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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城事

头条链接

““威威海海知知名名商商标标””有有了了““新新杠杠杠杠””
2014年1月1日起可申请，有效期为3年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李
孟霏) 日前，威海市政府首次下
发了《关于印发威海市知名商标
认定和保护办法的通知》，已获
通过的《威海知名商标认定和保
护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共三
十二条，规定了知名商标的认定
程序、认定条件以及撤销知名商
标的情形，明确了知名商标权利
人的权利和义务。自2014年1月1
日起，《办法》施行，有效期至
2018年12月31日。

《办法》中规定，知名商标认
定应当符合以下条件：该商标为
国内注册商标，且商标所有人的
住所或者商标所指商品的产地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初级农产品
和服务业商标自核准注册之日
起连续2年依法使用，其他商标
依法连续使用满3年且核准注册
满2年半，且商标权属无争议；该
商标所指商品在本市同类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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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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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同
类商品中居领先地位，且具有
较广泛的销售区域；该商标所
有人、使用人近3年未发生过侵
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以及其
他严重违法经营行为，企业信
用良好；该商标所有人、使用人
有严格的商标使用、管理和保
护制度。

知名商标一经公告，商标

所有人、使用人可以在业务活
动中使用“威海市知名商标”的
字样或标志；被认定为知名商
标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优先
推荐申请山东省著名商标、中
国驰名商标。

“该《办法》出台后，将进一
步提高威海市知名商标的影响
力，推动全市品牌经济发展、打
造威海制造业品牌集群。”威海
市工商局市场监管科一位工作
人员说。

瞄瞄准准““双双蛋蛋节节””旅旅行行社社推推新新迎迎客客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李

孟霏) 随着“圣诞”和“元旦”的
到来，不少旅行社纷纷盯准这
一购物档期，推出新品线路。8
日，记者从市区多家旅行社了
解到，为了应对新《旅游法》限
制购物的条款，一些旅行社开
启私人定制模式，让游客多选
择出行。

中国国旅市场部一位工作
人员称，过去，他们都会推出港
澳购物游，价格在 2 0 0 0 元—
4000元之间，今年取消了“购

物”游，推出了“纯玩”游，“价格
在3000元以上，购物的行程都
被取消了，价格也随之涨了。”
此外，这名工作人员还透露，由
于每年岁末，去香港的游客主
要目的是购物，因此对于他们，

“纯玩”游线路反倒不受宠，与
之相应，游客想出了很多新模
式来应对这一需求，“有些市民
或者单位想去香港购物，为此，
我们推出了香港自由行行程，
提供1980元的往返机票，不提
供导游服务。”

同样是年终岁末购物者比
较青睐的韩国游，也在岁末档
期闻风而动。中国旅行社的一
位工作人员说，他们目前针对
韩国推出了自由行和定制游两
种线路，供市民选择，自由行是
1780元，主要提供往返机票，行
程中的吃住完全自理，没有导
游。定制游在3000元左右，除了
提供往返的机票外，根据顾客
的要求，导游灵活服务。“如果
你当天的行程是购物，那么你
就自由活动就好，但如果你想

去当地的一些景区，我们导游
将陪同讲解，根据顾客的需要
来。”该工作人员说。

“圣诞、元旦一直是购物的
热门季节，而香港、澳门、韩国
是威海人出游比较集中的地
点，以往都是12月15日左右迎
来报名高峰期，但今年情况不
好说，旅行社主要提供的是纯
玩游，单纯想要购物的市民可
能会更青睐组团出游。”市区海
滨北路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
说。

知名商标
多行业评审

申请知名商标企业在经过初
步审核后，将由市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组织设立知名商标评审委员
会。评审委员会由不少于20人的
经济、法律、科技及相关行业的专
家组成。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
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
担任。评审知名商标应当由评审
组的全体委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
表决，获半数以上通过的，拟认定
为知名商标。经评审通过拟认定
为知名商标的，由市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在市级主要媒体上公示，
公示期15日。

知名商标有效期为 3年，自
发布认定公告之日起计算。有效
期满前 3个月内，知名商标所有
人可以向所在市区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提出续展申请，并报送续展
申请材料。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
定条件的，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应当予以确认并公告。每次续展
的有效期为3年。

