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落实。

《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全
文如下。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

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我国经

济竞争力的最大激励。为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决

策部署，进一步完善制度、优化机制，现

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

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保

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理念，坚持

严格保护、统筹协调、重点突破、同等保

护，不断改革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综

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社会治理

手段强化保护，促进保护能力和水平整

体提升。力争到 2022 年，侵权易发多发

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权利人维权“举证

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的局面明显

改观。到2025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

度达到并保持较高水平，（下转第七版）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强化
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

本报记者 李 欣

2019 年 5 月 24 日、25 日晚，伴随着

充满藏族风情的悠扬乐曲，我省大型原

创民族舞剧《唐卡》在第十二届中国艺

术节的舞台——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

剧场华丽上演，燃爆时尚之都。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创

作资助项目、青海省 2017 年度重点剧

目，国内一流水平创作班底聚焦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唐卡，通过精

巧的构思，以丰富的舞蹈语汇、浓郁的

民族音乐，虚实结合的舞台表达方式，

生动诠释了青海多元文化的历史人文

内涵。让静止的唐卡“舞动”起来，让观

众在欣赏“活态”唐卡故事的同时，用现

代眼光重新认识了独具魅力的唐卡艺

术及多元共融的青海民族民间传统文

化。

青海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千

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繁衍生

息，相互交融，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

昆仑文化、河湟文化、热贡文化、青海湖

文化、康巴文化、格萨尔文化等丰富的

历史文化资源。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

碰撞和融合，形成了厚重的文化积淀，

留下了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

（下转第六版）

灌溉人民群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灌溉人民群众共同的精神家园

本报记者 罗连军

甘德，藏语意为“吉祥宁乐”，但不

消除贫困，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贫困

群众的生产生活就无法真正实现“吉祥

宁乐”。

甘德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吴成全

介绍，全县六乡一镇，36 个行政村，3 个

移民村，153 个牧业合作社，32938 人。

2016 年认定的 14 个贫困村中贫困户达

2849 户 10694 人 ，贫 困 发 生 率 高 达

31.4%，高出全州 5.4个百分点。

甘德县，阿尼玛卿山支脉贯穿中部，

平均海拔达4300米，常年多大风天气，温

度偏低，草场面积少、交通不便、信息闭

塞、地方病高发，再加上生产技术落后、

效率低，致使贫困面广、程度深，是果洛

州贫困发生率最高的一个县。

作为四省藏区连片特困地区片区

县、国家重点扶持县，居高的贫困发生

率，加上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落后的生产

力水平，致使甘德县区域性贫困问题突

出，扶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

从“十难”问题入手

住房难、吃水难、用电难、行路难、

通讯难、上学难、就医难、就业难、增收

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这是甘德县

贫困村、贫困户面临的十大难题。

纵横交错的水泥路面，一家一户一

栋的小院，水电网闭路电视配套的新

居，紧邻县城上学就医步行十多分钟路

程。10 月 11 日，记者来到甘德县城边

的德尔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正赶上

贫困户昂才购进新家具。

“结婚时，我是啥也没有，一直租住在

一间板房内。2016年我被确定为建档立

卡户后，首批搬到了这个小区，你看一家5
口人住的还是三室一厅。没有精准扶贫政

策，我的梦想还不知道何时才能实现呢！”

以前当过小工、守过工地、洗过碗

的昂才，现在是当地派出所的辅警，每

月收入 1800 元，妻子也成为管护员，两

个大点的孩子都免费上幼儿园。有了

固定的收入，去年两口子还清了借款，

不仅摘了贫困户的帽子，手头上还有了

存款，将一套 1.3 万元的心仪已久的藏

式家具买回家。 （下转第五版）

——脱贫攻坚的甘德探索

聚焦靶心 剑指“清零”

更多报道见今日五版

典哲村的好日子

王刚又来了

全面完成贫困县“摘帽”，需要一
批实干加苦干，心怀群众，有着饱满热
情、务实作风的党员干部。记者在甘德
县采访中，遇到几位“孺子牛”般实干
的扶贫干部，从他们身上反映出了全
县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和面貌。

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吴成全，忙
碌已成为他每天工作正常节奏，挤不
出时间接受采访，与记者约到了深夜。
交谈中，产业发展、易地搬迁、扶贫产
业园建设、贫困劳动力技能培训，作为
亲历者和实施者，他事事明、一口清。

