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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乔）4 月 25
日，在世界知识产权日即将到来之际，
市高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重庆
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白皮书。
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2018年，重
庆法院共受理一、二审知识产权案件
10435件，其中新收一、二审知识产权
案件 10007 件，同比分别增长 67%、
72.8%。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9926
件，同比增长70.6%。

“从整体情况看，重庆法院知识产
权案件呈现受理案件数量持续高速增
长、新类型案件数量增多、著作权纠纷
占比高、专利和技术合同等技术类案件
增长快四大特点。”市高法院相关负责
人介绍，近三年来，重庆法院受理知识
产权案件分别为 4666 件、6248 件、
10435 件 ，分 别 比 2015 年 增 长
57.85%、111.37%、253%，案件呈持续
高速增长态势，受理案件数量连续三年
位居西部地区第一。

“近年来，我们受理的新类型案件
数量不断增加，且涉及多个国内外知名
公司。”该负责人介绍，包括时间戳等电
子证据的认定、行为保全中“损失难以
弥补”的把握、恶意注册商标的判断、商
业秘密保密性的标准等。同时，既涉及
美国奥多比公司、法国欧特克公司等国

际公司，也包括力帆、重庆小康等本土
知名企业。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近三年著作
权纠纷占比高，涉KTV音乐电视作品
著作权侵权案件呈现数量大、调解难等
新特点。”该负责说，新收知识产权案件
中仍以著作权纠纷案件居多，占比为
86.3%。其中多为KTV经营者向集体
管理组织缴纳许可费用后，其曲库中包
含有未加入集体管理组织的权利人的
音乐电视作品，该类权利人起诉KTV
经营者，要求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据

统计，2018年，重庆法院共受理该类案
件 5109 件，审结 5037 件，结案率
98.6%，判决结案1801件。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法院大力加强
智慧法院建设，“知识产权纠纷类案智
能专审平台”初见成效。该平台在分步
实现网上立案、批量化立案的同时，借
助计算机智能提取技术，将相关信息导
入法律文书模板并自动生成相关法律
文书，实现要素化、信息化审理，提高审
判效率，促进知识产权审判与智能化的
深度融合。2018年，该平台已成功受理

涉及KTV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2864
件，审结2527件，结案率88.2%,其中判
决结案1704件，调解撤诉结案823件。

另外，2018年重庆法院共受理专
利纠纷、技术合同纠纷案件673件，同
比增长109%。为有效应对技术类案
件的快速增长，重庆法院认真贯彻落实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专
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
的决定》，及时做好专利等上诉案件诉
讼程序衔接，确保相关工作有序推进、
平稳过渡。

《重庆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白皮书发布
重庆法院去年受理知识产权案件10435件 受理案件数量连续三年位居西部地区第一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4 月
25 日，在全市商贸流通领域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推进会暨专题培训会上，我市
8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
获授牌。

这8家专业市场分别是重庆市龙
水五金市场、重庆市陈家坪机电市场、
重庆市外滩摩托车配件交易市场、重庆
市渝派精品服饰城、重庆西部书刊交易
市场、重庆聚信美家居有限公司、重庆

云环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铠
恩国际家居名都经营有限公司（重庆家
具交易市场），在西部地区的国家级知
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中数量占比达
到50%。

“这些专业市场在知识产权保护和
管理方面都做了很多有益探索。”该负
责人表示，比如外滩摩配市场，将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和互联网电商平台结合起
来，和宗申集团合作参与建设了国内最

全面、最权威的汽摩电商平台“动力24”
（汽摩巴巴）和“汽摩电子交易所”，平台
上所销售产品条码直接和国家质检部
门对接联网，实现线上、线下交易融合，
挤压掉次品和假冒品的生存空间。

据悉，下一步，我市还将对商贸流
通领域开展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
推进电子商务、家居建材知识产权纠纷
调解机构建设，引导行业自律，促进企
业提高知识产权管理、保护水平。

