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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广阔的蓝莓产
业园内，张家楼镇的村民们正赶在寒冬来
临之际给蓝莓追施肥料。今年青岛沃林
蓝莓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再也不用为购
买肥料的资金发愁了，兴业银行创新推出
的林权抵押贷“雪中送炭”解决了大难题。

原来，数月前，企业因购买有机化肥
急需一笔周转资金，但因缺乏有效抵押
物，资金难以到位。了解到企业的情况
后，兴业银行青岛分行快速对接，经过实
地调研，发挥该行绿色金融优势，创新设
计以企业所拥有的林权为抵押的融资解
决方案，并通过乡村振兴业务绿色通道为
企业发放贷款 1000万元，为明年的蓝莓

丰收注入了“金融养分”。
据了解，兴业银行出台的《关于做好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指导意见》，
明确提出探索“绿
色+普惠”模式，创
新绿色金融产品，
推动生态资源优势
转化为经济社会发
展的支撑优势，为
脱贫地区“点绿成
金”，助力美丽乡村
建设。

1 月 12 日，由呼和浩特
日报社、内蒙古品牌协会共
同主办的“首府百姓满意品
牌展示活动”——“首府百姓
满意品牌公益行”活动第二
站走进春雨社区。志愿者们
为社区的少年儿童和家长举
行口腔知识讲座，聚仁口腔
的医护人员为到场的儿童和
家长模拟如何正确刷牙，教
授儿童手工制作牙模，并为
社区居民进行了口腔义诊，
还为家长们发放公益洁牙卡
和家庭教育知识宣传读本。

据悉，聚仁口腔成立于
2012年，当时为呼和浩特市
口腔医院门诊部，2013 年 5
月更名为呼和浩特红十字
（聚仁）口腔。由于企业发展
需要，2019年正式变更为呼
和浩特市聚仁口腔。聚仁
口腔开设口腔内科、颌面外
科、正畸科、修复科、儿牙
科、种植中心、美学修复中
心、牙周科、专家门诊、VIP
中心、综合科、放射科、技工
中心等 13 个临床科室。聚
仁口腔全体员工竭诚为患
者提供温馨的就医环境，用
精湛的医疗技术、先进的医
疗设备、安全可靠的消毒保
障、合理的收费标准、周到
的服务来满足广大就医患
者的需求。

“首府百姓满意品牌公
益行”组委会发出倡议，希望
更多的首府百姓满意品牌参
与到公益行活动中来，将深
入社区、企业、乡村等地搭建
爱心桥，为民办实事。我们
的 联 系 电 话 是 ：0471—
6564040，18504712178。

（小夜）

在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每万人口高
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是经济社会
发展主要指标之一，能够客观反映
出我国创新发展水平以及引导专
利向追求质量转变的情况。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新闻
发言人胡文辉介绍，截至 2021 年
底，我国国内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
专利拥有量达到 7.5件，较 2020年
提高了1.2件。

作为预期性指标，该指标的发
展主要依靠市场主体发挥作用。

“从 2021年统计数据看，我国高价
值发明专利规模稳步扩大，发明专
利结构进一步优化。”国家知识产
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葛树介绍，截
至 2021 年底，国内（不含港澳台）
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效发明专利
79.2万件，较“十三五”期末增加了

11.4万件，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持续
增强。

同时，维持年限较长的有效发
明专利增长较快。截至 2021 年
底，国内（不含港澳台）维持年限超
过 10年的有效发明专利同比增长
27.7%。我国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
的有效发明专利同比增长 21.8%，
创新主体海外布局能力持续提升。

“2021年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
资 3098 亿元，融资项目 1.7 万项，
惠及企业 1.5万家。其中，1000万
元以下普惠性贷款惠及企业1.1万
家，占惠企总数 71.8%，充分显示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中小微企
业的普惠特点。”胡文辉介绍。

中小微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毛
细血管”，也是稳增长、促就业、保
民生的重要力量。中小微企业在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承受巨大压
力，特别是一些处于初创期的科技
型企业，迫切希望以专利、商标等

“轻资产”获得融资支持。
为有效纾困中小微企业，国家

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司
长雷筱云介绍，我国启动了为期三
年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入园惠企”
行动，进一步扩大了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服务对中小企业的覆盖面。

