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1年3月17日 星期三
版面编辑：时兆华 视觉编辑：刘欣瑜 要闻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

随着天气转暖，广袤的麦田绿意
盎然。

3 月 10 日，在武邑县现代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一楼，中化现代农业河北
有限公司农艺师尹敬淼打开手机中的
智慧农业系统，查看他负责管理的千
亩小麦。

“你看，光谱上的斑点有深有浅，
麦苗偏黄，说明小麦长势不好或含水
量低，绿色则代表麦苗长势良好。”尹
敬淼不停地放大一块块麦田，作物长
势、管层含水量、土地墒情等一目
了然。

“过去农民种地‘看天吃饭’，现在
我们借助卫星遥感技术，通过对地块
管理、作物种植监测、气象预报等进行
大数据分析，及时进行田间管理，精准
施肥用药植保，做到了‘知天而作’。”
尹敬淼说。

2019年10月，武邑县与中化农业
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建立了 MAP 中
化现代农业武邑技术服务中心。中
化农业依托自身技术优势，开展测土
配肥、定制植保、职业农民培训等服
务，并因地制宜开展品种筛选、营养
试验、农机农艺试验、技术集成等试
验工作，为当地提供适合的提质增效
种植方案。

50多岁的黄学军是当地有名的种
地好把式，可前两年，他在大紫塔乡前
孝兴村承包了几百亩地后，小麦产量
却一年不如一年。2019年，在县农业
农村局的牵线下，他与中化农业签订
了土地托管协议。除了自己播种、灌
溉外，中化农业为他量身定制了一套

科学种植方案。
“手机上监测麦苗长势、土地墒

情，自走式打药机、移动式喷灌机等，
不仅节省人力物力，而且作业效率还
特别高！”黄学军说，有了更科学的管
理，去年，他的小麦从亩产350多公斤
提高到了550多公斤。

为确保农民在收入不减的前提下
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武邑县与中化农
业创新推出集体经济合作社，对本村
土地自主按技术要求播种、自主依生

产需求灌溉，中化农业统一提供种子、
农资、管理、收割、粮食收购服务“两自
五统”土地托管模式。目前，已有3万
余亩土地实现托管服务。

如今，植保无人机、自动打药机、
卫星遥感、烘干收割等科技力量大显
身手，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种植方式，
也实现了粮食增产增收。据统计，以
秋季玉米托管服务为例，2020年武邑
县玉米平均亩产 547 公斤，全部超过
国家一级商品粮（玉米）标准，比传统

种植每亩增产6%，增收8%。
“今年，我们将坚持科技为支撑，

加强与中国农科院、河北省农科院等
农业科研院所的合作，打造集科研、
孵化、中试、应用、推广于一体的现代
农业科技创新高地。同时，推动‘农
技推广云平台’互联互通，实现农技
推广线上线下有机结合，大力发展科
技农业、绿色农业、品牌农业、质量农
业。”武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秀
英说。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彦铭）近日，省
市场监管局印发《2021年全省知识产权
行政保护实施方案》，提出强化知识产
权保护，提升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治理
水平，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加强奥林匹克标志保护。以奥运
特许商品、流通领域、旅游景区、商标印
制环节为监管整治重点，加大执法检查
力度，推进与北京及周边地区冬奥会知
识产权保护执法协作，严厉打击侵犯冬
奥会知识产权违法行为。

加强官方标志、特殊标志保护。围
绕重大国际性、全国性的政治、体育和
文化活动，加强官方标志和特殊标志
保护。

规范商标使用行为。加强对商标
使用行为的监督检查，规范注册商标使
用，指导权利人严格依法使用注册商
标、特殊标志、官方标志、奥林匹克标

志、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等，依法查处自
行改变注册商标、注册人名义、地址或
者其他注册事项的违法行为。

