、渝东南、渝东北片区建设
3个区域物流配送中心，构建“供销服务网”“居民
服务网”双网电商平台，建成10000个标准化日
用消费品网店。“1123”发展规划即：到2022年，
以总代理、总经销的模式引进100个品牌，涉及
单品10000个，建设粮油食品加工、农产品溯源
两个基地，惠及全市3000万市民。

“为实现这些目标，未来5年我们将从构建农
村现代流通服务体系、完善电商平台建设、做大
做强日用工业品业务、打造食品加工及农产品溯
源基地4个方面入手。”陈其刚介绍，重庆日用消
费品集团将坚持为农服务的宗旨，为农民提供优
惠、优质的工业品、消费品及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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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4月17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大学获悉，该校2017年共
获得专利授权951项，较2016年的818件增
加133件，“双一流”建设取得新突破。这也
是重庆大学专利授权量的历史最好成绩，该
校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和获权量也连续多年排
名重庆第一。

据了解，重庆大学2017年共获发明专利
授权788项，实用新型专利157项，外观设计
专利4项，国际专利2项。这些专利授权主要
集 中 在 信 息 技 术（34.6%）、能 源 技 术

（12.8%）、新材料（11.1%）、机械（11%）、资源
环境（9.3%）、建筑（7.1%）等领域，专利授权
总数在全国“双一流”建设高校中位居第17
位，专利授权量与去年同比增长了16.2%。

“近年来，学校不仅加大了科研投入，还
积极拓宽成果转化渠道，以瞄准国际前沿和
国家重大需求，以及重庆市地方经济建设和
产业发展重点做科研。”重庆大学科技处相关
负责人介绍，学校近年来积极创新机制体制
管理模式，搭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平台，获
专利授权较多的领域，也正是学校建“双一

流”高校重点打造的学科领域。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重庆大学已组建

了重大知识产权运营有限公司和一站式转移
转化服务平台，构建了专门的成果转化创新
管理服务队伍和技术转移中介队伍，以保护、
鼓励发明创造，并以市场化手段加速科技成
果转化。

2016年，该校还出台了新的《重庆大学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试行）》，对成果
转化的组织管理、权益分配、激励政策等进行
了明确规定。“其中，以技术入股形式转化的

成果，80%股权归成果完成人，学校资产经营
管理公司持有20%股份并负责管理，以用于
成果转化成本补偿和奖励。”该负责人表示，
这个股权分配比例远高于教育部“成果完成
人不低于50%股权”的相关规定。

此外，重庆大学还与九龙坡区联合共建
了产业技术研究院。该研究院主要针对地方
经济和产业需求开展科研，并对学校相关成
果进行孵化。该研究院自去年12月正式运
营以来，已有新型材料、节能环保、智能制造
等相关项目入驻。

“双一流”建设取得新突破

重庆大学2017年获专利授权951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