我市8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获授牌

本报讯 （记者 杨艺）为响应公安
部“净网2019”专项行动要求，4月25
日，腾讯旗下的网络诈骗、传销等违法
违规举报受理平台——腾讯110与重
庆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在腾讯
西南总部达成合作协议，共同成立“西
南净网安全宣传中心”并举行挂牌仪式。

据悉，腾讯110团队于2017年成
立并落户重庆，此次与重庆市警方合作
成立西南净网安全宣传中心，是继
2018年11月腾讯与重庆市公安局达
成战略合作意向后，腾讯与重庆公安的
进一步深化合作。

重庆日报记者获悉，此前，双方已

就警务大数据平台体系建设、民生警务
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合作。在实际警务
工作中，腾讯110平台多次助力重庆市
公安进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如2018
年8月，腾讯110联合腾讯守护者计划
助力重庆警方破获“荐股”诈骗系列团
伙，共打击犯罪团伙6个，捣毁窝点7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31名，缴获作案
电脑400余台，作案手机600余部，冻

结涉案资金1800余万元。
重庆市公安局网安总队副总队长

韩宇介绍，接下来重庆警方和腾讯110
团队，将按照公安部净网2019专项行
动总体部署，依托“西南净网安全宣传
中心”，探索警企合作机制，创新宣传形
式，联合开展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
进家庭活动；多渠道全媒体积极开展线
上线下网络安全宣传；定期推出《西南

地区网络安全反欺诈专题报告》；打造
网络安全校园联盟，面向广大网民，特
别是青少年群体开展网络安全教育，提
高整体网络安全意识等。

腾讯110平台运营团队落户重庆
后，规模由最初的20人增至300人以上，
累计用户量达6649万，累计受理有效举
报量 1813 万，账号打击精准度为
100%。腾讯110高级总监程刚介绍，未
来，腾讯110还将与重庆市公安局做举报
联合打击项目试点，提升办案效率及精
准度，加强用户安全宣传教育，助力重庆公
安保护群众网络信息安全，切实提升人
民群众在互联网上的获得感和安全感。

腾讯110与重庆警方合作

西南净网安全宣传中心成立

据新华社太原 4 月 25 日电 （记
者 马志异）续范亭，1893年11月出
生于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西社村。
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1
年辛亥革命时，续范亭任革命军山西忻
代宁公团远征队队长，并一举攻克大
同。后组织西北护国军，讨伐袁世凯。
此后，续范亭参加由冯玉祥组织的国民
军，任第三军第六混成旅旅长及国民联
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续范亭反
对对日妥协，呼吁抗日，先后任西安绥
靖公署驻甘肃行署参谋长、陆军新编第
一军参谋长、中将总参议。1935年，日
本策动华北事变，续范亭深感民族危机
日重，亲赴南京呼吁抗日，但蒋介石顽
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拒不接
受。苦闷惆怅、救国无门的续范亭在中
山陵前剖腹自戕，冀以一死唤醒国人。
他在《告民众书》中说：“余今已绝望，故
捐此躯，愿同胞精诚团结，奋起杀敌。”

幸而遇救的续范亭，开始与蒋介石
卖国政府彻底决裂，并继续探求救国救
民的道路。在杭州疗养期间，他开始研
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进步书刊，赞同
共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经
共产党员南汉宸引见，续范亭同周恩来
进行了长谈，并被共产党人以国家民族
利益为重的政治远见折服，坚定了自己
拥护共产党的信念。

1937年9月，续范亭任第二战区
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
委员，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建山西新军，
全力支持山西抗战。续范亭在太原沦
陷前来晋西北，兼任山西第二区保安司
令，后任暂编第一师师长，与八路军一
二〇师贺龙、关向应将军等合作，开展

游击战争及群众运动，共同建立晋西北
抗日根据地。1939年末，蒋介石掀起
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发动“十二月
事变”，密谋消灭晋西北抗日武装。续
范亭亲赴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通
报情况，研究对策，并参与指挥反击国
民党顽固派的战斗。1940年1月，山
西新军成立总指挥部，续范亭任总指
挥，同时担任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晋
西北行政公署行署主任。