查处商标侵权假冒行为。突出重
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商
品、重点时段，持续强化日常监管，适时
组织集中专项整治行动，加大对涉及区
域广、持续时间长、涉案金额高、影响恶
劣等严重侵权行为的查处力度。加强
对违规印制注册商标标识行为的监管，
加大对制假源头、严重侵权、重复侵权、
群体侵权等行为的惩处力度。

严厉打击假冒专利行为。以专利
密集产品、行业、区域等为重点，依职权
开展行政检查，严厉查处假冒专利违法
行为，切实保护权利人和广大消费者合
法权益。

规范专利标识标注行为。严格依
照《专利标识标注办法》规定，精准执
法，重点从专利权类别、专利号、专利申
请标记以及附加文字、图形标记、方法

类专利权标注等方面加强核查，规范专
利标识标注行为，避免造成市场混淆和
消费者误认。

加强知识产权规范化市场建设。
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的监
督检查，指导市场主办方不断规范知
识产权管理和保护工作，增强市场主
体的知识产权保护责任意识和自觉
性，带动提升流通领域知识产权保护
水平。

强化地理标志商标保护。围绕作
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
商标保护，推动生产地、销售地、流通地
违法线索互联、监管标准互通、行政执
法信息共享，促进对地理标志产品的一
体化协同保护。

加强网购领域知识产权保护。针
对当前网购领域销售仿冒高知名度商
标商品行为频发，侵权假冒行为线上
线下一体化运作、跨区域、链条化等特
点，切实发挥投诉举报热线和网络监

测平台作用，提升网上取证、存证、固
定网络证据能力，及时发现侵权假冒
违法线索，加快案件查办速度。加大
对平台内经营者知识产权授权信息抽
查检查的力度，促进平台实现知识产
权保护全流程管理和线下线上一体化
保护。

加强展会知识产权保护。以进博
会、服贸会、广交会等国际性大型展会
以及本地主办的交易会、博览会等为重
点，采取展前排查、展中巡查、展后追查
等措施，协同相关部门、展会主办方等，
共同做好对专利、商标侵权行为的防
范、调解与查处工作。

推进跨部门跨区域协作。加强
部门间工作沟通和衔接，推动统一商
标、专利侵权判断标准，加大涉罪案
件移送力度，必要时开展联合执法。
推动对规模化、跨区域重大案件覆盖
生产、销售、商标印制等环节的全链
条打击。

我省加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

严厉打击侵犯冬奥会知识产权等违法行为
增强市场主体的知识产权保护责任意识和自觉性

巡田不到地头 植保不用人工
——武邑县应用科技手段助力春耕生产

日前，武邑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右）和中化现代农业河北有限公司农艺师，在武邑县田间地头给农民指导春
耕管理。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摄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李东
升、刘晨 记者赵瑞雪）3 月 16
日，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
理中心主办的 2020-2021 赛季
全国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锦
标赛在崇礼云顶滑雪场举行，来
自国家队和地方队的57名运动
员参加了比赛，其中我省运动员
8名。

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是
我国雪上运动的一个优势项目，
在世锦赛、冬奥会等赛事中，我
国运动员有着较好的成绩排
名。本次全国单板滑雪 U 型场
地技巧锦标赛既有刘佳宇、蔡雪
桐等国内名将参赛，又有邱冷、
孙娟等实力新秀亮相。最终，蔡
雪桐、刘佳宇、邱冷分别摘得女

子组冠亚季军，黑龙江队、哈尔
滨队、四川队分获女子团体前三
名；张义威、王鑫、李卓霖分获男
子组冠亚季军，沈阳体育学院
队、北京队、四川队分获男子团
体前三名。

最近，崇礼云顶滑雪场顺利
完成 2020-2021 赛季全国自由
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锦标赛和
全国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锦
标赛两项比赛，在检验运动员训
练成果的同时，充分锻炼了张家
口本地裁判员队伍，进一步考验
了张家口赛区场馆设施和各领
域的保障服务水平，大大提升了
张家口赛区的统筹运行能力，为
北京冬奥会顺利举办进一步奠
定了坚实基础。

