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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钢杯新闻摄影季赛南钢杯新闻摄影季赛

本报讯（记者 万森）去年南京
241人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被公
诉。昨日上午，南京市检察院召开
新闻发布会，通报南京市检察机关
2018年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
罪，服务保障创新名城建设，营造
良好营商环境、创新环境有关工作
情况，同时发布了6件知识产权犯
罪案件。

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南京
市检察机关共受理提请批准逮捕

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 97件
173人，批捕64件97人；受理移送
审查起诉涉知识产权犯罪案件
137 件 297 人，提起公诉 121 件
241人。经法院一审宣判，判决三
年以上有期徒刑41人，判决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123人，判处缓刑、
拘役、罚金的193人。龚新芳等7
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入
选全省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十
大典型案例”。

在办案中，南京市检察机关联
合公安机关及其他行政执法机关，
先后开展打击“电子烟、假酒假烟、
美容针、假药、假抗癌药、有毒有害
食品、伪劣医疗品”及“清风、禁网”
等知识产权专项行动12次，打掉
上下游犯罪团伙6个。成功办理
了跨省侵犯“苹果”“小米”“三星”

“华为”等注册商标案件。
南京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

任胡彬华介绍，检方通过对2018

年办理的此类案件进行分析，发
现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主要呈现以
下特点。一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仍呈多发、高发态势。2018 年，
审查起诉阶段受理侵犯知识产权
犯罪案件数及涉案人数同比分别
增长17.82%和14.54%；提起公诉
件 数 、人 数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7.50%和 16.26%；受理案件量、
人数分别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 秩 序 类 犯 罪 的 12.42% 和

11.64%。二是犯罪渠道“网络化”
趋势比较明显。被告人利用电子
商务平台向互联网用户销售假冒
商品已成为普遍趋势，网络已成
为侵犯知识产权商品主要销售渠
道之一。三是呈现产供销一条龙
式团伙犯罪态势。受理案件较往
年变化较大的特点是由单人犯罪
较多向多人犯罪发展，多个链条
参与的犯罪嫌疑人呈家族式、朋
友式犯罪特征。

本报讯（记者鲍晶）记者从江苏省交通
运输厅获悉，今年一季度，全省交通运输经
济运行平稳向好，交通建设投资高位运行，
运输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实现了良好开局。

今年一季度，全省公铁水空交通建
设完成投资254亿元，同比增长12.8%，
占年度计划的18%，投资完成额居历史
同期最高水平。交通建设投资进一步向
铁路等短板领域倾斜，铁路完成79亿
元，同比增长54.4%；水运建设完成投资
36.2亿元，同比增长27.9%。

2019年交通重点项目计划开工37
个，截至一季度末，累计开工27个，开工
率为73%。在建铁路项目中，截至3月
底，徐宿淮盐铁路、连淮扬镇铁路连淮段
已分别完成正线铺轨77.3%和96.5%；
沪通铁路累计完成路基土石方96%、正
线铺轨67%。宁淮铁路、北沿江高铁等

重点项目前期工作进展顺利。今年初全
省集中开工的交通项目正全面推进。

在苏鲁取消省界收费站试点成功的
基础上，按照长三角交通更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要求，我省将推动长三角撤消主线站
列入2019年省交通重点工作，积极争取
今年11月底完全具备撤消主线站条件，
打造全国第一个无省界高速公路主线站
省份。加快毗邻地区省际公交开行力度，
全省已开行省际毗邻公交线路26条。

全省运输结构进一步调整。数据显
示，一季度全省铁路货运量达1444万
吨，集装箱公铁联运量达7.34万标箱，
集装箱铁水联运量达10.57万标箱，同
比增长15.1%；全省水路货运量达1.7亿
吨，同比增长5.9％。推进大宗货物、集
装箱运输"公转铁""公转水"及集装箱多
式联运成为运输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

本报讯（通讯员 贺志斌 记者 万森）对于很多
司机来说，“春困”是一件很令人头疼的事情，也
给交通安全带来隐患，疲劳驾驶引发交通事故也
呈现上升的趋势。这不，近日，就有一名出租车
司机因“春困”撞了护栏，幸好人无大碍。

