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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粤市监）

昨日，“2019粤港澳大湾区知识

产权交易博览会”

（以下简称为“

2019

知

交会”）

组委会在广州举行新闻通气会，

“2019知交会”将于11月12日至14日在广

州南丰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据悉，届时

将举办知识产权交易博览、知识产权拍

卖会等专场活动，搭建一个知识产权高

效转化交易的平台。

“2019知交会”组委会主任、广东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局 ）

局长麦

教猛发布了相关情况。“举办粤港澳大

湾区知交会、加强知识产权领域合作交

流是粤港澳三地知识产权人的共同意

愿，是创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创

新成果转化运用的有力抓手，也是展示

广东省保护知识产权坚定决心的‘重要

窗口’和吸引全世界最新知识产权成果

的重要平台。 ”麦教猛表示，在成功举办

两届“广东知识产权交易博览会”的基

础上， 今年这一品牌活动提升为“2019

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交易博览会”。

据麦教猛介绍，本届知交会由省市

场监管局

（知识产权局）

、广州市人民政

府、香港知识产权署、澳门经济局共同

主办，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广州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局）

、广州

开发区管委会承办，主要由“知识产权

交易博览”“知识产权珠江论坛”“知识

产权专场活动”等部分组成。 其中，“知

识产权交易博览”将招募国内外重点高

校、科研院所、创新型企业、知识产权运

营交易机构、金融机构、国内外优质知

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等，展示和交易其

知识产权创新成果。“知识产权珠江论

坛”将邀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部分国

家政府、企业、知名学者，围绕“全球贸

易自由化与湾区创新发展一体化”等知

识产权热点、焦点主题，进行主旨演讲、

学术交流与深度研讨，共同分享知识产

权的创新理念和实践经验。“知识产权

专场活动” 将举办知识产权拍卖会、项

目路演、新品发布会、活动签约和粤港

澳大湾区资源对接会等专场活动，搭建

一个知识产权高效转化交易的平台。

据了解， “2019知交会” 将设立

“高价值专利展” “创新主体群展” 等

特色专项展区， 为企业创新发展注入

强大科技动力； 将有针对性举办路演

推介、 拍卖对接等专场活动， 首次面

向社会公开征集主题， 举办多场开放

式活动，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引进知识

产权资源； 聚焦知识产权热点焦点开

展论坛交流， 为企业振兴发展提供有益

的思考和建议； 突出港澳及国际知识

产权元素， 为企业“走出去” 发展拓展

商机； 在知交会开幕式上将同步启动

“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交易博览会网

上交易平台”， 支持国内外知识产权交

易运营机构、 金融资本、 企业、 科研

院所、 个人等在线上集成或发布知识

产权转化运用、 交易许可、 质押融资、

评估保险及证券化等信息， 打造一个

“永不落幕的知识产权交易博览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孙

小鹏 见习记者 晏文龙 通

讯员 粤考宣）

近日， 广东

省夏季普通高校招生录取

工作结束， 今年在粤招生

全国普通高校有 1502 所，

比去年增加 27 所， 其中本

科 982 所 ， 专 科 597 所

（部分院校本专科层次都有

招生 ）

。 全省共录取考生

71 万多人， 其中， 本科批

次录取 30.3 万人， 专科批

次录取 40.7 万人。

省教育考试院院长、

省招生办主任王斌伟介绍，

今年录取场工作平稳顺利

高效。 全面实施的春季高

考共录取了 16.85 万人，

比去年增加 5.4 万； 其中

有 14 万多考生继续参加夏

季高考， 被本科高校录取

13696 人， 比 2018 年增加

