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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主任记者经淼报道 省专利奖由省政
府设立，两年一届，用以奖励在辽宁
省行政区域内转化实施并产生显著
经济社会效益的中国专利项目。以
提供虚假数据、材料或其他不正当手
段骗取辽宁省专利奖的，由奖励委员
会办公室报奖励委员会决定后撤销
奖励，追回证书和奖金，并在相关媒
体上公布，五年内不予申报中国专利
奖及辽宁省专利奖。

包含上述内容在内的《辽宁省专
利奖励办法》，近日由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该办法自2019年3月1日起施行。

我省专利奖两年一届
实行提名制

《办法》规定，省专利奖由省政府

设立，两年一届，用以奖励在辽宁省
行政区域内转化实施并产生显著经
济社会效益的中国专利项目。省专
利奖实行提名制。可提名的机构、部
门、个人包括各市知识产权行政管理
部门、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示范县

（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园区、省政
府有关部门或直属机构、两院院士、
省级有关行业协会。

省专利奖设三个等级
一等奖不超过5项

《办法》规定，省专利奖设一、二、
三等奖，其中一等奖不超过5项；二等
奖 不 超 过 15 项 ；三 等 奖 不 超 过 30
项。省专利奖奖励经费由省财政专
项资金列支，具体奖金数额由省知识
产权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提请

省政府确定。由省政府对获奖单位
或个人颁发证书及奖金。

骗取辽宁省专利奖的
5年内不予申报相关奖项

申报人应当是已获授权专利（不
含国防专利和保密专利）的专利权
人、专利受让人或独占许可、排他许
可实施人。

在评审和奖励方面，《办法》规
定，专业评审组遵照评价标准评审，
分别对一、二、三等奖提名专利项目
进行单独评分。奖励委员会办公室
在全省范围内对评审结果予以公
示。公示期为 10 个工作日。获奖专
利发明人（设计人）所在单位的人事
部门应将获奖情况记入本人档案，并
作为职称评聘、职务晋升、业绩考核

等工作的重要参考。在我省辖区内
的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和有经常
居所的个人获得中国专利奖，并在我
省转化应用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益
的，给予一定数额的资金奖励，具体
每届奖励金额由省政府确定。

以提供虚假数据、材料或其他不
正当手段骗取辽宁省专利奖的，由奖
励委员会办公室报奖励委员会决定
后撤销奖励，追回证书和奖金，并在
相关媒体上公布，五年内不予申报中
国专利奖及辽宁省专利奖。

骗取省专利奖 五年内不予再申报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朱柏玲报道 2017届本科女性毕
业生毕业半年后月收入为4473元，来
自高职高专的女性毕业生毕业半年
后月收入为3529元。日前，麦克思发
布 2017 届女大学生就业情况调查数
据。

《2018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2017届本科

女性毕业生就业率为 91.2%，高职高
专女性毕业生就业率为92.3%。

其中，“数字媒体艺术”“软件工
程”和“预防医学”是本科毕业女性就
业率较高的三个专业，就业率分别为
96.6%、96.5%和 96.1%；“学前教育”

“生物技术及应用”“物联网技术”是
高职高专毕业女性就业率较高的三
个专业，就业率分别为 96.2%、95.6%

和95.6%。
综合来看，就业率较高也与市场

需求存在一定关系。另外，对2015～
2017 届大学毕业生在 10 个行业的就
业比例分析发现，教育业是对人才需
求增长最多的行业，2017届本科生从
业比例为14.7%，较2015届增加了1.1
个百分点，2017届高职高专生从业比
例为 6.5%，较 2015 届增加了 0.9 个百

分点。
而在“医疗卫生业”就业的本科

生和高职高专生比例也增加较多，分
别增加了 0.6 和 0.5 个百分点。这都
体现了市场需求的增长。需求增多
使相关专业毕业生就业率提升。

2018 年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
2017 届本科女性毕业生毕业半年后
月收入为4473元，高职高专女性毕业