4月15日11时50分许，南京高速五大队交
警洪进与同事沿机场高速由北向南巡逻，到了往
机场方向13公里左右，发现一辆出租车停在行车
道上，路面还有些碎片。此时，驾驶员正在车旁
的应急车道内打着电话。洪警官立即将警车警
报打开，设置锥筒做好警示，并将驾驶员带上警
车。现场查看后，出租车车头严重受损，车内正
副驾驶室的安全气囊已经全部打开，应急车道边
的护栏有明显被撞的痕迹，出租车车头朝向来车
方向，而且车辆已无法移动。

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司机王某告诉交警，上
午刚把客人送到了市区，他心想着再赶到机场候
客区排队，估计下午就能接到下飞机的客人。尽
管已经快到中午，王某也没有休息，又驾车赶往
机场。王某讲，自己有点犯困，所以开的并不快，
跟在一辆大货车后面，可开着开着就突然发现离
大货车很近，当时就吓了一大跳，本能的向右打
方向，哪知车辆失控撞上护栏，之后又弹回到行
车道上，车头来了个180度转向。

高速五大队交警提醒，“春困”是引发交通事故
的原因之一，它会使驾驶员的反应变迟钝、动作不
协调，遇到突发情况时应变能力下降，甚至做出错
误判断，严重的还会使人感觉昏昏沉沉、四肢无
力。据介绍，10:30-12:00、13:00-15:00这两个
时间段最容易困乏,对此高速交警给出了5点提醒:
高速公路行车3至4小时一定要停车休息;行车时
最好打开车窗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可在车内准备巧
克力、含薄荷口香糖、风油精等，可帮助提神;感觉
困乏时，就近前往服务区，下车洗脸，活动一下腿
脚，或是直接睡一会，千万不要在应急车道休息。

本报讯（记者 朱波）记者昨日获悉，5月11
日，2019南京体育嘉年华将在雨花台区金地体育
公园举行。本届嘉年华以“同运动、共追梦”为主
题，以运动、家庭、自然、参与为主旨，组织全市20
余家体育运动协会进行现场展示和互动，融合体
育、休闲、亲子等诸多元素，邀请市民参与到运动
中来，体验健康愉悦的体育生活。

本届嘉年华由南京市体育总会主办。为了充
分满足南京市民和体育爱好者参观、互动、交流的
需求，当天设置主舞台区、各协会活动区、趣味互
动区和静态展示区四大区域。主舞台区着重呈现
开闭幕式、“篮球体操娃娃秀、不一样的广场舞”等
演出、“亲子趣味舞蹈、全场共瑜伽”等互动环节。

本届体育嘉年华是一项公益惠民活动，市民
通过线上报名凭“报名成功”页面，即可免费参
加，并可提前领取装备包，包含活动手册，运动手
环和主题T恤；还可以在活动现场通过参与任务
夺专属徽章、通过运动手环打卡赢取礼品。

遗失启事
●遗失南京市鼓楼区小元餐厅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许可证编号：JY23201060052650，声明作废。
●王璐遗失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就业

推荐表，编号：201869013002，声明作废。
●钱佳鑫遗失五矿晏山居9-308购房定金收

据，号码：00581226，金额：壹拾万圆整，声明作废。
●李敏，身份证号：320923198110143630，

编号N2叉车证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无锡择华钢业有限公司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320202346341371，声明作废。

●遗失无锡择华钢业有限公司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346341371，声明作废。

●遗失姜堰区王笑服装店营业执照正副
本 各 一 份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21204MA1PD9UH78， 正 本 编 号 ：
321284000201707130074， 副 本 编 号 ：
321284000201707130075，声明作废。

为营造“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浓
厚社会氛围，筑牢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
政治稳定的思想基础，无锡市总工会及
时向基层工会转发省总工会在全省工
会系统组织开展《国家安全法》系列宣
传教育活动的通知，翻印《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安全法》普法书籍，并与锡山
区总工会共同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日”
活动，吸引了200多名职工群众参与，
赠送书籍200多本、普法纪念品90多

件。
近日，江阴市总工会参与市委政法

委、市司法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国家安
全教育日主题宣传活动，50名普法志
愿者积极开展普法宣传，引导广大职工
充分认清国家安全形势、增强国家安全
意识、履行国家安全使命，凝聚起维护
国家安全的全民力量。活动现场设置
了国安、扫黑、反邪教等宣传展板，参加
活动人员进行了国安主题宣誓，900余