南南海海港港二二期期建建俩俩五五万万吨吨泊泊位位
一期工程近日收尾，二期工程还将建5万吨级航道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王
天宇 通讯员 刘昌勇 ) 近
日，南海新港一期工程进入收
尾阶段，二期工程启动施工，
二期工程主要建设两个5万吨
级泊位、全长3677米的防波堤
和5万吨级航道工程。

12月 7日，十几辆重型卡
车沿着5公里引堤驶向南海新

港最南端，将土石抛进大海，
施工队正抢抓有利天气修建防
波堤。“二期工程主要建设2个
5万吨级泊位以及全长3677米
的防波堤和 5 万吨级航道工
程。目前防波堤已修建了 200
米 ，平 均 每 天 可 向 前 推 进 3
米。”南海新港负责人介绍，新
港共设大小泊位94个，远期将

建成 30万吨级的大型综合性
港口，年通过能力3 . 5亿吨。建
有 2个万吨级泊位、设计年通
过能力107万吨的一期工程进
展顺利，5公里引堤、10万平方
米陆域回填已经完工，4台门
座式起重机也已安装调试完
毕，正在进行港务调度中心、
机修车间以及堆场硬化等工程

建设。
威海南海新区管委负责人

说，南海新港是南海新区发展
产业的强力支撑，也是对外开
放的重要窗口。目前，已有 10
多家世界或中国500强企业及
上市公司进驻，100多个过亿
元的大项目落地，初步形成了
完善的蓝色产业体系。

本报12月8日讯 (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龙荣范)

日前，记者从威海人社局获
悉，市属卫生事业单位招聘报
名结束，1666人报名成功。由
于达不到规定比例，本次共有
60个岗位77个计划因无人报
名而取消，有14个岗位因报名
人数与招聘计划达不到1：3比
例而相应核减计划35个。这些
岗位之所以乏人问津，主要是
招聘门槛高、专业性较强。

此次网上报名结束后，报

名人数达不到1:3比例的招聘
岗位，计划招聘1人的，取消招
聘计划；计划招聘2人以上的，
按1：3的比例相应核减招聘计
划。据人社局工作人员统计，
招聘报名中，最终缴费的有效
报名人数为1666人，威海市立
医院的病理科技术岗位、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医生、临床营养
科医生、威海市文登中心医院
的感染性疾病科医生、心胸外
科医生等取消招聘计划岗位，
威海市立医院病理科诊断医

生、超声医生、皮肤医疗美容
科医生等核减招聘计划岗位。

威海人社局工作人员提
醒，威海市市属卫生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初级岗位笔试将于
12月14日举行，考生可在12
月12日上午9:00—12月13日
17:00登录报名网站打印笔试
准考证。中、高级岗位根据岗
位要求采取专业知识笔试、专
业技能测试或专业答辩等专
业测试方式，具体测试方法和
时间另行公告。

12月9日为“世界足球日”，
日前，望岛小学打破冬季户外
运动的沉寂，以“阳光足球日，
快乐你我他”为主题，组织学生
开展了内容多样、激发足球兴
趣的户外活动。图为小学生在
开展足球知识竞答。

本报记者 王天宇
通讯员 苗婧雯 王秉龙

摄影报道

““快快乐乐足足球球日日””

市属卫生事业单位招聘

7744个个岗岗位位被被取取消消或或核核减减招招聘聘计计划划

若提供虚假资料
3年内不能再申请

除了对拥有知名商标的企业
加强保护外，工商部门还对企业
加强管理，如出现下列情形，将由
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撤销其知名
商标并予以公告：以提供虚假文
件、材料等欺骗手段取得知名商
标的；在知名商标有效期内，该知
名商标所指商品的质量和售后服
务差，或者其产量、销售额、纳税
额、市场占有率等主要经济指标
严重下降的；擅自超越所核定的
使用范围，责令其限期改正而拒
不改正的；逾期未申请续展，或者
申请续展后经审查不符合本办法
第六条规定条件的；具有其他严
重违反商标使用管理规定或其他
违法行为的。

知名商标所有人若提供虚假
文件，此后3年内，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不得重新受理其认定申请。

记者 李孟霏

乳山用电申请
化繁为简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宋小辉 宋军志 )

为能够更好解决企业供电难
题，减少用户不必要的奔波，乳山
市供电公司对用户用电申请实行
化繁为简，变被动为主动。

简化用电审批手续基础上，
乳山供电公司实行多方面服务，
如主动走进企业，详细了解用户
需求；主动派技术专工走进企业，
提供指导，将隐患消除源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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