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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钱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强
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鼓励条
件成熟的地区先行先试，率先建设
知识产权保护试点示范区。这为宁
波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指明了方向。

知识产权是创造性的智力劳动
创造出来的成果，是受国家法律保
护的一种民事权利。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人类的创新性智力劳动成果
既是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源泉，也
是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任何
一个经济体，对知识产权的重视与
保护程度，与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程
度，是一种正相关关系。

作 为 万 亿 GDP 俱 乐 部 的 一
员，宁波市各类知识产权保有量巨
大。2018 年，全市专利授权量为
44777 件 ， 占 全 省 的 15.7% 。 到
2018 年底，全市累计拥有有效注
册商标22.8万件，居全省前列，形
成了一批“过得硬、叫得响、数得
着”的专利成果。

与我市知识产权的创造量相适
应，我市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走在
了全国的前列。在市级层面，我市
有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国家知
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城市
和中国 （宁波）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三个国家级平台与抓手，打通了知
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
服务全链条。

在打击侵犯知识产权方面，
2018 年我市公安机关共立案侦查
各类侵犯知识产权案件 37 起，涉
案金额 5000 万余元。在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方面，宁波知识产权审判
庭审理的知识产权保护案件中，有
4件入选全国50大知识产权典型案
件，1件入选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年
度典型案件，7件入选浙江法院十
大知识产权保护案件。在企业层
面，视知识产权为“生命线”的理
念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共识。重视
知识产权创造，重视知识产权保
护，正在我市形成越来越浓厚的氛
围。

实践表明，在我国经济由粗放

型加工经济逐步转变为高质量的科
技经济、品牌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大
背景下，只有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
护力度，才能淘汰那些粗制滥造、
模仿剽窃的企业，才能使那些真正
做科技研发的企业发展壮大，才能
真正实现以创新作为推动发展的根
本动力。

对照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的要求，面对企业加
大保护力度的强烈呼声，我市的
知识产权保护还有不少有待加强
的地方。

一方面，企业的自我保护意识
和保护能力还不够强，被侵权行为
还时常发生，给企业造成重大经济
损失。我市有近40%的企业明确表
示曾发生过商业秘密泄露事件，其
中90%以上为内部人泄密或内部人
与外人勾结窃取，60%以上的泄密
事件对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另
一方面，知识产权的行政执法力量
和司法保护力量不足，知识产权侵
权易发多发现象还未得到有效遏
制，权利人维权“举证难、周期

长、成本高、赔偿低”的局面还未
明显改观。比如，杭州市在拥有全
国首家互联网法院的同时，正在申
请成立知识产权法院，而宁波知识
产权法庭仍隶属中院，无论是审判
人员的配备，还是其他保障条件，
已经无法满足宁波这个知识产权大
市对知识产权进行有效司法保护的
需要。

根据中央对知识产权“严保
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的
要求，率先建设知识产权保护试点
示范区，是宁波在更高起点上保护
知识产权，进一步优化尊重知识价
值的营商环境，更加有效发挥知识
产权制度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作
用，推动形成新时代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新局面的必由之路。

宁波有这方面的需求，且已经
具备成熟条件，应该先行一步。

宁波应率先建设知识产权保护试点示范区

孙清清

近期，此前一路上扬的猪肉价
格有所回落。随着各项稳产保供政
策持续发力，生猪市场向好因素明
显增多，养殖生产积极性正进一步
提高，今年年底前产能有望探底回
升。同时，其他农产品供给总体充
裕，特别是全年粮食丰收已成定
局，农产品价格不存在大幅上涨的
基础。

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进
入11月份，猪肉批发价格连续3周
环比下跌，跌幅均在 4%以上，最
大跌幅达 8.2%；瘦肉型白条猪肉
出厂价格指数连续4周环比下跌,一
个月内每公斤下跌了 10 元。10 月
份，生猪生产呈现恢复态势，全国
生猪存栏下降幅度明显收窄，能繁
母猪存栏环比止降回升。

生猪稳产保供是当前“三农”
工作的重大任务。在党中央、国务
院部署下，恢复生猪生产各项措施

正加快落实，生猪生产整体上进入
了止降回升的转折期。按照这一趋
势，今年年底前生猪产能有望探底
回升，明年有望基本恢复到正常水
平。

前期，受猪肉价格上涨拉动与
消费替代需求影响，牛肉、羊肉、
鸡肉和鸭肉价格不同程度上浮。但
随着生猪产能逐步恢复、多渠道增
加肉类供给、妥善实施冻猪肉储备
投放等保供稳价工作的开展，猪肉
价格“外溢效应”将会逐步消退。

粮食价格是“百价之基”，也
是农产品价格稳定的压舱石。当前
粮油价格稳定，鲜果鲜菜价格下
降。全年粮食丰收已成定局，产量
将连续第 5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
上，为保供给、稳物价打下了坚实
基础。