全国单板滑雪U型场地
技巧锦标赛在崇礼举行

樱花树下的思政课

扫码看视频

河北日报副总编辑 曹阳葵

花为英雄而开。疫散春
来，武汉的樱花如约绽放。

在这个祥和的春天里，
全国各地许多支援湖北医护
人员受邀重返武汉赏樱——
战疫英雄与英雄城市久别重
逢，灿若花海的武汉大学迎
来他们最想见的人，也记录
下这个春天最美丽的相聚。

去年春天，河北医疗队
队员王芳、张敏，先后在武
汉大学中南医院、雷神山医
院奋战42天。那时候，她们
从当地医生的手机里，看到
了美丽的樱花。这次重回
武 汉，看到大街上游人如
织、车水马龙，王芳、张敏倍
感亲切，第一次来武大，看
到真正的樱花，两人“感觉特
别美好”。

在眼下的武汉大学里，
樱花饱含浓浓深情，开得楚
楚动人。武大校长窦贤康
说：“今年，我们以最高礼遇
设置医护人员赏樱专场，一
方面是为了践诺，表达我们
最真挚、最浓厚的感恩之情；
更重要的是以伟大的抗疫精
神感染和教育学子，激励他

们心怀家国、勇于担当、砥砺
前行。”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全国政协委员林忠钦建议，
向广大青年学子讲好抗疫这
堂“大思政课”，将抗疫的鲜
活案例融入教材。对此，习
近平总书记赞许道：“‘大思
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
跟现实结合起来。上思政课
不能拿着文件宣读，没有生
命、干巴巴的。”

当盛开的樱花和抗疫英
雄在武汉相遇，所有人都会
想起去年年初逆行出征的豪
迈、顽强不屈的坚守、患难与
共的担当、英勇无畏的牺牲、
守望相助的感动；都会再次
体悟到“武汉为什么行，为什
么能”“中国为什么行，为什
么能”。

现实是最好的教材，真
实的故事最能讲出深刻的道
理。用好这些教材，在全社
会特别是在青少年中讲好抗
疫这堂“大思政课”，我们的
思想政治教育就会更加鲜
活、更加入脑入心、更有生
命力。

大兴机场省际客运班线
恢复运行

17日夜间到18日

我省大部有降水天气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智 通
讯员靳志芳、白亚洁）从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获悉，随着进出京
政策的变化，为满足旅客安全
出行的需要，确保旅客运输保
障工作顺利进行，3 月 16 日，大
兴机场固安城市航站楼恢复运
行，省际客运班线及廊坊市出
租车在大兴机场恢复运行。

固安城市航站楼恢复运行
后，旅客可在此办理值机、行李
安检和托运等业务，营业时间
为 07:30 至 19:30。当地旅客可
在固安高新区固安科创中心乘
坐机场巴士到大兴机场，班车
营业时间为05:00至21:00。

省际巴士保定线、沧州线、

廊坊线、唐山线、固安城市航站
楼线及固安南站客运班线恢复
运行，旅客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选择出行时间、路线。

本次跨省交通方式的恢复
运行，不仅为京津冀旅客出行提
供了便利，也提升了大兴机场公
共交通的便捷性。后续，大兴机
场将持续优化公共交通服务，方
便旅客出行。

大兴机场提示，旅客进入城
市航站楼、乘坐机场巴士需戴好
口罩，出示北京健康码、国家政
务服务平台健康码、全国其他省
份健康码中任意一个。健康码
显示为绿色，体温检测未见异常
即可正常通行。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 通
讯员买文明）省气象台预计，3
月 17 日至 19 日，我省多地将陆
续出现降水天气，其中 17 日夜
间到18日降水范围最广。16日
夜间到17日白天，保定、雄安新
区、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
邯郸有浮尘天气。17 日夜间受
降水影响，浮尘天气将减弱或
消散。

