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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今 ·热闻日
说案

新华社电 13 日，备受关
注的成都某火锅店“青花椒”商
标维权案在成都二审宣判。四
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
决，驳回上海万翠堂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
承担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判
决温江五阿婆青花椒鱼火锅店
对“青花椒”字样的使用系正当
使用。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2021 年 9 月，上海万翠堂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侵害商
标权纠纷”为案由将温江五阿
婆青花椒鱼火锅店告上法庭。
2021 年 11 月 26 日，成都市中
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温江五
阿婆青花椒鱼火锅店停止在店
招上使用“青花椒”字样的标
识，赔偿上海万翠堂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经济损失25000元及
合理开支 5000 元，共计 30000
元。该火锅店不服，随后向四
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认为：一是上海万翠堂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依法注册的商标受

法律保护。二是注册商标专用
权的保护范围与其显著性相一
致。上海万翠堂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将“青花椒”申请注册在第
43类服务上，可以认为具有一
定的显著性，能够起到区分服
务来源的作用。但由于餐饮服
务和菜品调料之间的天然联系，
使得服务商标标识和有青花椒
字样的特色菜品在辨识上界限
微妙、相互混同，极大地降低了
其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几乎难以
起到通过商标来识别服务来源
的作用，其弱显著性特点决定了
其保护范围不宜过宽，否则会妨
碍其他市场主体的正当使用，影
响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三是
温江五阿婆青花椒鱼火锅店对

“青花椒”字样的使用系正当使
用，与上海万翠堂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的涉案注册商标存在明显
差异。该火锅店标识中的“青花
椒”是对其提供的特色菜品鱼火
锅中含有青花椒调味料的客观
描述，并非商标性使用，其使用
行为不构成侵权。

据新华社电 2022 年 1 月
13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
海南省委原常委、三亚市委原书
记童道驰受贿、内幕交易一案。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
控：2004年至 2020年，被告人
童道驰利用担任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发行
监管部副主任、资本市场改革
发展工作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国际合作部副主任、主任，中
共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
记的职务便利以及职权或者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
在公司上市、企业经营、融资
借款、职级晋升等事项上提供

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
折 合 人 民 币 2.74 亿 余 元 。
2006 年至 2007 年，童道驰在
担任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
副主任期间，还将履职时获悉
的股票内幕信息告知其亲友，
由其亲友在内幕信息敏感期
内交易相关股票，情节特别严
重。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
内幕交易罪追究童道驰的刑
事责任。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
相关证据，被告人童道驰及其
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
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
意见，童道驰进行了最后陈述
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海南省委原常委、三亚市委原书记
童道驰受贿、内幕交易案一审开庭

“青花椒”维权案二审宣判：

成都火锅店商标侵权不成立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绿色冬奥和可持续发展工作情况

三大赛区预计减碳32万吨
北京冬奥将全面实现碳中和

羊城晚报驻京记者 王莉 实习生 陈欣梅

1月 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北
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绿色冬奥和可持续发展工作情况。北
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部长李森表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将通过建设低碳场馆、使用低碳能源等严格实施低碳管
理，同时积极拓展碳补偿渠道，全面实现碳中和。

特色可持续管理体系
创造历史

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国家
战略，也是奥林匹克2020议程三
大主题之一。李森表示，筹办以
来北京冬奥组委全面落实“绿
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
念，会同北京市政府、河北省政
府及相关方面联合研究制定了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可持续性计划》，努力把绿色办
奥理念落实到筹办工作全过程，
在建立可持续性管理体系、打造
生态赛区、严格实施低碳管理、
促进城市和区域发展、筹办成果
惠及人民群众等五大方面取得
了可持续成果。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
严家蓉称，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
管 理 体 系 融 合 了 ISO20121、
ISO4001、ISO26000三个国际标
准，形成了北京冬奥会特色的可
持续性管理体系，也创造了奥林
匹克历史上第一个覆盖奥运会
筹办全领域、全范围的可持续性
管理体系，为今后的奥运会等大
型活动作出良好示范。

