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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2018 年我国小汽车突破 2 亿辆

我国外观设计专利保护
将进一步加强

新能源汽车全年新增 107 万辆

专利保护期限将由 10 年延长至 15 年

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 公安部
11 日发布，2018 年全国小汽车保有量
首次突破 2 亿辆，新能源汽车全年新
增 107 万辆。
据公安部统计，2018 年全国新注
册登记机动车 3172 万辆，机动车保有

量已达 3.27 亿辆，其中小型载客汽车
首次突破 2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突破 4
亿人，达 4.09 亿人。
据介绍，从车辆类型看，小型载
客汽车保有量达 2.01 亿辆，首次突破 2
亿辆，是汽车保有量增长的主要组成

部分；私家车持续快速增长，2018 年
保 有 量 达 1.89 亿 辆 。 从 分 布 情 况 看 ，
全国有 61 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百
万辆，27 个城市超 200 万辆，其中北
京等 8 个城市超 300 万辆。
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261 万辆，全年增加 107 万辆，与 2017
年相比，增加 107 万辆，增长 70.00%。
从统计情况看，近五年新能源汽车保
有量年均增加 50 万辆，呈加快增长趋
势。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 4.09 亿人，近
五年年均增量超过 3000 万人。

2018 年长江委查处非法采砂船 1622 艘
新 华 社 武 汉 1 月 11 日 电 （记 者
黄艳） 非法采砂是长江大保护的毒瘤之
一。2018 年长江委对流域内非法采砂保
持高压严打，全流域查处非法采砂船只

（上接第一版）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
系，确保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坚决贯彻落实到位，以优异成
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
战书、汪洋、王沪宁、韩正出席会
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九大以来，
我们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夺取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着力惩治群
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完善党和国家监
督体系，取得了新的重大成果，为实
现党和国家事业新发展提供了坚强保
障。一年多来，经过全党共同努力，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加坚强有力，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方位加强，全
面从严治党实效性不断提高，党内政
治生态进一步改善，党在新时代新征
程中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机活力。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 40 年来，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坚持党的领导、从严管党治党，
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这就是，必须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行动统一；
必须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

1622 艘，长江干流规模性非法采砂基本
绝迹，
河道采砂管理秩序总体可控。
这是记者近日从长江委获得的消
息。2018 年长江委共巡江 4.9 万余次，
全

严，确保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中流砥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确保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
坚持改革创新、艰苦奋斗作风，确保
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必须坚决同消
极腐败现象作斗争，确保党永葆清正
廉洁的政治本色。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
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进行
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
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
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
胜利的关键所在。只要我们始终不忘
党的性质宗旨，勇于直面自身存在的
问题，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和意志消除
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
素，就能够形成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
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的有效途径。
习近平强调，2019 年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
键之年。我们要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继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习近平就此提出 6 项任务。一
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不
断强化思想武装。坚持用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经常对
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各级党组织
要旗帜鲜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流域共查处非法采砂船 1622 艘，
各地依
法判决非法采砂案件4起，
21人获刑。
长江委河道采砂管理局加强了长
江干流非法采砂 27 个重点江段和敏感

水域的暗访巡查，2018 年累计暗访 19
次、275 人次，暗访江段 2.2 万公里，
其中暗访、巡江 3 次，2 次约谈、3 次
通报相关市县河长和采砂管理负责人。

导，坚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
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确保党
中央令行禁止。二是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保证全党集中统一、令行禁止。
要贯彻落实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
干准则，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
化。要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
为重要任务。各地区各部门党委 （党
组） 要 履 行 主 体 责 任 ， 紧 盯 形 式 主
义、官僚主义新动向新表现，拿出有
效管用的整治措施。三是弘扬优良作
风，同心协力实现小康。要把刹住
“四风”作为巩固党心民心的重要途
径，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歪风陋
习要露头就打，对“四风”隐形变异
新动向要时刻防范。四是坚决惩治腐
败，巩固发展压倒性胜利。要坚持靶
向治疗、精确惩治，聚焦党的十八大
以来着力查处的重点对象，紧盯事关
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工程、重
点领域、关键岗位，加大金融领域反
腐力度，对存在腐败问题的，发现一
起坚决查处一起。要深化标本兼治，
夯实治本基础，一体推进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五是强化主体责任，
完善监督体系。要深化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高质量推进巡视巡察全覆盖，
发挥派驻机构职能作用。各级党委
（党组） 特别是书记要强化政治担当、

