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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丁昌玉）“为
了更好地发挥知识产权在‘两聚
一高’、经济转型升级中的作用，
我市以创建更高水平的国家知识
产权示范城市为抓手，以提高质
量和效益为中心，着力推动知识
产权工作提质增效，全面提升全
市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
理和服务能力。”在知识产权日到
来之际，市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
人的一番话，“勾勒”出了我市知
识产权工作的“轮廓”。

大力实施企业知识产权战
略。我市全面提升企业知识产权
战略实施和综合管理水平，完成
了 2014 年度丹阳市级知识产权
战略推进计划项目验收，验收通
过了 32 家；组织企业进行本级
2017 年度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
划项目申报，目前等待拟立项公
示名单，去年有 2家企业获得省
级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项目
（一般项目）立项；指导 2015省战
推一般项目承担单位丹祈高分通
过项目验收；完成 2016年省战推

项目重点项目承担单位万新光
学、一般项目承担单位万乐、迅捷
的中期检查；组织企业申报镇江
市专利密集型企业培育计划面上
项目；江苏乐能电池股份有限公
司获得立项；丹阳企业圣象家居
顺利通过镇江市专利密集型企业
培育计划项目（示范中心）验收。
积极推动国家标准《企业知识产
权管理规范》的贯彻实施，提升企
业知识产权管理水平，指导企业
开展国标第三方认证。截至去
年，新培育国家标准《企业知识产
权管理规范》创建单位 22家，获
得省级贯标优秀企业 1家，通过
达标验收企业 4家，通过国标第
三方认证10家，新增国家知识产
权示范企业1家。

优化专利资助和奖励。我市
仅在 2016 年度专利资助项目资
金共计903.397万元，其中职务发
明资助金额为 752.3070万元，非
职务发明资助金额为 151.09 万
元。继续实行专利资助网上申
报，推进公开、透明和便民，鼓励

企业围绕关键技术开展专利布
局，提高专利申请质量，形成核心
竞争力。为推动企业、高校院所、
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强强合作，培
育和创造一批高价值专利，我市
积极组织丹阳企业申报省高价值
专利培育计划，去年沃得集团获
得立项。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我市扎
实开展“护航”和“闪电”专项行
动，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集
中查处重点专业市场和商贸街
区，去年受理专利侵权纠纷和查
处假冒专利违法案件 212件，其
中专利侵权纠纷案件77件，假冒
案件135件。打造“正版正货”承
诺品牌，吾悦广场成功申报省级

“正版正货”项目，中国国际眼镜
城顺利通过省级“正版正货”项目
验收。通过“正版正货”示范街区
创建工作的深入开展，提高“正版
正货”承诺活动覆盖面，提升“正
版正货”品牌影响力。强化知识
产权维权援助，积极完善中国丹
阳（眼镜）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

建设。畅通举报投诉和维权援助
渠道，帮助企业积极应对知识产
权侵权纠纷，开展诉前调解，建立
多元化纠纷协调处理机制，提升
智力援助水平。

推动企业海外专利布局。我
市积极引导外向型企业增强海外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鼓励外向型
企业申报国外专利，增强应对海
外知识产权风险预防与控制能
力，提升开拓海外市场竞争能力。

深化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去
年，组织参加和举办知识产权大
型宣传活动及培训10次以上，知
识产权培训人数达到 1000 人左
右，其中新培养企业知识产权工
程师 24名，知识产权总监 15名，
内审员55名。

深入推进专利保险工作。积
极动员企业购买 2017 年专利保
险，完成专利执行保险和侵权责
任险投保31件。

由于知识产权工作稳扎稳
打、多点开花，我市全面完成了去
年镇江市知识产权工作年度目

标，即专利申请量为 7020件；发
明专利申请量为 2780件；专利授
权量为 3170件；万人发明专利拥
有量为 13 件；PCT 申请量为 14
件。截止到2017年12月底，全市
专利申请量为 7459件，发明申请
量为 3216 件，专利授权达 3425
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7.75
件。

与此同时，各项殊荣也纷至
沓来。去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公
布了 2016 年度国家知识产权示
范城市工作考核结果，我市在县
级示范市中名列第 4，被评为
2016 年度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
范城市工作先进集体；江苏乐能
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种从制
备纳米球形磷酸铁到碳融合法连
续制备纳米球形磷酸铁锂的方
法”、大亚（江苏）地板有限公司的