会上，北京冬奥组委发布了
《可持续·向未来——北京冬奥会
可持续发展报告(赛前)》，获得国
际奥委会和残奥委会的高度评

价。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
正如报告所述，北京冬奥会正在
助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向世人
展示面向未来的、更加可持续的
解决方案。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
森斯表示，这是一份内容丰富翔
实、充满可持续性亮点的报告，北
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筹办促进
了当地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并将通过让残奥运动员实现体育
卓越激励和振奋世界。

全部场馆常规能源
100%使用绿电

在严格实施低碳管理方面，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充分利
用北京奥运会场馆，从源头减少
碳排放。通过建设低碳场馆，所
有场馆都达到了绿色建筑标准，
4个冰上场馆使用了新型二氧化
碳制冷剂，建成超过5万平方米
的超低能耗示范工程，全面使用
低碳能源，赛时全部场馆常规能
源100%使用绿电。构建低碳交
通体系，节能与清洁能源车辆在
赛时车辆中占比超过8成。

据测算，从2019年6月第一
笔绿电交易开始，到2022年冬残
奥会结束，北京、延庆、张家口三
个赛区的场馆绿电预计使用4亿
千瓦时，可以减少燃烧12.8万吨的
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32万吨。

在此基础上，积极拓展碳补
偿渠道，北京和张家口两地政府
将林业碳汇捐赠北京冬奥会，中
国石油、国家电网、三峡集团也
为北京冬奥会赞助了碳中和产
品。李森表示，通过这些措施，
北京冬奥会将全面实现碳中和。

在水资源方面，延庆和张家
口赛区造雪用水基本都使用地
表水，通过雨水、融雪水的收集
和回用来解决造雪用水问题，同
时采用高效节水智能化造雪系
统和造雪装备，节水率达20%左
右。此外，两个赛区都建设了高
标准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做到
赛区生活污水的全收集、全处
理、再利用。

在废弃物处置方面，按照源
头减量化、处置资源化、管理统
一化的原则来进行废弃物的统
一管理分类处置。

场馆赛后将全面向
社会公众开放

对夏季奥运会场馆遗产的
充分利用，是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的一大特色。其中，2008年
奥运会开闭幕式场地国家体育
场仍将作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开幕式和闭幕式的场地；“水立
方”国家游泳中心在冬奥会时将
变成“冰立方”，作为冰壶和轮椅

冰壶的比赛场地；国家体育馆和
五棵松将用作冰球比赛场地。
同时，北京奥运会的土地遗产，
如临时场馆“曲棍球场”在冬奥
会时建设为“速滑馆”，北京冬奥
村、主媒体中心等使用的土地都
是在2008年时预留出来的。

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
部长刘玉民特别指出，对原有体
育场馆的改造并不是简单的功
能转换，而是在功能上进行拓
展，在保留原有使用功能基础上
注入新的冬季运动使用功能。

大型体育赛事场馆的赛后
利用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李森
表示，北京冬奥会在申办、筹办、
举办等过程中，都将努力破解这
一难题。一方面，场馆赛后要积
极申办、举办高水平赛事，以此
来带动场馆的运营，也为冰雪运
动的发展出力。另一方面，场馆
将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提供体
育健身服务。除了冬季运动，还
从赛区整体出发实现场馆的四
季运营，并融入地区发展从整体
上去谋划、推进，实现场馆和地
区的联动发展。

到2025年建成
5000所冰雪运动特色校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数据显
示，我国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已
经达到3.46亿，截至2020年底，
全国已有654块标准冰场和803
块室内外各类滑雪场。李森表
示，“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的宏伟目标已经成为现实。

“发展冰雪运动是一个长期
的、非短期的行为，从人口基数和
发展需求来看，中国冬季运动的场
地目前还不算多。”李森称，冬奥会
以后，这方面还要有大的发展，不
会停止，要越来越好、越来越多。

