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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国际

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网站
公告，2017年春运从1月13日开始，至2
月21日结束，共计40天。2017年春运首
日火车票将从本月15日开售，由于配合铁
路调图，目前网站购票预售期缩短为30
天，这就意味着今年春运抢票时间集中，
购票难度增大。

春运提前11天将现客流叠加
距2017年春节还有50多天，一年一

度的“春运”即将拉开帷幕。2017年春运从
1月13日至2月21日结束，共计40天，初
步预测，全国春运旅客发送量将达29.78
亿人次。

有一些新的特点值得提前关注，包括
运输需求继续增长、节前客流相互叠加、
天气不确定因素较多和安全风险隐患增
加。铁路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春节

较往年早，春运时间也比上一年提前11
天，是近五年来最早的春运。由此带来的
最大影响就是学生放假客流与务工人员
返乡客流叠加明显，进入1月20日以后，
会先出现一波叠加客流高峰。

春运期间，总体的客流高峰将呈现来
得早、时间长、峰值高的特点。此外，据气
象部门初步预测，春运期间我国出现“拉
尼娜”天气事件的可能性较大，北方可能
出现冷冬，南方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冻雨天
气，全国雾霾天气较多，对春运会造成一
定影响。

春运首日车票12月15日开售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随着一

大批铁路新线即将开通运营，从2017年1
月5日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
图，增开旅客列车135对。运行图调整后，

全国铁路开行旅客列车总数达3570.5对，
其中动车组列车2332.5对。

为配合运行图调整，12月30日以后
的火车票预售期从以往的60天调整为30
天。车站、代售点、自动售票机由58天调整
为28天。由此推算，2017年春运首日火车
票网络、电话渠道将从12月15日开售，而
窗口等线下渠道则从12月17日开售。

明年1月27日(除夕)火车票销售日期
为12月29日，也就是说，从2016年12月
29日到2017年1月4日分别可以买到除
夕到正月初六的火车票。

由于今年春节来得较早，预售期缩
短，预计2017年春运抢票形势依然不容乐
观，并有可能成为“史上最难抢票年”。

北上广及江浙地区车票最难买
结合历年春运抢票数据和2017年春

运安排，360浏览器根据近几年春运购票
数据发布了春运客运预测。2017年最难抢
票时间将出现在1月25日(腊月廿八)，其
次是腊月廿四(1月21日)和腊月廿七(1月
24日)。

腊月廿四为周末，和大中专院校寒假
日期较为接近，学生、务工人员、部分白领
群体等都可能选择这个时间提前回家，腊
月廿四将会出现第一个抢票高峰，也使得
2017年春运出现抢票双高峰。按30天预
售期来推算，北京最激烈的抢票日期将出
现在12月23日和27日。

此外，结合历年数据分析，2017年春
运期间，广东、北京、上海、浙江这几个省
份出发的车票最难抢，其后是福建、江苏
等，同时最拥堵路线也几乎被广东、浙江、
上海等东南沿海省份包揽。

春运首日车票12月15日开售
23日和27日抢票或最激烈

2016年12月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
对“乔丹”商标争议行政纠纷系列案进行
公开宣判。

12月8日，在经历了4年“拉锯战”后，
美国篮球明星迈克尔·杰弗里·乔丹与乔
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乔丹公司)
之间的商标争议行政纠纷系列案终于有
了结果。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对该系列

案进行公开宣判，判决
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
作出的被诉裁定及一、
二审判决，判令商标评
审委员会针对争议商
标重新作出裁定。

再审申请人迈克
尔·杰弗里·乔丹(Mi-
chael Jeffery Jor-
dan)系美国NBA著名
篮球明星，1963 年 2
月 17日出生，美国国
籍，住美国伊利诺伊州

芝加哥市。最高法此次公开宣判，他本人
并未到庭。

2012年，迈克尔·乔丹以乔丹公司争
议商标的注册损害其姓名权等为由，向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
下简称商评委)提出撤销争议商标的申请，
但商评委裁定争议商标予以维持。迈克
尔·乔丹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但该院判决维持商评委
裁定。

此后，迈克尔·乔丹又向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但上诉被驳回。2015年，
迈克尔·乔丹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01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
以迈克尔·乔丹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六)
项规定的情形为由(二审判决遗漏迈克尔·
乔丹有关2001年修正的商标法第三十一
条的上诉理由)，裁定提审10件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2016年4月19
日、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上述10件案件。
时隔7个多月，今天，该系列案终于收到最
高人民法院的判决。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
定，判决认为：

关于涉及“乔丹”商标的(2016)最高法
行再15、26、27号的三件案件。因争议商
标的注册损害了再审申请人对“乔丹”享
有的在先姓名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第三十一条有
关“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
先权利”的规定，应予撤销，故判决撤销商
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被诉裁定及一、二审
判决，判令商标评审委员会针对争议商标
重新作出裁定。

关于涉及拼音“QIAODAN”的(2016)
最高法行再20、29、30、31号四件案件。以
及涉及拼音“qiaodan”与图形组合商标的
(2016)最高法行再25、28、32号三件案件，
共计七件案件。因再审申请人对拼音