“四层实木复合地热地板及其生
产工艺”发明专利被评为第十九
届中国专利奖优秀奖。此外，丹
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功申报
江苏省知识产权试点园区。

跻身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前“四强”

知识产权把丹阳“智”造底色擦得铮亮

本报讯（通讯员 丁昌玉）去
年4月24日上午，国家知识产权
局外观设计审查部副部长贾海
岩向丹阳快维中心颁授了专利
审查受理章、专利审查业务章以
及专利证明文件章，中国镇江丹
阳（眼镜）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
心正式运行。

据介绍，该中心成立一年
来，着力加强人员培训，迅速提
高业务能力；专利申请稳步推
进，预审上报眼镜外观专利 179
件，经国家局初审一次性授权
175件，先后查处假冒专利案件
130 件，调结专利纠纷案件 56
件，所有假冒、纠纷案件已按规
定程序结案；积极开展联合执
法，以重点商贸流通企业为核查
对象，出动执法人员30余人次，
发现专利标记不规范商品 50余
件，有效打击了扰乱市场经济秩
序的违法行为；协调侵权案件审
理，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影响力，
去年 11月 14日，中心巡回审判
庭正式开庭审理厦门雅瑞光学
有限公司诉上海大豪光学眼镜
有限公司丹阳分公司外观专利

侵权一案，此次开庭吸引了大量
眼镜生产企业、经销商及相关从
业人员前来旁听学习，起到了良
好社会宣传效果；先后组织人员
对市内多家眼镜企业进行走访，
发放各类宣传资料700余份。。

今年，该中心将继续抓好专
利申请工作，对未能一次性通过
预审的专利案件，做好分析总
结，加强业务知识的日常学习，
力争专利申报取得“质”、“量”同
步提升；大力提升行政执法能
力。继续组织人员参加执法业
务相关培训，不断提高专利行政
执法人员执法能力和水平，深层
次开展专利行政执法工作；依托
知识产权日等节日，采取集中宣
传和日常宣传相结合的方式，进
一步强化知识产权宣传工作；根
据丹阳市知识产权的发展目标，
提高快维中心的服务质量和对
知识产权的保护能力，提供知识
产权分析与评议服务、建立知识
产权侵权案例库、建立知识产权
人才库、专家库并进行维护、择
时发布专利导航城市创新发展
质量报告等。

快维中心运行一年结硕果

2017年11月14日，厦门雅瑞光学有限公司诉上海大豪光学眼镜有
限公司丹阳分公司外观专利侵权案在南京知识产权法庭（丹阳）巡回审
判点开庭。（通讯员 刘杰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马玲玲）去
年以来，我市高度重视商标工
作，商标申报扎实推进，商标注
册再创新高，品牌创建成效显
著，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春景。

据了解，去年，市政府获江
苏省“金风奖”，“圣象集团有限
公司”获“金帆奖”，成为首批“为
品牌江苏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
政府和企业；指导 1家企业申报
驰名商标，申报著名商标 46件，
知名商标 51 件，成功认定知名

商标46件；新申请商标4091件，
新注册 1982 件，目前共有有效
注册商标13452件；引导10家企
业申报 20件马德里国际商标注
册，各项指标名列镇江地区县级
市第一；查处商标侵权案件 51
件，案值 45.89 万元，罚款 78.66
万元；丹阳市超硬材料产业获江
苏省第二届产业集群品牌培育
基地，我市省级产业集群品牌培
育基地达2个、市级3个，开展了
航天航空产业园和出口五金工

具产业园护航品牌行动，推动出
口五金工具质量安全示范区创
建工作。

此外，我市还组织参加了镇
江市工商局和法院联合主办的
全市商标疑难案件研讨；组织申
报著名商标企业参加 2017年江
苏省品牌管理专业人才培训；针
对“管好眼镜市场零售配镜质
量，提升丹阳眼镜美誉度的提
案”，制订方案推动眼镜市场品
质的提升。

全市商标工作“百花齐放”

本报讯（通讯员 刘杰） 4月25
日，市知识产权局、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镇江律协知识产权与电子商务
业务委员会、江苏万善律师事务所
在吾悦广场开展“4·26”世界知识产
权日主题宣传活动。