此外，国家还组织实施了为

期三年的专利转化专项计划，促
进高校院所创新成果在中小企业
实现转化运用。“目前，共有 30 个
省份启动实施专项计划，其中有 8
个省份获得了首批奖补资金。”胡
文辉说。

恶意商标抢注备受百姓关
注。2021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
《打击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专项行动
方案》，对恶意抢注具有较高知名
度的公众人物姓名、知名作品或者
角色名称等典型商标恶意抢注行
为给予严厉打击，并将涉嫌恶意注
册商标申请相关案件线索转交地
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处置。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
护司司长张志成介绍，2021年，全
年累计打击恶意商标注册申请
48.2万件，同时快速驳回抢注“长
津湖”“全红婵”等商标注册申请
1111件，依职权主动宣告注册商标
无效 1635 件，在全社会营造了严
厉打击商标恶意注册的高压态势。

下一步，国家知识产权局将进
一步严厉打击商标代理违法违规
行为，发布部分恶意抢注典型案
例，持续在全社会形成震慑氛围，
持续改善商标代理行业秩序，努力
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竞争、诚
实守信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

据新华社

搭建爱心桥 为民办实事

本报携手聚仁口腔
开启“首府百姓
满意品牌公益行”
活动第二站

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

有量较2020年提高1.2件、有效商

标注册量3724万件、累计批准地

理标志产品2490个、全国专利商

标质押融资突破3000亿元……

国家知识产权局12日在国新

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2021年知

识产权重要统计数据，新鲜出炉的

数据从不同侧面展现出我国知识产

权“含金量”。

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
拥有量较2020年提高1.2件

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首
破3000亿元

打击恶意商标注册申请
48.2万件

为满足内蒙古地区旅客冬季
出行需求，丰富出行选择，天津航
空自 1月 11日起新开呼和浩特—
海口航线。该航线每周二、四、六
三班，由呼和浩特出发直达海口，
免去地面经停的等待时间，更加便
捷、舒适。值得一提的是，该航线
使用空客A330宽体客机执飞，这
也是天津航空A330宽体机首次在
内蒙古地区执行国内定期客运航
班。至此，内蒙古自治区又多了一

道通往海南岛的桥梁。
首航当日，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前提下，天津航空在呼和浩特机场
举办了隆重的首航仪式，天津航空
内蒙古分公司及呼和浩特机场相
关领导出席了首航活动。同时，
为丰富旅客体验，天津航空在机
上开展了“心驰多彩草原 筑梦美
丽海岛”主题客舱活动，乘务员通
过妙趣横生的才艺表演、击鼓传
花等环节与旅客互动，为旅客赠

送精美小礼品作为首航留念，庆
祝天津航空呼和浩特—海口航线
首航圆满成功。 （小夜）

天津航空新开呼和浩特—海口航线 A330宽体机执飞

1 月 7 日，广汽丰田携 TNGASUV 家族
来到北京，首次齐聚包括全新家族成员威飒
及锋兰达、豪华大七座SUV标杆汉兰达、四
驱中型 SUV价值标杆威兰达、全球战略潮
流SUVC-HR在内的全明星SUV阵容。

锋兰达，诞生于TNGA-C平台，采用都
市上乘感与年轻跃动气质的“UrbanActive”
全新设计理念，以全面进阶的五大核心实
力助力新时代“先锋者”畅享进阶旅程，新
车共推出 5款车型。威飒传承豪华品牌基
因，依托 TNGA-K 高端平台而造，定位

“TNGA 高品味豪华 SUV”，兼具 SUV 的功

能与豪华轿车的质感，实现理性价值与感
性价值并存，在外观、内饰、静谧性、驾乘
四大豪华维度为用户带来 SUV 新豪华体
验，提供汽油、混合动力 2 种动力、2 种四
驱选择，共 6款车型。

至此，广汽丰田 SUV 家族已建立起以
汉兰达为头部引领；威兰达、威飒为中坚力
量；锋兰达、C-HR为基盘开拓的 SUV高价
值产品“金字塔”布局，从而进一步满足新
时代下用户的多元需求，强势引领广汽丰
田高质量增长。

（小夜）

威飒锋兰达双车品鉴
暨广汽丰田SUV家族群星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