随着元旦春节临近，要防止包
括猪肉在内的农产品价格出现波
动，一方面要继续抓好生猪稳产保
供，确保节日期间猪肉等“菜篮
子”产品供给，满足消费需求；另
一方面要加强信息发布、价格监测
和市场监管，严厉打击捏造散布虚
假信息、囤积居奇等违法行为，稳
定市场运行。

农产品价格稳定
没有炒作投机空间

朱晨凯

东钱湖小普陀风景区何时免费
对外开放，一直是近两年宁波网友
热议的话题。记者从东钱湖文旅公
司了解到，小普陀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免费对外开放 （12 月 3 日中
国宁波网）。

小普陀是宁波人非常熟悉的景
区，笔者朋友圈里有很多人在转发
这则消息，并点了赞。小普陀免费
开放这件事，说大不大——之前门
票 30 元 ， 跟 其 他 景 区 比 算 不 上
贵，如今免费了，有的人或许也不
会因此多去几次；说小也不小——
公共景区从收费到免费，既有对民
意的回应，有值得称道的观念转
变，也符合经济学常识。

在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消费

者的活动对其他人带来超越活动本
身的利害影响，其中的正面影响称

“外部经济性”，负面影响则是“外
部不经济性”。一些公共景区在门
票收费这件事情上，很容易产生

“外部不经济性”，给景区、游客
甚至当地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这
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湖南凤凰古
城。凤凰古城本身是自然聚居场
所，设置出入口收取高价门票，
直接受益的是当地政府和相关公
司，间接损害的是商户和游客利
益，长远影响的是当地旅游业口
碑。自 2009 年起，凤凰古城历经
收费、免费几次波折，2016 年 4
月 10 日起暂停收取 148 元的门票，
之后又被曝出“变相收门票”。这
种围绕着门票的反复折腾，放大了

“外部不经济性”的作用，不仅游

客受不了，景区的口碑更是受损严
重。

作为公共景区，通过门票免费
降低“外部不经济性”的影响，既
能减少围绕收费的争议，也能提升
景区美誉度，让“外部经济性”的
正面效应显现——比如，西湖景区
自 2003 年免费开放以来，当地旅
游总收入不降反增，实现了各方受
益、各方满意。如今小普陀景区免
费开放，通过这一波宣传，知名度
提升，游客也会相应增加，景区里
收费的游船项目、周边农家乐餐饮
等，也会随之获益。

公共景区的长远发展，早晚要
摆脱对门票经济的依赖，强化自身
的公益属性。其实，小普陀景区免
费开放有理有据。“理”在回应市
民诉求，中国宁波网“宁波民生 e

点通”里，关于小普陀景区能不能
免费开放、免费开放有没有时间表
的话题，热度一直很高。既然有市
民提出，管理方就有责任回应和给
出解决方法。“据”也站得住脚，
早在 2016 年，浙江省政府办公厅
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
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鼓励
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低价或者
免费开放。

公共景区算经济账，应该算的
是总账、大账、长远账，将景区变
成全域旅游产业链中的一环，并建
立关联产业的利益共享机制，从门
票经济走向旅游经济、产业经济。
实现这种转变，需要地方政府革新
发展理念、摆脱惰政思维，避免出
现景区“大众所有、小众得利”现
象，打造旅游经济的升级版。

从经济学角度看“小普陀免费开放”
【上接第1版】 在余姚市邵家

丘村村委会一楼的村级道德馆，记
者看到墙上有一张细致的 《道德积
分评定表》。“道德银行”的生命力
就依托于这一评议制度。

每季度参加公益活动 10 小时
加 1 分，存在不文明养犬行为扣 5
分⋯⋯积分评定表让碎片化的道德
打分一目了然、有据可循。在群众
自评的基础上，余姚还建立了网
格、村、镇、市四级评议网络体
系，覆盖所有建制村和社区。群众
的分数群众评、群众议，积分高于
80 分，就有望获得 20 万元以内的
信用贷款。

余姚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
通过“道德银行”的激励，余姚形
成了全民参与、全社会联动的基层
社会治理新模式，进而促进了社会
安定、乡风文明，德治与自治在这
里实现了有机统一。

邵家丘村党总支书记黄宝康
说，以前，村里上访多、打架多、
赌博多，“道德银行”试点后，村
民纠纷少了，做好事的多了，赌博
等陋习几乎绝迹。村民还踊跃捐款
940 多万元，用于村里基础设施建
设和各类公益活动。

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参与“道
德银行”建设。目前累计有 61 家
企业提供礼遇项目 182 项，147 支
志愿者队伍、29 个民间公益组织
向“有德者”提供了免费居家养老
等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肖群忠评价说，“道德银
行”创造了“好人好报，德有所
报”的良性机制，使基层道德建设
更加贴近民众、贴近生活、贴近实
践，为基层治理、社会风气改善、
树立全社会崇德向善的风气提供了
一个极具推广价值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