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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从斗南国际花卉产业园区管委会获悉，昆明斗南花卉小镇自 2017 年创建以来，全力
推进小镇产业配套、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等项目建设。近日，花卉产业配套服务项目一期项目等
一批重点项目即将开工建设。

昆明斗南花卉小镇
部分重点项目将开工

云南援咸医疗队 498 人
获“咸宁市荣誉市民”称号
昨日，咸宁市召开市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上表决通过了咸
宁市政府关于提请授予援咸医疗队 502
人
“咸宁市荣誉市民”
称号的议案。
据悉，援咸医疗队共计 502 人，其中
云南医疗队 498 人，辽宁医疗队 4 人，均
非咸宁籍人士。在咸宁市疫情防控最吃
紧的时候，他们不畏艰险，逆行出征，千
里驰援，奔赴咸宁
“战疫”
一线。
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前后治愈了
821 名患者，挽救了近千个家庭，以生命
践行医者仁心，以担当彰显大爱情怀，为
咸宁成为湖北省首个“四清零”的市州作
出了重大贡献。
据咸宁日报

云南法院

去年审结各类知识产权
民事案件 4263 件

斗南花卉小镇鸟瞰图

规划编制范围

西至环湖东路
（含滇池码头）
东至彩云路、兴呈路
南至金桂街
北至呈贡区行政边界
总规划面积约 3.62 平方公里，
其中核心建设区约 1.43 平方公里，
拓展区域约 2.19 平方公里。

打造 3 个“第一”

世界第一的
花卉交易中心
亚洲第一的
花卉产业创新研发高地
中国第一的
花卉特色小镇

部分项目一览
花卉产业配套服务项目一期项目
项目总占地面积 6 公顷（90 亩），
规划
建筑 14 栋。重点建设花卉电商物流产业
园、花卉冷链物流园、总部办公、电商交
易、
“花卉＋”
大数据平台、花卉金融平台、
展览展示及主题会展、经纪人商务公寓、
海关商检一站式服务中心等功能模块。
目前，项目已完成围挡、地勘的前期
工作和监理造价招标工作。正在加快修
改设计方案和工程规划许可证办理。施
工招标于 4 月 17 号开标，预计 6 月中旬
开工建设。

绿色高效种植基地项目
项目规划用地约 291 亩。主要建设
新建玻璃温室 13824 平方米，
新建日光温
室 78604.8 平方米，冷库 2000 平方米 。
将重点实施现代花卉种植栽培展示，
打造
国际花卉创新中心、世界名花园等项目，
计划总投资 1.01 亿元。2019 年完成投资
0.2 亿元，
2020 年预计完成投资 0.4 亿元。
目前，项目已取得区发改局立项批
复，正在开展施工进场前的水电铺设、树
木移栽、地块填土等工作，预计 5 月进场
施工。

斗南国际花卉研发中心项目
项目为花卉品种研发和栽培、保鲜
等技术研究平台，占地面积约 41.2 亩，
将建设品种研发实验室、栽培实验室、
芳香工坊。项目建成后将作为重要的
花卉产业研发平台，针对斗南花卉产业
所需的新品种、智能设施和冷链流通综

合保鲜等关键技术进行应用性研发，提
高花卉产出效益，降低花卉流通成本，
提升斗南花卉产业核心竞争力，占领花
卉研发制高点。项目计划，今年完成相
关规划地块的土地出让并启动建设，预
计 2022 年 12 月底前建成并投入使用。

重点打造 2 至 3 个旅游公厕
按照 3A 级旅游公厕的标准，在小镇
范围内科学选点，重点打造 2 至 3 个旅游
公厕，加大监督管理力度，提升旅游公共
服务能力水平”的工作要求，同时加强斗
南花卉小镇旅游功能配套服务基础设施
建设，选定在金桂街与龙兴路交叉口东
侧绿化带范围内新建一座 3A 级旅游厕
所。目前，全套施工图纸已经完成，预计
5 月 10 日前完成工程招标，5 月 15 日前
进场施工，6 月 25 日前验收。

斗南花卉市场主场馆提升改造
对花花世界主场馆一楼进行全面提
升改造，
从地面、墙面、顶部、灯光、功能划
分、摊位设置等进行全方位改造，实现美
化亮化，
提升斗南花卉市场的整体形象。
4 月 20 日 前 细 化 完 善 主 场 馆 提 升
改造方案提请领导小组再次对提升改
造方案进行审核；5 月 6 日-25 日分区对
地面、墙面和排水系统进行提升改造；5
月 26 日-6 月 10 日前对内部配套服务
设施进行提升改造。
此外，
还将继续推进小镇道路景观提
升工程、智慧化建设、设置小镇标识标牌、
斗南社区建筑风貌提升改造等重点项
目。 本报记者 罗宗伟 文 管委会供图

4 月 20 日上午，2020 年云南省知识
产权宣传周活动启动暨新闻发布会在昆
明举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吕召向社会发布了 2019 年云南
法院司法保护知识产权工作成效。
2019 年，云南法院积极履行审判职
责，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
作用，通过对所受理的各类知识产权案
件公正高效的审判，为改善投资和市场
环境，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
商环境，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
供了应有的司法服务和保障。为充分
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职能，云南法院
牢牢树立知识产权法治环境是重要的
营商环境的观念，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
场主体，推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
体法律制度。在审判实践中，云南高院
注重抓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严格依法
审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加大知识产权
保护力度，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一
是统一裁判标准，保障市场交易公平公
正；二是大力推进司法公开，让司法审
判过程起到示范教育作用。尤其是在
民事案件中，通过创新举证认证方式，
合理采用可信时间戳认证证据，有效减
轻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举证负担；三是逐
步推动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
制度，既解决知识产权侵权案件赔偿低
的问题，也令侵权人真正认识到只有合
法有偿地获得知识产权许可使用才是
营商活动的应有秩序。
2019 年，全省各级法院共受理各类
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4850 件，审结 4263
件,其中著作权案件 2994 件，
占到一半以
上，植物新品种案件 15 件。受理知识产
权刑事案件 66 件，审结 62 件，其中近六
成案件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受理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3 件，
审结 2 件。
本报记者 林舒佳 通讯员 茶莹 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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