履行主体责任，把每条战线、每个领
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
深入。六是向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亮剑，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
做深做实做细市县巡察和纪委监委日
常监督，在实践中拓展整治群众身边
腐败和作风问题工作，从具体人、具
体事着手，将问题一个一个解决。
习近平指出，增强“四个意识”、
坚 定 “ 四 个 自 信 ”、 做 到 “ 两 个 维
护”，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从知行合一的角
度审视自己、要求自己、检查自己。
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必须坚定坚决、
不折不扣、落实落细。要严守政治纪
律，在重大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
前，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心
底无私，正确维护党中央权威，对来
自中央领导同志家属、子女、身边工
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的违规干
预、捞取好处等行为，对自称同中央
领导同志有特殊关系的人提出的要
求，必须坚决抵制。党内要保持健康
的党内同志关系，倡导清清爽爽的同
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坚
决抵制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等歪风邪
气，让党内关系正常化、纯洁化。要
带头贯彻民主集中制，服从组织决定
和组织分工。要带头建立健康的工作

新 华 社 北 京 1 月 11 日 电 （记
者 张泉）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专 利
局外观专利审查部副部长贾海岩
11 日 说 ， 2018 年 ， 我 国 共 审 结 外
观 设 计 专 利 申 请 66.7 万 件 。 2019
年要提升我国外观设计及商标保
护环境，提升创新主体和社会大
众对工业品外观设计的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
这是贾海岩在第十五届中国
（无锡） 国际设计博览会新闻发布
会上作出上述表述。
根据专利法修正案草案，我
国外观设计专利制度将进一步调
整 完 善 ， 保 护 期 限 将 由 10 年 延 长
至 15 年 ， 并 新 增 外 观 设 计 本 国 优
先权。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

关系，不把管理的公共资源用于个人
或者单位结“人缘”、拉关系、谋好
处。执行这些要求，中央政治局、中
央委员会组成人员具有关键作用。职
位越高越要自觉按照党提出的标准严
格要求自己，越要以坚强党性和高尚
品格，为全党带好头、作表率。
习近平强调，纪检监察机关是党
和国家监督专责机关，要忠诚于党、
忠于人民，带头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要带头加强机关党的政治建设，健全
内控机制，经常打扫庭院，清除害群
之马，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
铁军。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经得起磨
砺、顶得住压力、打得了硬仗。要发
扬光荣传统，讲政治、练内功、提素
质、强本领，成为立场坚定、意志坚
强、行动坚决的表率。
赵乐际在主持会议时指出，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在新时代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充分肯
定党的十九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
新的重大成果，深刻总结改革开放 40
年来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宝贵经验，对
以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党的团结统一、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
障作出战略部署，对领导干部特别是
高级干部贯彻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

用促进司司长雷筱云表示，创意
设计是典型的创新型经济，贯穿
于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是提
升文化软实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
要支撑，是促进消费升级、催生
新兴业态的重要途径。工业品外
观设计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保护设
计成果、激励创新创造具有重要
意义。
据悉，第十五届中国 （无锡）
国际设计博览会由国家知识产权
局、科技部、江苏省人民政府主
办，将于 2019 年 5 月 25 日至 5 月 27
日在江苏无锡举行。博览会将举办
近 20000 平方米的展览展示、多场
主题论坛以及太湖奖设计大赛、设
计之夜颁奖典礼、中国专利金奖展
览等一系列配套活动。

若干准则提出明确要求，为推动新时
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遵循。各级党组织要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上来，主动担当作为，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不松劲、不停歇，以
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认真履职尽
责，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发
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
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
志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出席会议。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
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主要
负责同志，军队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等参加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
形式举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军队有关单位
设分会场。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 1 月 11 日在
北京开幕。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主持会议。11 日下午赵乐际代
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
题为 《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
责努力实现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
量发展》 的工作报告。