市知识产权局、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设置了宣传咨询台，集中对《专
利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法律法
规核心内容进行宣传。镇江律协知
识产权与电子商务业务委员会、万
善律师事务所设置了免费咨询点，
从专业的角度现场解答市民提出的
知识产权维权方面的问题。通过此
次宣传活动，引导市民学习知识产
权知识，树立创新理念，增强保护
产权意识，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4·26”广场宣传活动火热举行

市知识产权局举办系列主题培训班
本报讯（通讯员 丁昌玉）4

月 18 日，我市“4·26”知识产权
系列主题培训——丹阳市专利
资助政策培训班在皇塘镇举行，
拉开了丹阳市第 18个知识产权
宣传周的序幕。

本次培训由丹阳市知识产

权局有关负责人针对丹阳现行
的专利资助政策进行介绍，对企
业该如何申报、申报条件及流程
等重点环节进行了详细讲解。
最后，参训人员就企业在知识产
权方面的相关问题与相关负责
人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取得了良

好的培训效果。
此次培训是我市“4·26”知

识产权系列主题培训之一，之后
知识产权局还将举办电商维权、
外观侵权判断等主题培训班，为
企业提供精准服务，使丹阳市企
业增强意识，提高维权能力。

2018年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变革的动力：女性参与创新创造

知识产权日宣传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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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热播

罗晋与“学霸师妹”展开生死逃亡

本世纪初，《玉观音》《永不
瞑目》曾引爆了一波“缉毒+恋
爱”题材的电视剧风潮，但近年
荧屏上却难得一见。近日，由郑
晓龙担任艺术总监，余淳执导，
罗晋、潘之琳、曹征、张晨光等领
衔主演的电视剧《真爱的谎言之
破冰者》在东方卫视热播，此类
题材终于回归，并收获了不俗的
收视率和口碑。

这也是罗晋自《锦绣未央》
播出之后再度亮相荧屏，与他搭
戏的是同校学霸师妹——北影
表演系硕士潘之琳，再加上实力
派演员张晨光和曹征，演员阵容
可圈可点。但该剧首播几集也
暴露了一些叙事逻辑和漏洞的
问题，就看这部长达44集的剧集
播到结尾时能填多少坑了。

缉毒过程，悬念重重
缉毒题材剧通常分两条线

索展开，一边是警方破案，另一
边是卧底潜伏。《真爱的谎言之

破冰者》同样依循此套路，开篇
就将两条线索和盘托出：都市白
领谭逗逗(潘之琳饰)收到一个装
有冰毒的快递，寄件人是她消失
了七年的前男友靳远(罗晋饰)。
为探寻真相，谭逗逗一边寻找靳
远，一边尝试摆脱警方的跨省追
击。而靳远则周旋于以乔梁(曹
征饰)为首的缉毒警察和蔡炳坤
(张晨光饰)为首的毒枭之间。

该剧编剧蒋丹从 2013年开
始搜集素材，先后前往浙江、湖
南进行调研。谈及创作灵感，蒋
丹表示，该剧源于一个真实案
件。对于剧名，她如此解读：“这
确实就是一场谎言。从爱情层
面来说，靳远为了保护心爱的女
人，所以精心编织了谎言；从更
深一层的禁毒工作来说，也是一
个谎言。而这些谎言都是基于
爱。”

恋爱戏份，高糖不断
与《永不瞑目》《玉观音》相

比，《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的时
尚元素主要表现在男女主角的
恋爱戏份上。剧中，“甜蜜回忆”
与“重拾旧欢”不断切换，打破了
缉毒题材的沉闷感。回忆戏份
主要讲述靳远对谭逗逗的伤害，
两人经历了大学时的纯爱，但在
结婚前一天靳远却不告而别，一
消失就是七年。谭逗逗痛不欲
生，一直在等他一个合理的解
释。在等待的过程中，她记忆里
全是两人甜蜜的细节，“亲亲、抱
抱、举高高”的校园纯爱场面一
个也不少。谭逗逗还记得靳远
曾说过：“只要我还爱吃花生，就
说明我还爱着你。”

而在“现在进行时”阶段，谭
逗逗被藏毒包裹连累，靳远得知
后心疼不已，于是对她说：“把我
当个陌生人，再相信我一次。给
我三天，还你清白。”两人重逢后，
重新经历了一次磨合过程，其中
充满了笑料和温馨。比如，靳远
为谭逗逗点好早餐，并体贴入微
地为她亲手挑葱花，谁知道谭逗