生毕业半年后月收入为3529元。
其中，“软件工程”月薪为 5537

元、“法语”月薪为 5534 元和“物联网
工程”月薪为 5483 元，是本科女性毕
业生半年后月收入较高的三个专业；

“空中乘务”“软件技术”“国际金融”
是高职高专女性毕业生半年后月收
入较高的三个专业，月薪分别为5100
元、4450元和4166元。

到2021年，沈阳市每万人口发明
专利拥有量达到25件，PCT国际专利
申请量年均增长 20%以上，有效注册
商标拥有量达到 8.5 万件，作品著作
权登记达到 5000 件。沈阳市政府办
印发的推进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建设工作方案(2018-2021 年)提到上
述目标。根据方案的总体目标，到
2021年，沈阳市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

有量达到25件。为此，沈阳市从提高
知识产权创新水平、运用能力、保护
力度等多方面部署了相关工作。

在提升创新能力方面，沈阳市将
持续开展发明专利“清零”行动，组织
知识产权专家深入企业走访调研，为
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专业服务，促进
专利增量提质，有效提高企业专利拥
有量。

相关新闻 2021年沈阳每万人口
拥有25件发明专利

本科女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4473元
软件工程为最赚钱专业 月薪5537元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品质消费已
经成为居民日常消费主流，人们对于作为大额、
耐用消费品的家具消费向注重价格、满足基本
消费需要，转向注重质量、满足高层次、高品质
的消费需要。家具质量问题成为消费者关注的
焦点，也成为家具类消费投诉的热点。

作为家具经营企业，应该如何增强自律，维
护并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作为家具生产企业，
如何顺应市场需要做大做强地方品牌？作为消
费者，应该如何理性、科学选择家具？3 月 14
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沈阳家具协会、沈阳家具装
饰行业商会会长刘福章先生。

沈阳千家家具企业
年销售额20余亿元

“发展好的企业都是重视消费者体验
的企业”

“目前，沈阳有规模不等的家具生产企业近
千家，年总销售额大约在20多个亿。那些发展好
的企业，都是注重品牌，注重消费者体验，讲诚信
的企业。”刘福章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

刘福章称，沈阳的实木家具、尤其是红木家
具曾经是沈阳的一大特色。受到各种因素制
约，沈阳家具产业链没有完全形成，家具产业近
几年的发展趋于缓慢。

据刘福章介绍，沈阳的家具消费市场与全
国同步，大概每年增长在 10%左右，然而，沈阳
家具消费市场本地家具仅占30%，70%均由珠三
角、长三角以及京津冀家具厂家占领。

“本地消费者不待见本地品牌，本地品牌走
不出去，主要问题是创新能力不足。拿实木家
具举例，年轻消费对新中式家具趋之若鹜，而我
们的家具厂还在生产的实木家具和十几年前的
一个样，每个企业生产的家具款式也都如出一
辙，市场销售状况可想而知。”

在刘福章看来，沈阳家具企业发展速度缓
慢的另一个原因是人才匮乏，“缺乏专业的、有
思想的设计人才，有敬业精神、工匠精神的技术
工人也越来越少，老家具人年纪越来越大，而年
轻人不愿意干也不愿吃苦。”

纵观沈阳家具业近几年的发展，沈阳本土
也有不少品牌叫得响、发展好的企业，“那些企
业都是注重产品创新，有拼搏精神，善于维护树
立品牌，尊重并关注消费者体验的企业。比如
舒丽雅家私，是沈阳家具企业采用职业经理人
管理模式的成功典范；比如梦宝家私，作为家族
企业，新老交替做得早也交替得好；比如独树一
帜的欧林斯，企业创始人把工作当爱好，每天跑
市场、抓设计团队，60余岁仍然分秒必争，这些
都值得本地企业去学习去借鉴。”

沈阳家具企业如何做强？
“产品升级搞创新，瞄向新的消费增长点”

