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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知识产权保护“安全港”

首届全国奥特莱斯时尚购物季开幕

80余个奥莱促销“大联动”
本报讯

“津城”
“滨城”
实现双保护中心格局
■

本报记者 张璐

“专业高效保护知识产权，真诚服务
护航企业发展。”日前，天津包钢稀土研究
院副院长赵长玉为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送来了锦旗，稀土院通过天津保护中
心提交的专利预审案件中已有 3 件发明专
利申请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
“知
识产权的授权及确权周期大大缩短，提高
了我们稀土新材料研发成果转移转化速
度。”赵长玉充满了感激，
“ 我们与企业签
订了断热稀土项目转让协议，让稀土产业
的科技之花加快转化为产业之果。
”
继天津滨海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运
行后，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建设中国
（天津）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实现了天津“津
城”
“滨城”双保护中心的格局。双保护中
心一站式保护服务体系，高标准打造了知

识产权保护高地，走出了一条天津独具特
色的知识产权强市建设之路，
为“津城”
“滨
城”
双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知识产权是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有市场价值的技术和产品容易被竞争对
手模仿和抄袭。快速获得知识产权授权、
确权，有利于权利人通过法律形式尽早享
有对其技术和产品的有效保护。
“ 一般情
况下，一个发明专利的授权，平均需要 22
个月左右。保护中心成立后，建立了快速
预审机制，使发明专利的平均授权时间缩
短到 54.6 天，为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上市

赢得了时间。”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副
主任王剑君告诉记者。
天津保护中心建成后，
实用新型专利的平
均授权时间也从6个月缩短到11天，
尤其是外观
设计专利的授权，
从平均 4 个月缩短到 8.5 天。
极大地缩减企业知识产权授权及确权周期，
为企
业闯荡市场穿上
“专利铠甲”
，
实现知识产权的
“快保护”
，
为天津市的高价值专利保驾护航。
目前，
“津城”
“滨城”双保护中心分别面
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
生物医药等四个产业领域开展专利快速预
审、快速维权、专利导航运营等专业性服务，

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活力。
在新材料产业领域，我市企业达到万余
家，天津保护中心建成后，很多企业尝到了
“快保护”
的“甜头”。
“我们企业通过天津保护
中心预审通道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膜设备
测试装置’，从申请到授权仅用了 5 天，没想
到会这么快！”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贾秋英非常开心，
“我们这次申请的专
利具有非常强的新颖性，授权后我们的产品
就可以快速地推向市场。
”
目前，
“津城”
“滨城”双保护中心打通了
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
条，
围绕产业关键技术培育高价值专利，
形成
了以知识产权保护引领创造、促进运用、创新
管理、优化服务的产业发展格局。天津保护
中心与北京、中关村、滨海新区、河北保护中
心共同织就了京津冀地区知识产权保护“一
张网”，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第四届中国质量奖评选结果揭晓

天津钢管李刚榜上有名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 通讯员 王起
津）第四届中国质量奖评选结果 16 日正式
揭晓，天津钢管制造有限公司管加工厂主
任电气师李刚榜上有名，被授予第四届中
国质量奖提名奖，李刚成为全国钢铁行业
唯一的获奖个人。
中国质量奖是中国质量领域的最高
荣誉，于 2012 年经中央批准设立，每两年
评选一次。中国质量奖旨在推广科学的
质量管理制度、模式和方法，促进质量管
理创新，传播先进质量理念，激励引导全
社会不断提升质量，推动建设质量强国。
此次评选，
共有 9 家组织及 1 名个人获授第
四届中国质量奖，有 80 家组织和 9 名个人
获授第四届中国质量奖提名奖。
李刚作为新时期产业工人的代表，长
期以来扎根生产一线，
在推进我国能源用无
缝钢管国产化进程中孜孜以求、刻苦钻研，
攻克多项国外技术垄断，
从一名普通电气人
员成长为令国内外专家叹服的电气“华
佗”
。近年来，
针对油气井、高硫化氢井、核
电用管等高端市场对特殊扣石油套管的急
需，
李刚开展特殊扣拧接、钢管热处理粘钢
等技术攻关，
并将技术成果在天津钢管和行
业内推广，
产生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为
我国无缝钢管高质量发展作出了贡献。