“QIAODAN”“qiaodan”不享有姓名权，争
议商标的注册未损害再审申请人的在先姓
名权。争议商标也不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
一款第(八)项规定的“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
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以及第四十一
条第一款规定的“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
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故判决维持二
审判决，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当日，审判长宣布：以上判决均为终
审判决。

最高法宣判“乔丹”商标权纠纷案：

重新裁定争议商标

江苏全省13个城市均
遭“霾伏”8个城市重度污染

8日上午，江苏全省13个城市均遭“霾伏”，
截至上午10时，江苏省空气质量预报，南京、徐
州、常州、苏州、扬州、泰州、镇江、淮安等8市空
气质量为重度污染，其他城市为中度污染。

当日上午，江苏省环保厅对外发布消息，经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和江苏省气象台会商，受
静稳高湿天气影响，自12月8日9时起，启动省
级重污染天气蓝色预警。这是江苏本月启动的
第三次预警。

同时，江苏省气象台也在昨天上午9时36
分发布霾黄色预警信号。气象部门称，目前江苏
大部分地区已出现能见度小于5000米，PM2.5
浓度大于150微克/立方米且小于等于250微
克/立方米的霾，预计未来仍将持续。

特朗普当选《时代》
2016风云人物

据外媒7日报道，美国《时代周刊》宣布把该
杂志2016年年底风云人物的头衔给了当选美
国总统特朗普。

得知消息之后不久，特朗普在美国全国广
播公司晨间节目《今日》上表示感谢，形容是对
他“意义重大”的“殊荣”。

2016年度风云人物入选名单上有希拉里·
克林顿、俄总统普京，而英国独立党前领导人法
拉奇也在列。

最后决选名单是普京、希拉里·克林顿以及
特朗普，而根据《时代周刊》的总编吉布斯的说
法，特朗普出线是"颇为直截了当"。

英国国会下院投票支持
明年3月底前启动脱欧谈判

据“中央社”7日报道，英国国会下议院7日
以461票对89票，通过支持政府2017年3月底
前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展开脱欧谈判，另外
还通过谈判前需向国会公布细节的修正案。

工党国会议员提出，政府展开脱欧谈判前
必须先公布详细计划，接受国会审查，这项动议
获得448票支持、75票反对。

虽然国会的表决结果，对政府并没有强制
约束力，但这是国会首次针对启动脱欧谈判时
间表达成共识，仍具有重要意义。

英国今年6月举行公投，51.9%的选民支持
退出欧盟，英国首相已宣布，明年3月底前启动
脱欧谈判，预计2019年正式脱离欧盟。

12月5日上午7点，新疆此时是小雪天
气，最低温度零下8度，启东市人民医院医
疗小分队带着医院领导的嘱托和同事们的

期盼，带着设备踏上征程远赴新疆伊宁县
助力当地人民的全民体检任务。

新疆伊宁县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
州，离首府伊宁市18公里，全县有46万人
口，由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等28
个民族组成，是新疆北疆片区第一人口大
县。今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民健康
体检工程正式启动，城乡居民每年可享受
一次免费健康体检，今年承担了42.9万城
乡居民的健康体检任务，由于专业技术人
员不足、医疗设备严重短缺等困难，还有近
30万名群众翘首等待，需要医疗支援。南通
市按照伊宁县医疗技术、设备需求组建医
疗队，帮助伊宁县在年底前完成全民健康
体检工程。启东市人民医院医疗小分队是
其中一支分队，由心电专家施亚娟主任、彩
超医师朱裕辉与检验医师陈蓉蓉组成，他
（她）们带着我院支援的便携式B超机、心
电图机、尿液分析仪等体检设备前往伊宁
县助力全民体检，主要工作地点在伊宁县
曲鲁乡卫生院，将完成近万人的体检任务。

传承人医援疆使命再送真情
此次是启东市人民医院第四次向新疆

伊宁县派出医疗支援力量，之前启东市人

民医院影像科吕传国同志、介入科毛健同
志等都曾前往新疆伊宁进行长时间的医疗
支援，与当地的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强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医疗事业的发展。

2012年3月份，启东市人民医院影像
科吕传国医师前往新疆伊宁县人民医院进
行援疆医疗工作。在援疆的六个月期间，吕
传国医师积极带教为当地医院影像科工作
人员，开展全院专题学习课程，极大地提高
了当地医院的影像诊断质量，被授予“伊宁
县先进援疆工作者”等称号，受到了人民群
众的赞誉。

2013年4月份，启东市人民医院影像
科毛健医师前往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
宁县人民医院，开展援疆医疗工作。援疆期
间，毛健医师积极参与当地医疗卫生工作，
依靠自身扎实的专业技术，耐心地为当地
医院工作人员讲解答疑，并且不定期地开
展专题课程，激发了科室同志们浓厚的学
习兴趣。援疆恰逢伊宁县人民医院整体搬
迁及二甲医院复评的关键时期，毛健医师
积极配合科室主任，结合江苏医院的技术
优势，协助科室完成各项二甲复评的资料、
文件及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赢得了伊宁县
人民医院院领导、医护人员的一致好评。

