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7民生2013年10月24日 星期四

编辑：鲍征 美编/组版：孙雪娇·今日烟台

省工商局网站公布《山东省著名商标续展公告》

烟烟台台2244家家企企业业丢丢失失““金金字字招招牌牌””
中职生免学费
扩大到所有专业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李楠
楠 ) “现在我们的新生以及其他
在校学生已经全部实现了免费。”
23日，烟台城乡建设学校团委孙老
师介绍道。

据介绍，从今年秋季学期起，
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范围由公办
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
一、二、三年级在校生中所有农村
(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
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艺术类相关
表演专业学生除外)，扩大到公办
中等职业学校所有全日制正式学
籍在校生。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全
日制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学生，按
照当地同类型同专业公办中等职
业学校收费标准免除学费。

同时，省财政将对各个免学
费的学校按照专业类别分4个等级
核拨经费。

积极实施
电子记账

第一，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
以往传统的手工记账每月要

根据制好的记账凭证逐项逐笔分
门别类地记入总账、明细账，记完
后，还要每一科目进行月计、累计，
算出余额、发生额，辛安镇财政经
管站为了保证准确，每一个科目余
额，发生额等都要算好几遍，很是
费时，工作起来也感到很辛苦。而
电子记账每月只需要按照最未级
科目分别录入本月发生业务往来
的所有记账凭证，经过电脑自动审
核、记账，本月的工作全部完成。各
种报表及各类账目也会自动汇总
完成，大大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
率。
第二，查询方便

传统的账目要查某个科目，先
要搬出好几年的账本，找到账目所
在的科目后，再对照账目查找月记
账凭证，很是费时费力；电子记账
就方便多了，需要什么科目，在电
脑上轻松查询，自动取数，分析工
作简单得多。
第三，利用好自定义功能

日常工作上，根据自己的需
要，设计自定义模版，这样自己需
要的报表类型，账套本身就能汇总
出来，查询使用很方便。

随着电算会计的推进，电算会
计的优点还将逐步被挖掘、发现。

于文华

“省著名商标”作为一块“金
字招牌”，为什么一些企业非但
没有追捧，反而主动放弃它？

“申报材料很繁杂，得准备好
几天。”一家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介
绍，从公司经营状况来看，这个

“金字招牌”似乎用处不大，反而
需要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

另一家企业的负责人介绍，
申报材料费及公告费大约需要

2000多元。今年，他们企业的经济
效益并不理想，就主动放弃了。

此外，对于著名商标的评审
标准，一些企业也说出了自己的
看法。据了解，根据《山东省著名
商标认定和保护办法》规定，著
名商标符合条件中包括2个重要
指标：该商标所指商品近3年的
产量、销售额、纳税额、市场占有
率等主要经济指标在本省同类

商品中居领先地位，且具有较广
泛的销售区域；商标所指商品在
本省同类商品中质量和售后服
务优良，在相关公众中具有较高
知名度和良好信誉。

“从规定来看，没有对销售
额、纳税额、市场占有率做具体指
数标准。”一位企业工作人员称，
评审过程难免会融入主观色彩。

本报记者 秦雪丽

程序繁琐缺少硬指标，部分企业主动放弃申报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秦
雪丽) 23日，山东省工商局网
站对外公布《山东省著名商标
续展公告》，公告显示，山东有
158件省著名商标由于未申请
续展或不符合续展要求，不予
认定，其中烟台24家企业失去

“金字招牌”。
公告内容显示：根据《山东

省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办法》
及有关规定，594件著名商标符
合续展要求，予以认定；还有
158件著名商标由于未申请续
展或不符合续展要求，不予认
定。

记者数了一下，烟台有79

件商标通过了续展认定，另有
24件商标未通过续展认定，一
些知名企业也在其中。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规模
较大的知名企业多是因为企业
商标战略的调整等原因，主动
放弃该“金字招牌”，而一些规
模较小的企业，多是因为忘记
申报或申报材料不符规定导致
申报失败。

“我们主动放弃的。”烟台
新海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一位负
责人介绍，他们重新制作了一
个企业LOGO，并申报了“山东
省著名商标”，并一直推广使
用，原来的“新海及图”商标没

有存在的必要了。
据了解，去年烟台有63件

商标通过了续展认定，39件商
标未通过续展认定，相对去年，
今年企业续展的积极性和成功
率都较高。

据烟台市工商局芝罘分
局一位工作人员介绍，目前，

“山东省著名商标”续展情况
已经进入公示阶段，续展未成
功的企业，可明年继续提交材
料申请。另外，未通过续展认
定的商标的使用人将不能再
在其商品及其包装、说明书、
广告宣传等活动中使用“著名
商标”字样。