具体来看，17 日白天，张家
口阴有雨夹雪或小雨，其他地区
多云间晴。17日夜间到18日白
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阴有
雨夹雪或小雪，唐山、秦皇岛、沧
州东部、衡水东部多云转阴，其
他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18 日
夜间到19日，中西部地区多云转
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他地区
多云。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3月30日召开

沧州自动驾驶汽车试水商用

习近平分别同圭亚那总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通电话
（上接第一版）
阿里表示，今天，我和圭方重要

政党领导人、部长一起同习近平主
席通电话，感谢中方为圭方抗击疫
情提供慷慨援助，赞赏中方在诸多
全球问题上发挥重要领导作用。圭
中友谊强劲牢固。圭方坚定恪守一
个中国原则，将中国作为圭亚那国
家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致力于同中方加强两党和两国关
系。圭方希望同中方积极共建“一
带一路”，加强基础设施等领域合
作。我相信，圭中关系将越来越
好。圭方支持并愿积极推动加共体
发展同中国的关系。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3 月 16 日晚同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总理罗利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特多是中国在加
勒比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中特同舟共济、守望
相助。特多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首
个向中国捐赠抗疫物资的国家，中
方也通过多种渠道向特多提供防疫
物资和技术援助。中方愿同特多加
强疫苗合作，继续支持特多抗击疫
情。特多在加勒比国家中率先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中方愿同特多深
化传统友谊，巩固能源、电信、基础

设施等传统领域合作，积极拓展新
能源、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新领域
合作，推动中特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恢复在
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中方不会
忘记特多给予的宝贵支持，赞赏特多
在涉港、涉疆、涉台等问题上支持中
方正当立场。中方愿同特多在国际
和多边事务中加强协作，维护发展中
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希望特多继续为促进中国同
加勒比国家关系发展以及中拉整体
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罗利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他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在经济、科技、扶贫等领域
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习近
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率先成功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同时，中国为世界
上其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宝贵
支持和帮助，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发
挥重要领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完全
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特多对华关
系基于平等和友谊。特多坚定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同中国加强各
领域合作，并就地区事务密切沟通。
特多愿同中方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

（上接第一版）《唐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唐山市矿产资源开
采管理条例〉和〈唐山市粉煤灰综合利
用管理条例〉的决定》《唐山市防灾减灾
救灾条例》《廊坊市养犬管理条例》《沧
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沧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的决定》《沧州市大气污染防治若干规
定》《衡水市大气污染防治若干规定》。

主任会议建议的议程还有：审议
《关于重新确定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总名额的决定（草案）》《关于确定市县两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名额的决定（草案）》《河北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矿产资源管理
保护生态环境的决定（草案）》，审议《河
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
2020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省
政府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报告》《省
政府2020年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
完成情况与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大农业和农村
委员会关于“一条例两决定”执法调研
情况报告》（书面），审议人事任免案等。

（上接第一版）
此次包括百度 Apollo 和云图科技

在内，共有10辆自动驾驶汽车获得无测
试驾驶人道路测试资质，35辆自动驾驶
汽车获得自动驾驶示范运营资质。据
悉，截至今年3月1日，沧州百度Apollo
自 动 驾 驶 车 队 测 试 总 里 程 累 积 达
524696 公 里 ，单 车 平 均 测 试 里 程 达
17490 公里，无发生责任交通事故及失
控状况，达到申请沧州无测试驾驶人道
路测试的标准。

沧州是我国北方首个开展公开道
路自动驾驶汽车载人测试的城市，拥有

全国第三大智能网联汽车测试路网。
随着沧州“无测试驾驶人道路测试”和

“可收费示范运营”的开展，百度Apollo
与云图科技等生态合作伙伴将持续探
索全无人驾驶汽车的发展之路，将沧州
打造成自动驾驶与车路协同的应用示
范和产业聚集地，助力沧州成为中国智
能网联汽车应用创新标杆城市。

未来，百度Apollo和云图科技将通
过折扣优惠、发放体验券、乘坐体验者
自愿付费等多种形式探索收费机制，进
行自动驾驶汽车商业化运营模式的
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