克服时差与严寒，全力以赴工作
在此次医疗小分队出发前，启东市人

民医院院部组织了动员会，强调本次任务
时间紧、任务重，希望同事们克服两地时差
不适、气候差异、远离亲人的各种困难，发
扬团队协作、连续作战的工作作风，坚决保
质保量完成任务。医疗小分队人员纷纷表
示坚决完成援疆任务，让伊宁县曲鲁乡群
众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感受到启
东与伊宁两地人民心连心的温暖。

由于12月6日凌晨飞机延误，医疗小
分队在7日上午十点到达伊宁县后，来不及
回宾馆放行李，来不及吃上一口热饭，就投
入到了一天紧张的工作中。伊宁与北京时
差是两个小时，就是太阳晚出来两个小时，
同时落山也晚两个小时，伊宁上班时间是
上午10点到14点，下午上班时间是3点半
到7点半。晚上21点，医疗小分队在伊宁第
一天忙碌的工作接近尾声，启东市人民医
院医疗小分队组长施亚娟客服连续工作的
疲劳，参加南通市卫计委连夜召开的碰头
会，针对在第一天的体检工作中遇到的体

检流程、体检效率、语言沟通等方面的问
题，提出改进意见，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跨越语言障碍，提高体检质量
语言障碍是医疗队遇到的最大难题。

为了顺利与少数民族体检群众进行沟通交
流，启东小分队组长施亚娟主任在第一天
的小组会议上提出了制作“双语提示牌”的
想法，立即得到了大家的响应，聪明的医疗
队员们与当地维吾尔族的医护人员一起制
作了“交流神器”。将“衣服往上拉”、“鼓肚
子”、“露肚子”、“侧身”、“放松”等高频用词
用汉语和维语写在指示牌上，让当地群众
一看便知。如今，这些“交流神器”已经成为
各个体检场所一道美丽的风景。

人医的彩超医生朱裕辉为了拉近与少
数民族同胞的距离，紧急学习维吾尔族语，
在8号的体检中，一位维吾尔族大姐听着朱
医生生硬的维吾尔族语，将“鼓肚子”理解
成“怀孕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幸亏朱医
生及时举起“交流神器”，才避免了误会。

在体检过程中，援疆医生们细心地发
现了身患疾病的患者，如严重脂肪肝患者；
双肾严重结石导致肾积水的患者；独肾的
患者等，与当地医院接洽后给予这些患者
及时积极地救治，受到了当地群众的好评。
万里之外，用奉献与担当诠释人医精神

启东市人民医院的心电专家施亚娟是
医院的“最美医务工作”获得者之一，长期
以来在医院的心电诊断方面做出了卓越的
贡献，创立了“远程心电中心”，擅长各种疑
难、复杂心电图（包括起搏心电图）、平板运
动心电图、动态心电图的诊断。此次援疆她
作为科室负责人，克服了科室内工作任务
繁重的困难，利用援疆的休息时间用微信
架起与启东团队的桥梁，管理好团队建设。

彩超医师朱裕辉与检验医师陈蓉蓉的
家人主动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支持援
疆工作。12月08日13时15分听闻新疆昌
吉州呼图壁县发生6.2级地震，家人和同事
们纷纷表达关切之情，最关切的话语最后
汇成一句“注意安全，我们等你回家！”

万里之外，维吾尔族的人民已经被启
东医疗小分队的奉献精神和职业担当所感
动。启东援疆医护工作者将用精湛的技术
确保年底前保质保量完成伊宁县全民健康
体检任务。（作者：龚海燕 供稿：施亚娟朱
裕辉陈蓉蓉）

跨越万水千山，顶着严寒地冻
启东援疆医生再赴伊宁送真情

——启东市人民医院医疗小分队助力伊宁县全民体检带着关爱与设备踏上征程

启东市人民医院医疗小分队在伊宁县受到欢迎启东市人民医院医疗小分队在伊宁县受到欢迎

启东市人民医院援疆医生毛健在启东市人民医院援疆医生毛健在
为新疆同胞义诊为新疆同胞义诊

启东市人民医院援疆医生吕传国组启东市人民医院援疆医生吕传国组
织伊宁县人民医院放射科医生读片谈论织伊宁县人民医院放射科医生读片谈论

““双语提示牌双语提示牌””

人医检验医师陈蓉蓉在伊宁工作中人医检验医师陈蓉蓉在伊宁工作中

人医心电专家施亚娟主任在伊宁工作中人医心电专家施亚娟主任在伊宁工作中

人医彩超医师朱裕辉在伊宁工作中人医彩超医师朱裕辉在伊宁工作中

启东人医小分队组长施亚娟主任在启东人医小分队组长施亚娟主任在
体检工作之余汇总工作量体检工作之余汇总工作量，，提出整改措施提出整改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