李森指出，青少年一直是冰
雪运动发展的基础和未来。近
年来在教育部门、体育部门的共
同努力下，已将冰雪运动的知识
纳入了学校体育教学内容，制订
并实施了冰雪运动教学计划。
冬奥会以后，这项措施将会一直
在中小学生中实施。截至2020
年，全国冰雪运动特色校达2062
所，到2025年要达到5000所。

即将完工的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冰墩墩”“雪容融”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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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快评

1月12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十四
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下称《规划》），
涉及优化升级数字基础设施、充分发挥
数据要素作用、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
型、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强化数字经济
安全体系等。可以预期，中国数字经济
在此前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在《规划》的
指引下将进一步提速。有机构测算，到
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若达到10%，按照中国经济的
发展速度，2025年中国GDP总量预测为
130万亿，就意味着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
加值届时将达13万亿元，而2020年这一
数据为7.8万亿元左右，难怪《规划》被业
界称为10万亿级别利好。

《规划》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数
字经济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
享的新阶段。《规划》的正式发布实施，意
味着中国经济的构成加入了更大的现代
信息技术成分，具备了更加有力的发展
基础，数字经济将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提供更加强大的动力。

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
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到
7.8%。而“十三五”时期，我国建成全球
规模最大的光纤和第四代移动通信
（4G）网络，第五代移动通信（5G）网络建
设和应用加速推进；宽带用户普及率明
显提高，光纤用户占比超过94%，移动宽
带用户普及率达到108%，互联网协议第
六版（IPv6）活跃用户数达到4.6亿，整体
看信息基础设施全球领先。“十四五”时
期，我国数字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具备
雄厚基础。

《规划》明确，“十四五”时期，中国数
字经济将坚持“创新引领、融合发展，应
用牵引、数据赋能，公平竞争、安全有序，
系统推进、协同高效”的原则，目标数据
要素市场体系初步建立，产业数字化转
型迈上新台阶，数字产业化水平显著提
升，数字化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均等，数字
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展望2035年，
力争形成统一公平、竞争有序、成熟完备
的数字经济现代市场体系，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位居世界前列。

《规划》提出，要建设高速泛在、天地
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
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

施；有序推进骨干网扩容，协同推进千兆
光纤网络和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动
5G商用部署和规模应用，前瞻布局第六
代移动通信（6G）网络技术储备，加大6G
技术研发支持力度，积极参与推动6G国
际标准化工作。

《规划》给出了量化的发展指标，
IPv6活跃用户数、千兆宽带用户数、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工业互联网平
台应用普及率、全国网上零售额、电子商
务交易规模和在线政务服务实名用户规
模等七大方面都涵盖了。其中，从2020
年到2025年，千兆宽带用户数要从640
万，增至6000万，增长规模接近8.3倍；工
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普及率要从14.7%增
至45%，增长接近两倍；在线政务服务实
名用户规模要从4亿增至8亿，增长一倍
等。另外，《规划》还具体列出了“数据质
量提升工程”“数字技术创新突破工程”

“数字经济新业态培育工程”“新型智慧
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工程”等11个重大
工程内容，前景非常可观。

曾记得，数字孪生、边缘计算这些新
概念在2019年的市场一度被热炒，它们
在《规划》中均一一在列。此外，《规划》
还就发展互动视频、沉浸式视频、云游
戏等新业态，创新发展“云生活”服务，
深化人工智能、虚拟现实、8K高清视频
等技术的融合，拓展社交、购物、娱乐、
展览等领域的应用，均有具体布局，而
它们与当下正流行的“元宇宙”概念，如
业界所言颇有相似之处，《规划》具备相
当强的前瞻性。

正如《规划》所指出的一样，发展数
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

数字经济是数字时代国家综合实力
的重要体现，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重要引擎。当下世界主要国家均高度重
视发展数字经济，纷纷出台战略规划，采
取各种举措打造竞争新优势，重塑数字
时代的国际新格局。所以，中国更不能
在数字经济领域落后于人，尤其是在新
冠疫情突然降临，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
增大时候，数字经济发展的紧迫性进一
步凸显。可以相信，在《规划》的引领下，