今天，刘福章会长与沈阳300多家家具生产

和经营企业将飞赴南方，参加东莞家居展、广州
家居展、深圳家居展。

在刘福章会长看来，企业多出去交流、学
习，是沈阳本土企业拓宽视野、创新发展的重
要一步。“家具生产制造企业去参观、学习、交
流，看形式、看趋势，经营企业采购新品，参展企
业将通过这个机会推广自己品牌，建立专卖店、
搞联合。”

据介绍，在国家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大
背景下，沈阳家具行业协会将梳理脉络，帮助企
业研究发展思路，把政策用好用活。同时，还将
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倡导每个企业诚实守信，搞
银企对接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问题。“今年我们还
将在一带一路上重点下功夫，研究沈阳的家具、
建材业并通过一带一路走出去。”刘福章说。

刘福章认为，除了传统家具，从创新的角
度，家具业有很多可以探索和尝试的，“比如定
制家具、智能家具、医疗家具、养老家具这些新
的消费增长点，比如网购‘新零售’模式。谁走
在前头，谁就有机会赢得市场。”

“新时代，新机遇，沈阳家具企业应该抓住
机遇，坚守诚信底线，顺应市场需求搞产品创
新、产品升级，扩大品牌影响力，顺应国家要求
搞绿色生产，注重培养家具设计人才和技术人
才，同时用好的政策留住人才，只有这样，沈阳
地产家具行业的路才会越走越宽。”刘福章说。

家具类投诉热点突出
“一定将约定与违约责任明确在合同上”

2018 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家具类商品
投诉 14276 件，占日用商品类投诉 22.90%。家
具产品质量、交货时间等与合同约定不符,计价
方式存在“猫腻”,安装施工环节造成家具损坏，
家具退货难售后难，网购家具维权难等成为消
费纠纷热点。

3月14日，刘福章会长表示，现实生活中的
确存在不良商家不守诚信，说一套做一套，卖前
一套卖后一套，这样的商家或者企业一定走不
长远。作为消费者，为了防止商家在制作家具
过程中对原材料进行掉包、颜色不匹配、尺寸存
在误差，要在签合同时将材料、颜色、尺寸、送货
时间都写在合同上，并对样品拍照留证。在签
合同时，明确交付时间和违约责任。对于定制
家具，计价方式上各个厂家的计算方式不一样，
消费者在购买前需要明确销售人员的报价是每
平方米使用材料的价格，还是包括所使用的金
属扣件、轨道、合叶等配件价格。对于商家先以
低价套餐吸引消费者，再向其推荐套餐外产品
或高价配件的销售行为，消费者要理性对待理
性选择。

一些商家为压缩运营成本，将物流配送和
安装业务外包给第三方公司操作，由于部分第
三方公司缺乏专业性，安装时容易造成家具、地
板磕碰、损坏等。“在这方面，消费者要与商家以
合同的方式约定好，包含送货安装的家具，在送
货安装过程中损坏应由商家负责。如果安装过
程中对地板等有磕碰，也应由商家负责，再由商
家向第三方追责。

对于定制家具，通常合同上会标明不能退
换。如遇严重质量问题或欺诈，消费者可以向
相关部门投诉或者到法院起诉。

近两年，网购家具的投诉也成为消费投诉
的热点。刘福章建议，消费者在购买时要充分
考虑南北方湿度差异对实木家具的影响，以及
实物与网络图片的材质、做工、颜色差别，和“无
理由退货”中高额的物流及搬运费用。“在购买
前，要注意对材质、保养、售后维修及退换货的
运费进行明确。”

刘福章呼吁沈阳家具企业和家具经营单位
诚信为本，完善售后，切实担负起自己的主体责
任，更好更快地化解消费纠纷。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董丽娜

沈阳千家家具企业如何做大做强？
沈阳家具协会会长刘福章：产品升级搞创新、诚信经营树品牌

刘福章。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董丽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