1940年冬，日军对晋西北根据地
实行残酷的大扫荡，续范亭率行署机关
日夜转战，积劳成疾，但他以惊人的毅
力靠在病榻上批阅公文，处理紧急事
宜。由于病情不断恶化，中共中央将他
接到延安医治。养病期间，他仍然不忘
抗日救国，撰写了大量声讨反动派的檄
文。面对阎锡山对八路军的恶毒诬蔑，
续范亭写出了《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
一封五千言书》，痛批阎锡山的丑恶行
径。

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续范亭
在随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机关撤离途中，
病情加剧，9 月 12 日病逝于山西临
县。1947年9月13日，续范亭被追认
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续范亭：剖腹明志 呼吁全民抗日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 4 月 25
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25日在俄罗
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与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举行会晤。普京在会晤后
表示，俄罗斯将继续致力于缓和朝鲜
半岛紧张局势。

普京和金正恩当天在符拉迪沃
斯托克远东联邦大学举行一对一会
晤。会晤持续近两个小时，大大超过
原定的50分钟时间。双方政府官员
随后参与扩大会议。

普京在会晤后说，双方就如何让
半岛局势拥有更广阔的前景进行了
讨论。

金正恩说，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
题进行了讨论。他表示，希望同普京

继续保持“有益、建设性的”对话。
普京在会后的晚餐上说，俄方坚

持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并将继
续致力于缓解半岛紧张局势，巩固整
个东北亚地区安全。

普京在晚餐后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说，半岛问题相关方应该尊重彼
此利益，才有机会解决半岛问题。遵
循国际法、放弃“拳头法”是解决半岛
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关键。

应普京之邀，金正恩24日抵达
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始对俄罗斯进行
访问。这是金正恩自2011年当政以
来首次与俄罗斯总统举行会晤。

（参与记者 张骁 白雪骐
张若玄）

普京与金正恩举行会晤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4月2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体育局获悉，国
家轮滑（滑板）全项目赛训基地在万盛
经开区开工。

据了解，该赛训基地占地约350余
亩。作为全国首个全项目轮滑赛训基
地，该基地建成后不仅将对市民开放，
还将承担花样轮滑、高山速降、轮滑回

转、自由式轮滑、单排轮滑球、双排轮滑
球、极限轮滑、滑板、速度轮滑、轮滑阻
拦赛等10个国家队的赛训任务。

市体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该赛训
基地建成后，除了保证国家队和重庆队
的专业训练外，还可举办国际国内全项
目轮滑锦标赛和相关群众赛事，并广泛
开展项目培训和推广。

全国首个全项目轮滑赛训基地在万盛开工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4月2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政府举办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2019·第八届中国乌江
苗族踩花山节暨中国·彭水水上运动大
赛（以下称“一节一赛”）将于5月12日
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拉开帷幕。

彭水旅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活动将围绕“欣赏水上运动·体验民
族风情”这一主题，贯穿“中国乌江苗族
踩花山节”“中国彭水水上运动大赛”两
条主线，策划、组织系列节赛活动共计
2大类19大项30个子活动，整个活动
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5月12日，彭水将在蚩尤九黎城
举办蚩尤祭祀大典以及万人踩花山2

项主活动。5月12—16日，第九届中
国摩托艇联赛“太极水杯”重庆彭水大
奖赛暨中美澳艺术滑水精英赛也将在
县城水域内激情开赛。

除这3项特色活动外，今年彭水还
策划了苗歌会、苗族集体婚礼、旅游扶贫
嘉年华、漂流大赛、情书大会等配套活
动，以丰富节赛看点，提高游客参与度。

该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彭水县依
托“民族、生态、文化”着力推动旅游与
文化、体育、农业等深度融合发展，旅游
综合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影响力不断扩
大，去年全县累计接待游客2529万人
次，同比增长20.72%，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111.8亿元，同比增长21.83%。