附：烟台24家不予续展的省著
名商标名单
●烟台冰科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市福山体育器械厂
●烟台瑞龙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隆基集团有限公司
●莱州市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烟台宏利包装工业有限公司
●烟台珍珠机械有限公司
●烟台清韵家纺有限公司
●烟台兆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烟台泰鸿橡胶有限公司
●海阳市宏坤箱包有限公司
●烟台龙达水处理技术有限
公司
●烟台华东电子软件技术有
限公司
●莱阳市江波制药有限责任
公司
●山东鸿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凯思博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山东蔚阳集团有限公司水
泥厂
●山东道恩集团有限公司
●龙口市兴民汽车玻璃厂
●山东康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招源硅胶有限公司
●烟台新海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莱阳市环球塑业有限公司

福山

延伸

一一根根冰冰棍棍下下肚肚，，肠肠胃胃病病又又犯犯了了
医院胃肠炎病号最近扎了堆，医生提醒“霜降”后要注意养胃

本报10月23日讯 (记者
段婷婷) 10月23日是农历二十
四节气之一的“霜降”，这是秋
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天，记者
从港城几家医院获悉，近几天，
因胃病复发到医院就诊的患者
逐渐增多。医生提醒，此节气为
脾脏功能旺盛时期，易导致胃
病的复发，要特别注意从运动
保健入手，养护好自己的胃。

23日上午9点左右，毓璜顶
医院内分泌科门诊外人满为患。

“真没想到，吃了支雪糕，胃病就
犯了。”家住芝罘区奇山小区的

潘女士告诉记者，她以前得过慢
性胃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胃病好了，可没想到就因为吃了
冰箱里剩下的一只雪糕，把多年
不犯的胃病给引了出来。

毓璜顶医院内分泌科主治
医师周医生介绍，近几天，患胃
肠炎的病人明显增多，每天能接
诊二三十例胃病患者，霜降过
后，随着气温的下降，患者会逐
渐增加。随后，记者又从烟台山
医院了解到，胃病患者也有增多
趋势，患者多是老人和小孩。

“霜降节气，脾脏功能处于

旺盛时期，易导致胃病的发
生。”毓璜顶医院中西医结合科
主任医师娄桂兰告诉记者，深
秋外出气温较低，且难免吸入
一些冷空气，引起胃肠粘膜血
管收缩，破坏了胃肠粘膜的防
御能力，对溃疡的修复不利，还
会导致新溃疡的出现，胃病讲
究“三分治，七分养”，紧张的工
作之余注意劳逸结合，保持心
情愉快，才能使胃得到有益的
调节。

烟台山医院内分泌科副主
任医师孙彩霞介绍说，运动可以

增加呼吸的深度与频率，促使隔
肌上下移动和腹肌较大幅度地
活动，从而对胃肠道起到较好的
按摩作用，改善胃肠道的血液循
环，加强胃肠道粘膜的防御机
制，特别对于促进消化性溃疡的
愈合有积极的作用。

“此外，胃病患者的饮食应
以温软淡素为宜，做到少吃多
餐、定时定量，保证胃中经常有
食物中和胃酸。”孙彩霞说，针
对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胃病症
状，可以在粥的材料上加以调
整，这样就能事半功倍。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蒋慧
晨 通讯员 王延卫) 记者了解
到，福山区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领取
2013年度第二次认证工作已经进
入收尾阶段，完成了八成，认证时
间截至本月31日。未参加认证工作
或手续不全的人员，从下月起停发
养老金。

据福山区农村养老保险服务
大厅的工作人员介绍，认证有2种
方法。一种是由本人到福山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服务大厅现场认证，携
带身份证按手印即可；针对部分行
动不方便或在外务工等市民，可将
本人与近期任意一份报纸合照的
照片连同身份证照片发至福山区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处服务邮箱(邮
箱地址：fsnbsyc@163 .com)，由工作
人员确认后完成认证工作，或者委
托他人携带上述照片或电子版照
片到福山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服
务大厅现场认证。

基本养老保险
认证截至月底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孙健 通讯
员 盛春子) 22日，记者从烟台国际机
场了解到，自10月27日起，烟台机场执行
冬春季航班，至次年3月29日结束。与夏秋
季航班相比，新航班增加了部分线路。

新的航班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基本保
持夏秋季航班所飞航线外，增加了温州及
海口航线，由山东航空公司执飞。具体详
情请咨询烟台机场售票中心电话6299999

及烟台机场问询处电话6299666。

机场27日起
执行冬春季航班

3两重海参
拉出2米长

近日，第二届中国·济南国
际农产品交易会在济南市舜耕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烟台的东
方海洋三文鱼、天源水产大菱
鲆、宗哲养殖有限公司黄盖鲽、
泰华海珍品有限公司即食鲍
鱼、京鲁渔业墨鱼丸5个产品荣
获“畅销产品”奖，获奖数量占
总奖数1/4。

利用展会，烟台市举办了主
题日活动，海参拉皮让消费者大
开眼界。1只3两重的海参，拉长2

米拉宽半米，皮薄得能透过去看
字。 通讯员 谭孝 本报记者

李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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