大到暴雨影响中秋

河西区团委、
科大团委举办
“科技助力双减落地、
高校走进课后讲堂”
共建活动

“双减”后 我的课后生活很有趣

疫情快报

“双减”工作重在落实
■

9 月 16 日 18 时至 9 月 17 日 18 时

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无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记者 孟若冰 韩雯

“同学们看，
这是川贝，
它是一种中药，
有止咳平喘的功效……”这是在河西区梧
桐小学课后“科技小讲堂”中草药特色美
育课现场。天津科技大学艺术设计学院青
年志愿者正在用自己动手研究绘制的儿童
绘本画，
为同学们生动讲解中草药知识。
憨态可掬的“川贝宝宝”、胡须长长的
“人参公公”、甜美可人的“山楂妹妹”等灵
动可爱的形象，吸引着同学们的目光。天
津科技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基于中草药文
化传播的儿童绘本创新实践研究》课题组
成员们，将研究与实践结合起来，将课题
成果用于中小学课后服务，向孩子们普及
中医药传统文化。
“河西区团委联合天津科技大学团委
举办‘科技助力双减落地、高校走进课后
课堂’共建活动，探索高校教师、青年志愿
者到中小学开展‘课后讲堂’志愿服务模
式，旨在全面增强青少年创新意识和钻研
精神。
”
河西区团委负责同志介绍说。
据了解，这项共建活动于 9 月 13 日启
动，来自天津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电

本报讯

河西区梧桐小学课后“科技小讲堂”中草药特色美育课现场。
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的
100 余名优秀青年教师、青年志愿者组成
讲师团队，陆续走进河西区上海道小学、
梧桐小学与德贤小学，助力学校开展“科
技小讲堂”，就科技、美育、形体等科目进
行讲解普及。
“很特别，很新鲜！课后可以和同学
们一起学、一起玩，学画画，长知识。”梧桐

本报记者 王倩 摄

小学四年级学生王鹤迪高兴地说。孩子们
都对志愿者大姐姐们展示的绘本形象产生
了浓厚兴趣。
天津科技大学团委负责同志表示，此
次首批开设中草药特色美育、电——无处
不在的力量、儿童模特培训、素描等 6 门课
程，每堂课 1 小时，拓展学生们的课外知
识，
培养学生们的综合能力。

21 日适宜赏月

本报讯

苏晓梅

（记者
）昨天，
市气象台
发布“中秋”假期天气预报，预计假期中，
津城将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雨量将达
到大到暴雨。
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息分析，19 日至
20 日将出现降雨量 40 到 70 毫米的大到暴
雨，
局地雨量超过 100 毫米。
降雨同时，
风力
也会加大，陆地最大风力将达 5 到 7 级，阵
风可达 8 到 9 级，
渤海西部中部海面风力可
达 8 到 9 级，阵风 10 到 11 级。降雨大风也会
带来气温下降，
19 日最高气温将降至 21℃。
雨后气温回升，
21 日天气以晴为主，
最高气
温 27℃，
21 日傍晚到夜间，
适宜中秋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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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开放性的工作

我市打掉一特大开设网络赌场团伙
抓获 121 人 涉案资金高达 4.46 亿元

本报讯

韩雯

张瑞鑫

（记者
通讯员
）
昨天从市公安局获悉，滨海新区公安局天
津港分局会同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等
单位，历时一年多时间，成功捣毁了以姚
某某为首的特大开设网络赌场团伙，抓获
涉案嫌疑人 121 名，涉案资金高达 4.46 亿
元。目前，涉案嫌疑人均因涉嫌开设赌场