近 3000 人。 另外， 还新增

舞蹈类和广播电视编导类

两类术科统考。

在投档率方面， 则创

历年新高， 各批次各类院

校录取率达 97.8%； 其中，

本科普通文理类高优线录

取率 99.54%， 本科普通文

理类最低分数线上录取率

99.23%。 本科批次所有院

校均满档。

除此之外， 服务特殊

行业和特殊考生也有亮点，

民航招飞有 275 名广东学

子圆梦蓝天， 空军招飞 60

名， 创历史新高， 并再出

1 名女飞行员。 今年共录

取残疾考生 281 人， 其中

本科录取 112 人， 专科录

取 169 人， 创历年新高，

首例盲人考生被一所民办

高职院校录取。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蔡晓素 见习记

者 吴美芬）

刷卡，选择垃圾种类，箱门

自动打开，厨余垃圾放入垃圾箱，智能

垃圾箱会根据投放餐厨垃圾的重量，实

时计算积分， 居民可凭积分兑换商品。

在海珠区昌岗街海富花园小区，智能垃

圾分类设备从2017年就开始引进，今年

1月份再次“升级”，小区居民通过简单

的操作，即可在家门口实现生活垃圾分

类回收，并获得“绿色收益”，极大地激

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垃圾分类可获积分换商品

昨日，记者在海富花园看到，小区

多处设有垃圾智能投放箱，不少居民会

主动将垃圾分类投放。 据悉，海富花园

常住人口为2220户，每天产生生活垃圾

约4.5吨，2017年该小区首批投入3套智

能投放箱，居民主动将垃圾进行分类投

放可以获得一定的积分，积分可以在每

个月固定时间内兑换成商品，居民参与

垃圾分类的热情逐渐提高。 今年1月份，

海富花园的智能垃圾分类投放系统再

次升级，引入生活垃圾分类“GIS城市驿

站”体系，智能投放箱增加至6套，满足

整个海富花园的生活垃圾处理需求。

昌岗街道环监所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目前小区实行干湿分点投放，可回

收和有害垃圾的干垃圾，居民可以投放

到智能分类垃圾回收箱中，通过在电子

屏上输入手机号码， 将垃圾分类投放，

设备对投入垃圾进行智能识别、 称重。

而餐厨垃圾，居民需要统一投放到小区

内的6套餐厨垃圾箱里， 智能垃圾箱会

根据居民投放餐厨垃圾的重量，实时计

算积分，居民可凭积分兑换礼品。 ”

7月份， 海富花园内还增设了“GIS

城市驿站”站点，居民可凭积分兑换鸡

蛋、洗发水、纸巾等日常用品，之后还会

陆续增加洗车券或享受快剪等服务。

城市驿站开进小区街坊可随时兑换

昨日，记者来到海富花园城市驿站

兑换商店看到， 现场商品种类丰富，除

了日用品和五谷杂粮外，还有新鲜的果

蔬。 工作人员介绍，蔬菜是这两天才引

进了，“很多居民看到有蔬菜兑换都很

高兴。 ” 小区业主姚女士告诉记者，自

从垃圾分类能累计积分并兑换生活必

需品后，家里的洗护用品等必需品已经

不用买了。 小区业主张雄伟也表示，这

种方式可以激励大家积极参与垃圾分

类累计积分换取商品，“之前是一个月

一次的积分换礼品，现在可以随时到城

市驿站兑换，方便很多，而且商品的选

择也越来越多。 ”

组建督导队入户普及垃圾分类

记者了解到，海富社区为广泛宣传

发动居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社区委员

会还组建了一支由环监所工作人员、居

委会工作人员、垃圾分类督导员、志愿

者等人组成的垃圾分类督导队伍，每天

进行日常督导巡查，并在晚上入户宣传

垃圾分类、派发智能投放IC卡，指引居

民正确投放生活垃圾。“有些居民碰巧

不在家，督导员还会反复上门，确保宣

传不遗漏，主动开通智能垃圾箱投放IC

卡的居民已经有1200多户。 ”

此外，海富社区还与中小学和幼儿

园联动， 开展一系列“小手拉大手”活

动， 向青少年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增强

他们的环保意识， 鼓励他们从身边小

事做起， 做一名“小环保卫士”， 在家

庭、 在学校、 在社区传播垃圾分类的

环保理念， 拉动家人同学垃圾分类齐

行动。

2019知交会将于11月举行，品牌活动升级

启动大湾区知识产权交易平台

广东夏季高校招生录取结束

录取30万本科生

垃圾分类在行动

广州街道逐个看

昌岗海富花园采取入户宣传及激励方式，增强居民环保意识

引入智能垃圾箱

街坊做好分类可积分换商品

▲

督导员引导居民正确投放垃圾。

信息时报记者 蔡晓素 摄

荩

城市驿站可以兑换新鲜的蔬

菜。 信息时报记者 蔡晓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