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在昨天举行的第十八

届上海知识产权国际论坛上， 上海

知识产权创新奖获奖名单揭晓，上

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寒武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家

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乐高玩具（上

海）有限公司、明基智能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华东理工大学、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 上海浦景化工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九家单位获此殊荣。

记者了解到， 上海知识产权创

新奖分为创造、 保护、 运用三个类

别，每年最多九家单位入选，由上海

市人民政府和WIPO 共同颁发。 本

届创新奖申报踊跃， 报名单位数量

创新高， 表明该奖的影响力逐年扩

大， 已受到越来越多创新主体的关

注与认可。

上海寒武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获评了创新类别奖项。 该公司自成

立以来一直专注于人工智能芯片产

品的研发与技术创新， 致力于打造

各类智能云服务器、 智能终端以及

边缘端的智能加速处理器， 让机器

更好地理解和服务人类。近三年来，

公司提交专利申请约 1000 件。截止

到 2020 年底，公司申请发明专利近

900 余件，发明专利占比 90%左右；

实用新型专利近 20 件 ，PCT 国际

申请 70 余件等。 其中授权专利 20

余件。

乐高玩具（上海）有限公司通过

运用知识产权捍卫公司利益获得了

保护类别的知识产权创新奖。 2019

年 4 月，上海警方在广东汕头、深圳

等地警方的配合下， 成功摧毁了涉

嫌侵犯乐高品牌著作权的犯罪团

伙。 2020 年 8 月，上海市市场监管

局在浦东、黄浦、长宁、徐汇四区，开

展了涉乐高玩具专项执法行动，查

处违法案件七起， 查扣涉案违法物

品 427 件。 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于 2020 年底开展了针对“乐

高”品牌的专项检查和执法行动。

而在运用类别上， 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因全方位积极推进知

识产权运用而获奖。 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管理，在

院长樊嘉院士等医院党政领导的带

领下， 于科研处设立成果管理科，由

专人全程跟踪知识产权管理。 颁布

多项知识产权管理办法， 实现专利

等项目的申报规范化、常态化。

2018 年至今，医院已实现成果

转化金额超 8000万元， 仅 2020年

就实现转化专利 25项， 转化签约金

额超过 1300万元及医疗产品正式投

产后的销售提成。中山医院也获得了

上海市医学创新转化综合指数十强

医疗单位、上海市医学创新转化 2019

年指数十强医疗单位等荣誉。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

展促进处处长孔元中介绍， 设立和

评选知识产权创新奖旨在鼓励企业

运用知识产权制度， 提升市场竞争

力。 体现上海企业以及国内外的在

沪企业，在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高

标准保护、 高效率运用等方面的杰

出典型。孔元中告诉记者，今年参评

的企业不但是数量上稳步增长， 质量

上也大幅提升。 在知识产权高标准保

护方面， 更体现了中国对知识产权保

护的坚定决心。 上海的知识产权保护

涵盖了司法保护、 行政执法、 争议仲

裁、 纠纷调解、 行业自律以及社会监

督，形成了一个大保护格局。

据悉， 上海通过设立和评选知识

产权创新奖， 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摆

在促进创新创造、扩大对外开放、优化

营商环境的关键位置， 贯穿于城市治

理和发展全过程，为全面推进“三大任

务”、强化“四大功能 ”、建设 “五个中

心”建设提供“制胜法宝”，上海将以更

加优越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持续释

放创新创业动能， 进一步参与国际竞

争合作， 稳步迈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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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贯穿于城市治理和发展全过程

上海知识产权创新奖获奖名单揭晓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黄浦区房

管局获悉，今年以来，黄浦加装电梯

工作持续提速，截至 9 月底，全区加

装电梯完工 40 台，在建施工 61 台，

报建审批 29 台，通过业主意愿征询

138 台，在 10 个街道全覆盖“破零”

基础上，已经超额完成全区开工“破

百”的阶段性目标，加梯工作进入了

全面覆盖、快速审批、成片推进、建

管并重的新模式。

据介绍， 在黄浦， 加装电梯不

再是单纯的加梯， 而是通过加装电梯

“撬动” 了更多民生工程的同步实施，

例如“加梯+美丽家园”“加梯+民心工

程”“加梯+实事项目”等，全面提升小

区的整体居住环境。另一方面，在加梯

过程中，黄浦也在党建引领下，积极加

强居民自治 ， 绘就基层治理 “同心

圆”。 几乎每一台电梯的背后， 都凝

聚着小区居民自治的成果。

据区房管局披露， 黄浦各街道正

对可加梯门栋进行再排摸， 再梳理，

力争十四五期间在有加梯条件的门栋

上基本实现加梯全覆盖。

黄浦：

超额完成加装电梯开工“破百”目标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即将迎来揭牌两

周年。 记者昨日获悉， 作为示范

区的功能样板区， 水乡客厅各重

点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

位于水乡客厅核心区域， 距

长三角原点约 200 米， 长三角示

范区规划展示馆正在建设中。 展

示馆内容聚焦于展示一体化示范

区制度创新成果、 生态环保、 互

联互通、 创新发展、 公共服务等四

类亮点项目以及示范区重点规划，

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大潮涌

东方， 以主题印象片生动展现示范

区地理形胜 、 文化特质和发展优

势； 第二部分为战略先手棋， 重点

展示示范区两周年重大事件、 示范

区总体规划、 专项规划、 水乡客厅

城市设计方案； 第三部分为击浪创

新路， 重点展示两周年制度创新成

果以及相关的应用场景和实践案

例； 第四部分为奋辑新征途， 重点

展示重点项目建设推进成效； 第五

部分为飞阅示范区， 展示一体化示

范区美好风光； 第六部分为产业成

就展， 重点展示两区一县代表性创

新企业产品，涉及人工智能、集成电

路、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多领域。

其中， 水乡客厅蓝环示范段是

体现示范区生态综合治理的样板工

程。 据透露， 水乡客厅蓝环项目已

于 10 月 16 日正式开工， 计划在两

年 内 全 部 建 成 。 示 范 段 全 长

1.6km， 预计于 10 月底基本建成。

长三角示范区水乡客厅正加紧建设

蓝环示范段预计本月底基本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