彭水“一节一赛”将于5月12日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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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出让年限商业40年、办公40年、住宅50年、工业50年予以公告，公告

时间为2019年4月26日12：00－2019年5月16日12：00。公告时间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将择日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公告时间内
有1家申报的，将挂牌出让。招标拍卖日期另行通知。请有意受让者在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索取出让具体要求和相关资料并进行报名，联系电话：023-63628117，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
栋，联系人：王先生。出让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商业、住宅类

序号 土地位置 用途 土地面积
（㎡） 总计容建筑

面积（㎡） 最大建筑
密度 绿地率 出让价款起始价

（万元） 备注

19049

19050

备注：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

两江新区两路组团I分区I2-4/03、
I3-3/03、I4-1/04、I4-3/04号宗地
巴南区李家沱-鱼洞组团Q分区

Q17-1/03号宗地

二类居住用地

商业用地、商务用
地、二类居住用地

94701.6

26890

≤134396.8
≤75292

≤30%
≤45%

≥30%
≥30%

73919

28611

在区外读满小学修业年限、确需回
渝中区升学的户籍毕业生，由法定监护
人持学生与其法定监护人同一户口簿原
件、复印件，就读小学开具的系今年毕业
的证明（含学籍号），于5月5日至5月
10日（双休日除外）到渝中区教委基础
教育科（渝中区八一路39号，7011室），
进行小学毕业升初中的志愿填报。逾期
未进行志愿填报的，不能参加小升初抽
签派位，由我委统筹安排到有学位的中
学升学。

重庆市渝中区教育委员会
2019年4月26日

重庆市渝中区教育委员会通告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25日在俄远东城市符拉
迪沃斯托克举行会晤，双方围绕朝鲜
半岛核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
了磋商。

分析人士认为，在朝美对话出现
波折之际，俄朝领导人会晤或将有助
于推动朝核问题的解决。通过此次会
晤，朝鲜将在未来半岛无核化进程中
增加与美国谈判的筹码，而俄罗斯将
通过推动解决朝核问题等方式，向外
界展示其在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

协调立场
金正恩24日傍晚抵达符拉迪沃

斯托克，开始对俄罗斯进行访问。这
是金正恩今年再次被推举为朝鲜国务
委员会委员长后的首次出访，也是金
正恩自2011年当政以来第一次与俄
罗斯总统举行会晤。朝俄两国领导人
上一次会晤是在2011年8月，时任俄
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布里亚
特共和国与金正日会晤。

会晤结束后，两国领导人共进晚
餐。普京说，俄方坚持和平解决朝鲜半
岛核问题，并将继续致力于缓解半岛紧
张局势，巩固整个东北亚地区安全。

金正恩说，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
题进行了讨论。他表示，希望同普京
继续保持“有益、建设性”的对话。

在晚餐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普京表示，半岛问题相关方应该尊重
彼此利益，才有机会解决半岛问题。
遵循国际法、放弃“拳头法”是解决半
岛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朝中社和朝鲜劳
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等官方媒体均
打破此前通常只在领导人访问结束后
进行报道的惯例，对此次访问进行了
及时报道。观察人士认为，这显示朝
方希望高调宣传金正恩的此次出访，
以此提升朝鲜的国际形象。

当前，朝鲜半岛形势总体呈现积极
势头。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
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王俊生表示，俄朝通
过此次会晤就半岛无核化等问题协调

立场，可进一步打消朝方在无核化进程
中的疑虑，有助于增强朝方信心，促使
其坚守对实现半岛无核化的承诺。此
次会晤后，俄方可能会在推动解除对朝
国际制裁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也
将增强俄罗斯在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

任重道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4日表

示，朝鲜和俄罗斯都是中国的友好邻
邦。中方乐见朝俄加强高层往来，增
进双边合作，相信这有助于朝俄关系
进一步发展，也有利于半岛和地区的
和平与稳定。

从历史上看，由于美朝双方长期
缺乏互信，同时在政治对话解决半岛
无核化问题上缺乏协调沟通，使得六
方会谈等旨在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对
话机制屡屡中断。