“只要是好事、实事，就要把它做

好、做实。”吴成全不仅这样要求别人，
也将这句话当成自己的座右铭。同事
说：“精准扶贫三年多来，他天天加班
熬夜，半夜12时前从未睡过觉。”

“我是农民的儿子，就得为农民办
实事。”带着这样的感情，吴成全走遍了
全县每一个牧委会，做到了心中有数，
现场办公解决问题，使扶贫政策和措施
不打折扣、不走样，实现了精准落地。

西宁海关驻青珍乡典哲村第一书
记李国元，驻村三年跑遍了村里的三
沟一岭，来时的一头乌发变成了“老人
灰”； （下转第三版）

罗连军

全面全面““清零清零””
需要实干加苦干需要实干加苦干

本报讯（记者 花木嵯） 今年 8 月

22 日至 24 日，2019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峰会在西宁召开，峰会期间，我省共

签 约 招 商 引 资 项 目 226 个 ，总 签 约 额

1101 亿元。截至 10 月底，我省已落实

签约项目 202 个，开展前期 107 个，开工

95 个 ，完 工 9 个 ，到 位 资 金 105.89 亿

元。项目履约率、开工率、资金到位率

分别为 89.4%、42%、9.62%。

民营企业民营企业500500强峰会强峰会
我省签约项目已落实我省签约项目已落实202202个个

本报海西讯（记者 马振东 通讯
员 李宏才）日前，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大柴旦工业园柴达木兴华锂盐有限公

司实施的盐湖卤水萃取锂无皂化工艺攻

关项目和盐湖低品位卤水磁性粉体吸附

提锂技术联合攻关项目通过专家技术鉴

定和验收，标志着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

区盐湖提锂技术取得新突破。

盐湖卤水萃取锂无皂化工艺攻关

项目，针对盐湖卤水萃取锂过程中皂化

导致萃取剂降解问题，研究开发了无皂

化萃取工艺，通过对反萃有机相洗酸，

实现了萃取剂的再生，缩短了工艺流

程，简化了生产控制。盐湖低品位卤水

磁性粉体吸附提锂技术联合攻关项目，

针对低品位卤水提出磁吸附卤水锂分

离工艺路线，将传统的颗粒吸附剂结合

固定床技术改进为粉体磁性吸附剂结

合磁分离技术，大幅提升了吸附剂稳定

性和吸附容量，可实现极短停留时间彻

底清洗等技术优势。

盐湖卤水萃取锂无皂化工艺攻关

项目和盐湖低品位卤水磁性粉体吸附

提锂技术联合攻关项目的顺利开展，突

破了我国盐湖卤水提锂传统工艺，其成

功实现工业化应用，促进了盐湖卤水提

取分离产业技术进步，具有较大的推广

应用价值。

海西州盐湖提锂技术海西州盐湖提锂技术
取得新突破取得新突破

（见今日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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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署名文章

大型原创民族舞剧《唐卡》剧照。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 摄 制作掐丝唐卡。 新华社记者 张龙 摄

本报讯（记者 何敏） 近年来，我

省各级组织部门和“两新”工委及相关

职能部门下大力气破解制约“两新”组

织党建工作的痛点难点堵点，进一步夯

实“两新”领域组织体系建设，全省非公

经济和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分别达

到 54.7%和 62.5%。

记者从省委组织部了解到，在建强

“两新”领域组织体系方面，近年来我省

持续推进“两个覆盖”，组织力量对“两

新”组织进行排查，建立了摸底情况动

态台账；对新登记注册的非公有制企业

和社会组织实行“三个同步”跟进抓组

建，在登记注册、年审年报、评估考核时

同步采集党建信息并进行动态管理；对

没有党员的“两新”组织，通过选派党建

工作指导员、联络员和建立工青妇组织

等途径，指导工作开展。

在加强队伍建设方面，近年来，我

省突出加强“两新”组织党组织书记、出

资人（负责人）及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

组织实施“两新”组织“三支队伍”能力

素质提升党建项目；结合软弱涣散基层

党组织集中整顿，对各级各类“两新”组

织深入摸底分析，选优配强非公企业和

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对班子配备不齐

的尽快补齐，能力不强的及时调整；制

定相关《意见》， （下转第四版）

我省聚焦我省聚焦聚力夯实聚力夯实
““两新两新””领域组领域组织体系建设织体系建设

甘德县易地搬迁社区甘德县易地搬迁社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鹏张鹏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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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才家的五套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