陈省身传

齐民友(武汉大学)
把这些活动联系起来看，许
多关于偏微分方程的第一流的
张奠宙 王善平
学者乃至大师(有一些当然远不
是用偏微分方程就可以概括的，
南开大学出版社
如M.Atiyah)都借这些机会访问
了中国，随便举一些例子就有 M.阿 宏玉就是从此开始，选择了研究杨—
蒂亚、L.尼伦伯格、J.科恩、L.加尔 米尔斯方程的非极小解作为博士论文
丁、L.赫尔曼德尔、D.拉克斯、J.勒 题目并取得较好结果的。J.Kazdan的
雷。陈省身先生的声望，对邀请这样 讲学也吸引了一些年轻人对几何问题
一大批著名学者，当然起了不可代替 的兴趣。当然在此之前，丘成桐教授
的作用。
多次回国讲学，他的影响无疑是很大
张恭庆(北京大学)
的，也是深远的。经过这一年在南开
我负责的几何中的偏微分方程 偏微年的集中，为国内在以下几方面
组，有丁伟岳教授协助。当时，唐纳森 的研究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它们
关于四维流形拓扑的工作问世不久， 是：预定数量曲率方程，调和函数，调
杨—米尔斯方程成为热点。考虑到国 和映射，极小曲面普拉托问题，黎曼
内偏微界大多数人只在偏微内部工 流形上本征值估计等。
有了这样的效果，陈省身为“中国本
作，很少涉及数学其他分支，我们不得
不多花些力气介绍有关的几何知识以 土数学”所做的努力，已经成为现实。南
适应本组的需要。
开数学所并没有挂上“开放数学所”的牌
早在 1985年春，我们就在北京 子，却实实在在地做着为全国数学界服
大学举办读书班，围绕 Lawson关于 务的开放性工作。
这为许多国内科研机构树立了榜
杨—米尔斯方程的一份讲义，介绍
了有关的几何准备知识，从纤维 样。教育部领导对此大为赞赏，并且拨
丛、联络论、示性类开始，读完这本 款支持。
讲 义 。 1985年 秋 ，又 组 织 报 告 了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许多
Taubes刚发表的几篇关于杨—米尔 华裔著名人士回国观光，报效桑梓，为中
斯方程的文章，因此到 1986年春， 华民族的复兴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功
Taubes来所讲学时，听众能够比较 绩巨大。陈省身是其中的一个。如果说
好地吸收他介绍的内容，并沿着这 陈省身的贡献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着
个方向开展研究工作。博士生王 眼于中国本土数学的发展。

马晓冬

（记者
）昨天，
首届全国奥特莱斯时尚购物
季开幕式在武清区佛罗伦萨小镇—京津名品奥特莱斯举行。
本次购物季集结了 22 家龙头奥特莱斯运营商，项目数量超过
80 个，
将持续至 10 月 17 日，
贯穿中秋、
国庆双节等消费旺季。
据了解，本次购物季是全国覆盖范围最广、联动规模最
大的奥特莱斯行业“大狂欢”，其中，京津佛罗伦萨小镇的国
内外品牌推出了折扣、满赠等多种优惠，并联动银行开展满
减活动；友阿奥特莱斯将举办品牌大型特卖会等；新燕莎奥
莱、团泊启彩奥莱也将在双节期间带动众多品牌参与打折促
销。本届购物季还将在阿里巴巴本地生活线上平台开辟奥
莱专属板块发售活动优惠券，这也是全国线下实体奥莱在线
上平台的首次集结。
“天津的奥特莱斯一直表现得非常好，
在整个中国的奥莱
行业也是非常优秀的，
我们也见到了它相当大的增长潜力，
这
里有很多独家的品牌，下一步我们计划引入更多的品牌商。”
佛罗伦萨小镇及 RDM 亚洲董事总经理那亚璞表示，
“我们对
中国市场一直保持强大的信心。未来，
RDM 集团还将继续加
码中国市场，
以总计 2 亿美元的投资额帮助佛罗伦萨小镇明年
在中国新增两座名品奥特莱斯，
不断扩张中国市场版图。
”
目前，
我市已建成京津佛罗伦萨小镇、友阿、新燕莎、团泊
启彩等四个奥莱项目。记者了解到，未来我市还将与杉杉商
业集团合作，在西青区打造 18 万平方米的杉杉奥特莱斯商业
综合体，
预计 2023 年投入运营。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天
津将借助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契机，加快发展奥特
莱斯，
对佛罗伦萨小镇等重点商圈实施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
跨界融合，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加快集聚一批国际国内知名品
牌，
鼓励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促进消费提质扩容。

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020 年 4 月，
滨海新区公安局天津港分局
民警赴湖南省长沙市成功破获一起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一举捣毁作案窝点 4 个，抓获嫌疑
人 26 名。民警在对嫌疑人皮某某审讯中发
现，
该嫌疑人“身兼两职”，
既实施电信网络诈
骗勾当，又同时充当帮助赌博网站转移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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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古“埙”