名职工群众参与活动。
宜兴市总工会专门下发通知，要求

在宜兴市各级基层工会中开展国家安
全教育日宣传活动。近日，宜兴市总工
会和宜兴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在环科
园宝安电缆有限公司联合开展以宣传
《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保密法》及
《反恐怖法》为主要内容的职工“国家安
全教育日”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活动以
发放法治宣传资料、法律咨询和聘请律

师讲解典型案例等形式进行。环科园
总工会组织园区70多家企业200多名
职工参加教育活动。据统计，宜兴市
18个镇园区街道等工会组织累计向职
工发放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反恐怖
法等宣传资料1000余份，接受咨询50
余人次，受教育人数达600余人。

其他市（县）区工会也单独或参与
开展了相应宣传活动。

法工部

“外资企业工会工作不是做
不好，而是要讲究工作方法。”近
日，为期两天的无锡市首次外资
企业工会主席培训班落下帷
幕。这次培训是无锡市总工会
专门为外资企业工会主席开设
的，有110余名外资企业工会主
席参训。市总工会副主席刘列
进行了开班动员，省市总工会相
关专家授课。

省总工会基层工作部相关
专家在讲课中就基层民主管理
本质内涵的认知、加强职代会制
度规范化建设的要求、厂务公开
工作、如何当好职代会代表（提
案工作）、推动企业民主管理提
质增效的措施等五个方面进行
解析；阐述了企业民主管理的目
的；指出了企业民主管理的内
涵。市总工会基层工会部部长

以问答的方式，解答了什么人可
以加入工会、劳务派遣工如何入
会等企业工会常见问题。

村田电子有限公司工会主
席万志强就外资企业工会应该
做些什么，如何做好外资企业工
会工作，如何当好外资企业工会
主席等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
他说，外资企业需要工会，外资
企业的工会可以成为劳资矛盾
的“缓冲器”，企业发展的“助推
器”和社会和谐的“稳定器”，外
资企业的工会也将继续为员工、
企业、社会作出更大贡献，达成

“三赢”“多赢”局面。
本次培训班还就企业工会

常见问题对参训工会主席进行
考核，评选出20名优秀学员并颁
发了荣誉证书。

邓建圣

近日，宜兴市总工会财务资
产管理部召开各镇、园区、街道工
会财务互审会议。

宜兴市总工会财务资产管
理部按照省总工会规定，组织市
镇、园区、街道工会进行2018年
财务互审活动，各单位通过交换
帐册和凭证，开展互查互审。会

议要求各单位对重点存在问题
具体分析，及时提出整改意见，
并按照工会财务考核评分标准
进行打分。

财务互审会议明确了基层工
会部分经济业务的相关会计处
理，就基层工会普遍存在的节日
慰问、退休离岗慰问、会员生病住

院慰问、基层兼职工会干部、优秀
工会干部的奖励等支出，如何进
行帐务处理进行了深入解析，并
组织学习了全国工会决算报告信
息填报系统，重申了财务报表的
上报制度。会议要求各镇级工会
每季度定期向宜兴市总工会上报
会计报表，为2019年工会决算系
统逐级填报工作做好基础工作。

邵晓霞

近日，锡山区总工会、区人社
局在锡山区委党校联合举办劳动
人事争议调处人员培训班。全区
劳动人事争议专、兼职仲裁员，各
镇（街道）劳动争议调解中心调解
员，开发区、各镇（街道）总工会以
及部分企业劳调员等80余人参加
培训。

培训邀请了无锡市中级人民

法院劳动争议庭副庭长顾妍和无
锡市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业
务委员会主任、江苏云崖律师事
务所律师周缘求授课。顾妍围绕
《劳动争议案件热点问题解析》回
顾了近年全市劳动争议案件情
况，剖析了新形势下劳动争议案
件疑难类型及形成原因，并以案
例研讨的形式为学员介绍了多个

典型案件，传递司法审判理念以
及和谐劳动关系构建要义。周缘
求立足劳动合同解除与终止，以
生动活泼、幽默风趣的语言从五
个方面分享了执业心得，将劳动
合同解除与终止领域的疑难问题
一一抛出并逐个分析，为大家调
处劳资纠纷提供了多样化的思维
和视角。高质量的授课和丰富实
用的内容博得参训学员的一致好
评。 浦鸣红