分析人士指出，去年以来，朝核问
题有关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协调，为维
护半岛和平稳定携手做了大量工作，
半岛局势出现缓和与各方努力密不可

分。不过，美朝两国在解除对朝制裁
和无核化措施方面的分歧始终未消，
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依然任重道远。

随着今年2月朝美领导人河内会
晤无果而终，两国在无核化问题上的
分歧再度凸显。俄罗斯前驻韩国大
使、智库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
席伊瓦申佐夫表示，朝美领导人河内
会晤后，朝鲜半岛安全问题的解决需
要新的动力，而俄朝领导人的本次会
晤将为此提供助力。

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亚洲与亚太研
究中心研究员洛博夫认为，就解决朝
核问题打造多边机制，符合俄罗斯在
东北亚地区的长期利益，有助于巩固
目前达成的协议并推进新协议的签
订。俄方可以在这方面为推动半岛局
势持续缓和发挥积极作用。

王俊生认为，朝核问题难以解决
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半岛的冷战格
局，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才是消除冷
战格局的有效方式。中方此前提出的

“双轨并行”思路按照同步对等原则，
同时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
和平机制，这正是推动半岛和平进程
的有效路径。

（参与记者：江亚平、于荣）
（新华社莫斯科4月25日电）

俄朝领导人会晤聚焦半岛无核化
新华社记者 李奥 白雪骐 张若玄

4月25日，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俄罗斯总统普京（右）与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握手。 新华社/卫星社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4月2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委宣传部获悉，
经广泛推荐、评选，每年清理一次长江
堤坝淤泥，一直坚持了13年的钟克胜、
黄亚林夫妇等20位身边好人登上第
81期“重庆好人榜”。

我市的“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自开展以来，受到广大群众和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截至目前，已开展
81 期评选，共推出 2066 名“重庆好

人”，其中有200余人荣登“中国好人
榜”，展示了“重庆好人”风采。好人们存
好心、做好事、当好人，坚持“润物细无
声”的日行一善，聚沙成塔，筑起了道德
精神的高楼，为引领社会风尚，传递正能
量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些好人就在你我
身边，他们的事迹或许并不轰轰烈烈，
但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真诚无私的大爱，
充分诠释了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

第81期“重庆好人榜”出炉

本报讯 （记者 杨骏）4 月 25
日，市招商投资局发布了重庆的招商投
资品牌“欣渝汇”。

招商引资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
重要环节。据介绍，近年来，随着重庆
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营商环境的优
化，招商引资的成效也逐步提升。但
是，重庆各部门、区县在招商时没有统
一的品牌，较为“散乱”。为此，我市特
发布重庆招商投资品牌“渝欣汇”，就
是希望让重庆各区县、部门在招商引
资时，能够有一个统一的“冠名”。通
过这样的方式，让重庆的招商形成聚
力。

“比如，A部门要举行一个推介会，
可以用‘欣渝汇·A’的名义，B区县要
进行招商时，也可以用‘欣渝汇·B’的

方式来冠名。”市招商投资局工作人员
介绍，借助这一品牌，重庆的招商资源，
也能实现一定程度上的整合。

事实上，国内不少城市都已相继发
布自己的招商引资品牌。比如成都的

“菁蓉汇”、武汉的“青桐汇”、西安的“秦
英汇”等。市招商投资局副局长付嘉康
表示，他们在前期调研时发现，统一的
招商引资品牌，对城市招商有明显的促
进作用。

“我们预计在5月份会正式上线微
信公众号、App等平台。到时候，外界
想联系我们也更加容易。”付嘉康说，同
时，市招商投资局将以“欣渝汇”为品牌
基础，搭建更多的线下平台，比如路演、
合作对接等，让落户重庆的项目得到更
好的服务。

重庆发布招商投资品牌“欣渝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