的角色。据皮某某交代，
他利用社交平台，
组
织人员通过网络为姚某某转移赌博资金。
姚某某是何许人？他在团伙中充当什么
角色？经过不懈努力，民警最终掌握姚某某
除了勾结皮某某团伙外，还组织其他多个团
伙为其代理的赌博网站提供资金结算服务，
该网站吸引了大量赌客参与赌博活动。姚某
某是名副其实的“大代理”
。在掌握了确凿证
据后，民警奔赴贵州省贵阳市将姚某某缉拿
归案。乘胜追击，民警又奔赴江西、湖南、山
东等 10 余个省市，
截至今年 7 月，
抓获涉案嫌
疑人 121 名，查扣涉案车辆 7 辆、手机 200 余
部、
手机卡 8000 余张。

歌唱祖国
王莘传

1958 年，调任上海音乐学院
副院长的孟波，
在小提琴民族化实
验小组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而报
送的创作选题中，
独具眼光地选中
了优美的爱情传说“梁祝”
。由此
而诞生了何占豪、
陈钢的小提琴协
王莘又推荐他到江苏
奏曲《梁祝》。因此，
王莘与老友一见面， 的原汁原味。于是，
便双手抱拳道：
“老兄啊，
你们在音乐民 宜兴，用紫砂陶土烧制陶埙，获得成功。
陈重研制出一种九孔陶埙，
既复原了传统
族化方面走到前面了，
向你学习了！
”
又增大了音量，
扩展
“哪里，
你们的埙搞得也不错嘛！” 陶埙的外形和音色，
了音域，
还能吹出音阶和半音，
从而丰富
孟波回答。
标志着中
说到“埙”，堪称中国“古董”级的 了埙的表现力。九孔埙的面世，
乐器了。它的雏形是原始人狩猎时使 国古埙重新获得了生机。张艺谋在电影
首度采用埙
用的带空洞的石头。当原始人用石头 《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音乐中，
给人以
投向猎物时，石头上的空腔由于气流 乐营造故事发生的特定环境氛围，
电视剧《康
的作用而产生哨音，这种哨音启发了 非同寻常的艺术感受。其后，
先民制作乐器的灵感，于是，原始的 熙王朝》、大型歌舞剧《兵马俑》以及一些
都出现了大量埙乐作品，
埙
“埙”
诞生了。在新石器时期的红山文 地方戏曲中，
化，埙的演奏开始盛行；至秦汉，埙已 乐的复兴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在江苏逗留期间，
陈重还在春秋时期
成为宫廷雅乐乐器中的重要成员。它
发现了一支用兽骨制作的
的外形为圆形、椭圆形和梨形等，
有六 吴王泰伯陵里，
一个与缸类似的器物。这两件东西
孔，
以陶制居多。其音色朴拙醇厚，
低 古笛、
沉悲壮。但近百年来，
由于种种原因， 为何埋在一起？有无可能也是一种乐
陈重得出一个结论：
埙乐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几近绝迹。 器？经过多方考证，
便是中国鼓的原型，
是
1979年，
王莘从天津音乐学院器乐 这件类缸的器物，
《说文解字》
专家陈重口中，
得知他从红山文化的出 古代人“击缶而歌”的“缶”。
云：
“缶，
瓦器，
所以盛酒浆，
秦人
土陶片中，
复原了古制梨形六
鼓之以节歌”
。通俗说，
就是秦人
孔埙的图形，
便鼓励他进行学
以缶作鼓，
用敲击它的方式打拍
术研究，
“ 复活”消失已久的
子。多年后，
张艺谋在北京奥运
“埙”
，
让老祖宗的好东西传承
会开幕式上的
“击缶而歌”
，
也许
下来。陈重先到唐山的瓷窑
就是从这个典故中获得的灵感。
试烧瓷埙，
但瓷埙吹不出陶埙

王 斌 杜仲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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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杨