近日，惠山区总工会主办的第
三届“惠山工匠”视频展示考评会在
堰桥街道职工服务中心圆满落幕，
顾建达等10名优秀惠山职工进入

“惠山工匠”拟命名公示名单。
本届“惠山工匠”评选得到全

区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广泛关注和
支持。经过基层工会推荐评比，

18名工匠候选人经过专家评审和
微信投票进入评选最后的视频展
示考评环节。在第三届“惠山工
匠”评选中，区总工会顺应企业转
型升级和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
要求，分设科技类候选人和一线
操作类候选人两个组别。考评会
现场，候选人在进行简短的自我

介绍后播放展现他们工匠精神、
劳动风采的5分钟视频短片。在
自我介绍中，候选人们有的讲述
成长历程，有的抒发职业感悟，有
的介绍创新亮点，有的分享业余
爱好，无不让人印象深刻。

据悉，区总工会将在全区“五
一”表彰大会上对本次评选产生
的第三届“惠山工匠”进行表扬。

徐长波

由无锡市总工会主办，全市各科研院所工
会，部分局（公司）、直属单位工会协办的2019无
锡职工徒步活动近日在贡湖湾湿地公园拉开帷
幕，34家单位工会组织职工约3000人参加活动。

活动以“礼赞劳动美，逐梦再出发”为主题，
旨在落实“健康无锡”建设目标，展示全市生态文
明建设成果，宣扬近年来各科研院所涌现出的劳
模先进典型，动员全市职工以领跑者姿态投身建
设强富美高新无锡的伟大实践。

徒步起点设置在贡湖湾湿地公园水韵广场，
全程约6公里。穿插开展的《我和我的祖国》快闪
拍摄、最佳宣传创意比赛、“最美风景·领跑英姿”
摄影比赛，为活动增添了一抹亮色。

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

近日，江阴市新桥镇总工会在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召开2019年工会工作会议，成立江阴市新桥镇工
会新时代文明实践职工志愿服务分队。镇总工会委
员、各基层工会主席及干部共40余人参加会议。

江阴市新桥镇工会新时代文明实践职工志
愿服务分队以“随手公益，快乐服务”为宗旨，以
服务职工、服务企业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新桥
镇职工之家为阵地，为新桥镇职工设计烘焙、花
艺、美妆、茶艺等业余课，为职工子女开设小记者
班、少年军校班、国旗班等校外课，提升企业文
化，增强职工素养，抒解职工后顾之忧，为全镇企
业和广大职工送去更贴心、更温暖、更专业的关
爱与服务。 谈丽萍

本报讯（通讯员 方晓斌 记者 赵叶舟）《2019全
省邮政行业生态环境保护方案》本周发布，全省将继
续深入实施绿色邮政，全面减少快递包装垃圾污染。

根据《方案》，我省将着力推广快递封装用品系
列标准，开展邮件快件包装填充物技术要求培训，
推动邮件快件包装标准化绿色化节量化循环使用，
并推进生产作业节能降耗，升级快递行业运输装备

等；到今年年底实现全省快递行业电子运单使用率
95%，可多次使用的快递包装袋、循环中转袋使用率
85%，50%以上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50%以上的
邮政快递服务营业网点设置包装废弃物回收再利
用装置；全省新增和更新新能源汽车不少于260辆，
新增和更新车辆中新能源汽车使用比例不低于
70%。

241人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被公诉

连云港市日前创立了全国首支自闭症儿童足球队，22名小队员在专业教练的悉心指导下，在
足球中找到了快乐，感受到了阳光下的爱。 耿玉和 摄

春困惹祸！
出租车在高速撞上护栏

南京体育嘉年华邀请
市民体验时尚体育生活

我省交通运输经济实现“开门红”
一季度建设投资历史同期最高

电子运单使用率95% 半数快件不再二次包装
全省邮政行业生态环境保护方案发布

无锡工会举办“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宣传活动 无锡市总
给外资企业工会主席集体“上课”

宜兴市总开展镇级工会财务互审

锡山区培训劳调人员业务技能

第三届“惠山工匠”视频展示考评受关注

迎“五一”
3000职工徒步春天里

近日，新吴区总“劳动者之歌”迎“五一”职工文艺汇演在青少年活
动中心举办，来自各行各业的500名劳动者代表观看演出。

汇演在大合唱《歌唱祖国》中拉开帷幕，歌舞串烧、器乐演奏、朗诵、
戏曲、杂技……由各街道、园区工会和教育直属工会带来的19个节目
轮番上演，展示了新时代新吴区劳动者爱岗敬业、积极向上、创业奉献
的精神风貌。 党晓艳 摄

新桥镇工会
成立职工志愿服务分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