（上接第三版）
序
号

12

13

单位

项目
名称

市民委

投资额
（亿元）

家庭环保设备 中山市亚弘电
项目
器有限公司

萨恩化学科研 萨恩化学技术
市民政局 试剂生产基地（上海）有限公
项目
司

高性能复合材
料和精密汽车
市民政局
铸造件生产项
目
15
流体设备加工
市财政局 项目
14

16

投资方

1

安徽省永宏新
型材料有限公
司

2.1

上海赫迈泵业
制造有限公司

0.5

绿色环保轻质
南京客商陈学
市住建委 墙体材料生产 兵
基地项目

17

1.04

皮革加工项目 江门市合利皮
革有限公司

1

2.1

市交通局
18

19
20

新能源网约车 合肥和行科技
运营项目
有限公司
市农委
市农委

0.6

梅花谷生态农 黑龙江客商王
业综合开发基 淑云
地建设项目

3.6

新建机械化屠 芜湖客商薛贞
宰场项目
金

1

项目概况
项目计划分两期投资，
第一期投资 2000 万
元，12 月初完成小批量生产和发货，
第二期
拟投资 4900 万元，
购置位于新能源汽车配
套产业园的 2 栋面积约为 2.5 万平方米的厂
房，投资 3500 万元进行设备购置等，
转移实
验室和研发主体，
完成高新企业认定审批。
项目用地 50 亩，
分二期建设，
内容包括科研
用试剂研发中心、检测中心、仓储中心等，
并
配有中试车间，
能在研发的同事柔性生产部
分优势产品。
该项目以高性能 SMC/BMC 复合材料和精密
汽车铸造件生产为主要目标，
建设铸造生产
线、清理生产线、SMC/BMC 新型复合材料井
盖生产线等。
租赁厂房，
购置生产加工设备 50 台套，
配套
建设相关附属设施，
进行流体设备的生产。

产业类别/
是否首位 签约
时间
产业

进展
情况

已落户迎
节能环保/ 2018.1 江经济开
是
发区

化工新材
已落户市
2018.6 高新区
料/是
化工新材 2018.1 已落户怀
宁经济开
料/是
2 发区

建设绿色环保轻质墙体材料生产基地，
生产新
已落户宜
型轻质材料、
轻质混凝土制品、
预制构件研发、
2018.1
新材料/是
生产、
销售，
以自主创新为动力，
形成研发、
生
2 秀区永林
工业园
产、
安装及新型材料技术服务的产业链体系。
已落户宿
新建标准化厂房 2 万平方米，
建设皮革加工 皮革加工 2018.11 松临江产
生产线。
业园
投资方投资 600 台新能源汽车进行网约车运
营，项目分三年实施，2018 年底前在本地完 现代服务
已落户安
成分公司注册，2019 年投入 200 台新能源汽 业/是 2018.11 庆经开区
车，
余下车辆在 2020-2021 两年内完成投放。
项目规划建设蓝莓种植区、生态养殖区、垂 现代服务
已落户怀
钓中心等，
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大棚、库房、农 业/是
2018.3 宁县
业管理用房等，
总建筑面积 36610 平方米。
按照国家相关行业标准建设，
生猪屠宰加工 食品加工/
已落户宜
规模达到 300 头/小时以上，
年屠宰加工数
2018.9 秀区大龙
是
量达到 40 万头以上。
山镇
与环新集团合资成立爱信（安庆）汽车零部
汽车零部
已落户安
件有限公司，
落户在安庆经开区三期，
主要
件/是 2018.11 庆经开区
生产高压压铸自动变速箱壳体。

5.99

2
食品深加工及 安徽安粮实业
市商务局
2
进出口项目 发展有限公司

1

主要建设年产 3000 吨速冻蔬菜深加工及出 食品加工/
已落户安
2018.1
口、12000 吨芝麻进口及加工出口项目。
是
庆经开区

0.6

总投资 6000 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 4000 万
已落户桐
元，开办费用及启动流动资金 2000 万元，
使 医工医药/
2018.4
城经济开
用建设用地 5 亩，
建设血液透析中心及透析
是
发区
产品生产线项目。

24

25

26

安徽远恒汽车 安徽胜宝行汽
凯迪拉克 4s 车贸易有限公
店项目
司
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 1 号炉、2
号炉环保提标
市城管局 改造暨 4 号炉
新建项目

安徽皖能环保
发电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通用
能源环保有限
责任公司

LED 显示网屏
及其配套产品 安徽兆利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生产项目

0.58

建设汽车4s店共一层，
建筑面积3602平方米，现代服务
已落户安
2018.8 庆经开区
快速理赔中心4层，
建筑面积3459平方米。
业/是

3.3

拆除现有的位于大观区山口乡十洪路北侧
的安庆皖能中科垃圾焚烧发电厂内的 2×
500 吨循环流化床锅炉（1 号炉、2 号炉）及相
应配套设施，
在原址上新建 1×600 吨/天机 节能环保/ 2018.8 增资扩股
是
械炉排垃圾焚烧炉（4 号炉），于在线渗滤液
处理系统基础上配套扩建 1×200 吨/天渗滤
液处理系统。

1

项目占地 30 亩，
规划总建筑面积 23000 平
方米，
主要建设内容为生产车间、研发中心
等，建成年 2 万平米 LED 显示网屏及 10 万
KKK 特种灯珠封装生产线。