（记者
）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9 月 16 日 18
时至 9 月 17 日 18 时，我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
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147 例，其中男性 82 例，女性 65 例；治愈
出院 144 例，
病亡 3 例。
9 月 16 日 18 时至 9 月 17 日 18 时，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333 例（中国籍
297 例、菲律宾籍 10 例、美国籍 4 例、乌克兰籍 3 例、波兰籍 3
例、法国籍 2 例、委内瑞拉籍 2 例、韩国籍 2 例、乌兹别克斯坦
籍 1 例、俄罗斯籍 1 例、哈萨克斯坦籍 1 例、立陶宛籍 1 例、日本
籍 1 例、西班牙籍 1 例、新加坡籍 1 例、印度尼西亚籍 1 例、马来
西亚籍 1 例、突尼斯籍 1 例），治愈出院 320 例，在院 13 例（其中
轻型 4 例、普通型 9 例）。
9 月 16 日 18 时至 9 月 17 日 18 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
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 339 例（境外输入 334 例），尚在医
学观察 8 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 288 例、转为确诊
病例 43 例。
经市级专家组讨论，第 305 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第 317
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第 323 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符合出院标
准，
于 9 月 15 日从海河医院出院，
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第 330 例无症状感染者于 9 月 15 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
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 9 月 17 日 18 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
切接触者 15445 人，
尚有 202 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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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不变

天还没亮，
济公祠前就热闹起
来，有卖馒头、大饼的，有卖饽饽、
切糕的，还有生着锅灶卖丸子汤、
挑着担子卖豆腐脑的，
虽然这里天
天这样热闹，
但今天却给人一种不
一样的感觉，
不仅每天起早干活儿
的人，
都集中到一块儿了，
就是那些不
经常起早的人，
这天也赶过来吃早点。
另外还有一些不在这儿住的，
让人看着
面生的人，
也集中到了济公祠门前。
平时舍不得花钱的大娟妈一家，
今
天来了三口子，
每人一碗丸子汤，
把高
粱饽饽掰开放在汤里泡着吃。吃着吃
着，
大娟用手轻轻地捅了妈妈一下，
大
娟妈顺着女儿的筷子所指方向看去，
但
见在济公祠门前的路灯下，
也有几个人
在那里吃着，
后面石头台阶上还坐着三
五个人，
都在不言不语地慢慢吃。这时
她看清了，
坐在当中的那个人，
正是盐
民游击队大队长严志诚。此时，
就听得
丸子锅那儿有人叫了一声：
“掌柜的，
这
丸子汤开吗？
”
掌柜的回答：
“您看呀，
这
锅里不是都滚开了吗！”
又听得那个人
说：
“把碗擦净了，
给我盛一碗。
”
掌柜的
答应一声，
给那人擦碗、
盛汤。
大娟妈顺着声音，
仔细打量着那个
人，
中等个头儿，
穿着一身蓝布裤褂，
草
帽拿在手里呼扇着，
怎么看也不像是干
活儿的人。大娟妈心里纳闷，
这人是干
啥的，怎么站在那儿让人看着不舒服
呢？她一拉大娟，
小声问：
“你认识这个人
吗？
”
大娟说：
“我看他像宗大头。
”
大娟妈

盐民游击队
（下部）

崔椿蕃 遗著
吃惊地再一细看：
果然是那个盐警队长宗
大头，
他这是做啥来了？
“哎呀，
不好！
”
大娟
妈心里一惊：
“是不是拆马架子的事儿让
他们知道了，
不会是暗中私访来了？
”
大娟
妈再抬头往街上细看，
夹杂在近前几处做
小买卖的周围，竟有好多不认识的人，甭
管他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
终究不像是干
活儿的工人。
“不行，
今天要出事儿。
”
大娟
妈想到这里，她用手一拉田儿：
“你快去，
把宗大头他们来的事儿，告诉给严队长，
他们就在济公祠门前。
”
田儿答应一声，
转
身就走。正端着碗吃丸子汤的宗大头，
朝
这边看了看，见房檐下只有两个女人，便
又把头扭向街里，
去注意他要注意的人。
田儿回来时，身后跟着董大富。董
大富这孩子，如果不认识的话，都会认为
她是个地地道道驳盐的女孩子，从头到
脚都是个盐工。董大富来到大娟妈近
前：
“大婶，
还得等一会儿上船哪？
”
说着坐
了下来，
看看四周无人，
才低声说：
“大婶，
严队长通知，原计划不变，但不能随意行
动，要听命令行事。”大娟妈点头，问：
“严
队长也看见他们了？”董大富说：
“已经分
头通知了。您得注意，我还得到前边去
看看。”大娟妈看着走去的董大富，心里
感到踏实，
有严队长在，
就有了主心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