逗却表示自己已经改了口味，靳
远不知话中有话，还一脸蠢萌地
把葱花倒回碗里递给对方。

演员阵容，学霸领衔
因为出演了这部剧，罗晋近

日被特聘为南京市禁毒义务宣
传员。他饰演的靳远身兼多重
身份，明面上是大毒枭的左膀右
臂，实则是一位身负灭门之仇、
隐藏身份的警方卧底。罗晋这
次也算豁出去了，开篇没多久就
在泳池湿身秀腹肌，随后又在打
戏中大秀长腿，此外，情话不断、
深情耳语、倒立亲吻等“霸道总
裁”举动，也让不少观众少女心
炸裂。对于这个角色，罗晋表
示：“能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中生
存下来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
而他还能生活得很好，是一个隐
忍、智慧、有责任感又很专一的
男人。”据悉，罗晋进组拍摄之
后，曾主动找到导演，提出要删
除特意为他多加的戏份，让剧集
有更合理的逻辑和更精准的节
奏。编剧蒋丹说：“从业这么多
年，我第一次遇到一个给自己删
戏的演员。罗晋对戏剧的认知
很高级，这也说明他对自己的表
演很有自信。”

至于该剧女主角潘之琳，她
饰演的谭逗逗敢爱敢恨、坚毅勇
敢。对于角色，潘之琳也有深刻
的解读：“最难表现的是这种虐
心的情感：相爱很久的男友突然
逃婚，但她对感情很执着，不管
靳远怎么推开她，她都要追上
去，把他拉出深渊。”潘之琳是童
星出身，也是标准的美女学霸。
2008年，她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
考入北影表演系，2012年接着攻
读表演系硕士学位。这几年，她
最深入人心的角色是在《职场是
个技术活》中饰演女强人许诺。

（综合）

“中国梦·劳动美”
5月1日晚黄金时
段播出

4 月 24 日，舞蹈演员在节目
录制现场跳舞。当日，由中华全
国总工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
合举办的“中国梦·劳动美”——
2018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心
连心特别节目在北京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总部永久办公场所建
设工地录制，全国和北京市劳模
代表、建设工地职工等1000余人
在现场观看演出。该特别节目设
吉林长春、北京两个会场，将于5
月1日晚黄金时段播出。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
巴赫 24日在瑞士洛桑国际奥
委会总部向中国艺术家韩美林
颁发“顾拜旦奖章”，表彰他为
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作出的杰出
贡献。

巴赫表示，作为 2008年北
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主要
设计者，现年 82岁仍然活跃在
创作一线的韩美林先生本身就
是奥林匹克精神的“鲜活写
照”。 （新体）

“福娃”设计者韩
美林获“顾拜旦
奖章”

2017~2018赛季中国男排
超级联赛 24日晚在上海展开
总决赛第六回合角逐，上海男
排主场以 3：0击败北京男排，
累积四胜两负荣膺“排超元年”
总冠军。此前，上海男排曾 13
次夺得全国男排联赛冠军，并
累积了三连冠，如今拿下第 14
冠，成为联赛历史上夺冠最多
的球队。 （新体）

中国男排超级联赛

上海男排
夺得第14冠

北京时间 24日晚，斯诺克
世锦赛继续进行第一轮的争
夺，第二场中国德比战在丁俊
晖和肖国栋之间展开，两人都
曾师从中国斯诺克教父、广州
名帅伍文忠，因此，这场比赛也
是一场师兄弟之间的内战。结
果丁俊晖以 10：3击败肖国栋，
轻松晋级第二轮。

共有 4名中国球手晋级世
锦赛正赛，他们将上演 2场中
国德比，在首场比赛中，19 岁
小将吕昊天以 10：5拿下近来
因为眼部手术训练不够系统的
傅家俊。根据签表，如果丁俊
晖和吕昊天再胜一场，将在 1/
4 决赛中会师，上演第三场德
比战。 （新体）

斯诺克世锦赛首轮

丁俊晖
赢下中国德比

在对梅西和C罗场上表现
争论不休的同时，许多球迷对
这两者谁的收入更高也有着浓
厚的兴趣。近日，《法国足球》
杂志就对此做出了解答。据统
计，梅西在本赛季的收入高达
1.26亿欧元，比C罗整整多出
了 3000多万欧元，C罗的收入
并没有达到一亿欧元，他的收
入为9400万欧元。（新体）

足坛球星收入排行榜出炉

梅西收入
超越C罗居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