制造业

已落户迎
2018.1 江经济开
2
发区

单位

项目

投资方

名称

投资额
（亿元）

产业类别/
是否首位 签约
时间
产业

项目概况

进展
情况

建筑垃圾资源
巢湖客商汪思
利用一体化生 危
态工厂项目

2.3

占地面积 150 亩，
新建厂房、公用设施约
已落户大
节能环保/ 2018.1
80000 平方米，
建成后可消纳固体建筑垃圾
是
2 观区十里
300 万吨。
铺乡

28

年产 1000 吨
甘宝素项目

盐城客商郑尧
明等

0.56

总投资 5608 万元，
年产 1000 吨甘宝素。

29

年产 5000 万 湖北客商周大
个环保购物袋
红
项目

0.56

投资 5600 万元，
新建环保购物袋生产线，
年
产量约 5000 万个。

电力及相关设
备检验检测项 江苏客商周凤
乐
市工商质 目
监局

0.51

项目分两期实施，
一期租赁安庆市宏海科技
有限公司 1 号综合楼 980 平方米，
购置检验 现代服务 2018.9 已落户安
检测设备、建设实验室，
二期购置地块、新建 业/是
庆经开区
厂房。

0.5

项目位于吾悦广场，
用于打造胡桃里音乐餐
厅，
购置现代化厨房设备、高档音乐设备及 现代服务
2018.11 已落户迎
器材并开展餐饮项目策划、餐饮人才咨.
业/是
江区
询、场地租赁、会务、展览服务等。

1

项目总投资 1 亿元，
分两期实施，
其中一期
投资约 5000 万元，
年产 150 台智能医用静脉 医工医药/
已落户安
2018.11 庆经开区
输液辅助设备；
二期在一期投产 3 年后视情
是
况购地或购买厂房实施。

27
市城管局

30

已落户岳
设备制造 2018.9 西县

21 市水利局、年产80万台变 爱信精机株式
市规划局 速箱壳体项目 会社

安盛血液透析 合肥客商胡文
23
市卫计委 中心及透析产 斌
品生产线项目

序
号

31

众合餐饮管理 河北客商杜春
项目
雷

32 市食药监 智能医疗器械 上海万滴科技
研发及生产项 有限公司
局
目

化工

已落户大
2018.11 观经济开
发区

制造业

已落户源
2018.11 潭镇工业
园

韵之美装饰工
江苏客商丁君
程项目

0.51

承包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建
筑智能化工程等。

皖西南农产品 安徽供销建设
市供销社 交易大市场项 投资股份有限
目
公司

0.8

主要建设农产品集中交易区、冷链仓储区、 现代服务 2018.1 已落户潜
物流集散中心、农产品加工区、名优特产展
业/是
2 山市
销区等。

35 市政务服 大数据融合与 深圳云安宝科
务中心 安全项目
技有限公司

0.5

项目总投资 5000 万元，
主要从事云计算、云
2018.1 已落户筑
大数据/是
安全、大数据、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等项目。
2 梦新区

比高影院扩建 上海筑影投资
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

0.5

新增营业面积 5000 余平方米，
投资 5000 万 现代服务
已落户大
2018.11
元，
扩建安庆比高影院，
打造安庆最大影城。 业/是
观区

37 市邮政管 汽车销售维修 深圳客商赵钧
理局
项目

0.5

项目占地 4876 平方米，
新购置电脑检测仪、
举升机、大梁校正仪、发动机分析仪等设备， 现代服务 2018.1 已落户大
业/是
2 观新城
年维修 5000 辆小型汽车。

38 招商银行 革基布新材料 苏州晖宏化纤
安庆分行 项目
有限公司

1

项目总投资 1 亿元，
总建筑面积约 16000 平
方米，
购置生产设备 480 台（套），建成后年
产革基布 8000 万米。

已落户太
纺织服装/ 2018.11 湖经济开
是
发区

年产 20 万台
39 移动公司 物流车载称重 广东客商鲍正
安庆分公 传感器生产线 宏等
司
项目

0.5

该项目租用厂房 1000 平方米，
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
年产 20 万台物流车载称重传感器
研发、生产及销售。

制造业/是

0.51

该项目租赁安庆市鸿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库房，
总建筑面积 1700 平方米，
规划建设生
已落户大
产车间、仓库、办公楼及附属用房等各类建 节能环保/ 2018.11 观经济开
是
筑及相应的生产设备和辅助设施，
建成后预
发区
计年回收 5 万吨铅酸蓄电池。

33 市旅游局
34

36

市税务局

年回收 5 万吨
40 市交投公 废旧铅酸蓄电 亳州客商宋崇
司
强
池项目

现代服务
已落户迎
2018.11
业/是
江区

2018.1 已落户宜
2 秀经济开
发区

备注：
以上签约项目暂未组织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