“十四五”时期中国数字经济将在快车道
上平稳向前，继续站在世界的最前列。

“我经常和爸爸妈妈一起
去买菜，发现菜场里有摊主的
孩子支着小板凳写作业……”
2021 年，南京市“小小民生观察
员”、来自雨花台中学南站校区
的张航锐提出一个建议案——
希望在菜场周围给商贩们的孩
子设立自习室。不久之后，在
南京市商务局的推进动员下，
南京多个农贸市场试点“小课
桌”。（1 月 13 日《扬子晚报》）

很多经常去菜市场买菜的
人都知道，卖菜是个“熬时间”
的工作，很多菜贩从天不亮就
在菜市场，一直要到晚上七八
点钟，送走最后一批买菜的人
后，才能收工回家。如果菜贩
家里正好有上小学或初中的孩
子，又没有老人帮忙，照顾小孩
就是个难题。让孩子自己留在
家里吧，既担心他们的安全，也
担心他们贪玩不学习，所以多
数人只能让放学的孩子跟着父

母到菜市场来。
人来人往、人声嘈杂的菜

市场，实在不是一个可以让孩
子安心学习的地方。近年来，
媒体也报道了一些跟着父母在
菜市场写作业的孩子的故事。
有的躲在父母的猪肉摊下面写
作业，头顶就是“砰砰”砍猪肉
的声音；有的在父母卖鱼的摊
位上写作业，父母忙不过来的
时候，还得放下手中的笔，帮父
母卖鱼……如此情景，让人心
酸，但又让人无奈。

为了解决菜市场商贩子女
的学习问题，在南京市商务局
的推动下，南京市多个农贸市
场试点“小课桌”，得到了市场
商贩们的一致肯定。一方面，
由当地商务局拿出一部分资
金 ，购 买 课 桌 椅 、图 书 、漫 画
等，供“小课桌”孩子们使用、
阅读；另一方面，由菜市场的经
营管理公司，将闲置的房屋，或
者是会议室等改成自习室，供
农贸市场商贩的子女们入内学
习、使用。不仅如此，菜市场的

经营管理方还安排辅导老师，
或请自己的员工给孩子们辅导
作业。

这样一来，这些农贸市场
的商贩子女，就可以一边在“小
课桌”学习、阅读、游戏，一边
等自己的父母收摊回家。而商
贩们也就此解除了自己的后顾
之忧，不用再担心把孩子留在
家里的安全问题，也避免了孩
子跟在父母身边，无法安心学
习、写作业的问题了。

现在，全国各地的地方政
府、职能部门，都在大力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在笔
者看来，像南京市商务局和农
贸市场的经营者这样，为市场
内的商贩子女开设“小课桌”，
解决他们课后无处可去的问
题 ，就 是 名 副 其 实 的“ 办 实
事”。而这样的模式，无疑是值
得全国其他地方借鉴学习的，
毕竟全国每个城市都有各种各
样的农贸市场，农贸市场的经
营者，很多也都会遇到相同的
烦恼。

几根灰暗的枝条，放在水
里浸泡一周后，花蕾绽放，花朵
姹紫嫣红……新年刚过春节渐
近，不少人会购买一些鲜花或
干枝进行装饰。殊不知，部分
网络平台上售卖的所谓干枝
桃、干枝梅，其实是来自东北地
区的兴安干枝杜鹃——国家二
级重点保护植物。而网上的售
价最低只要 8 毛钱。(1 月 13 日

《北京青年报》)
兴安岭地区原本有资源丰

富的野生兴安杜鹃，经过十多年
的滥采滥伐，野生兴安杜鹃资源
损失惨重。2021 年 9 月 7 日，新
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
录》中，野生兴安杜鹃被列为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但就算

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
也没能使它免予被疯狂盗采。

根据相关法律，“非法采
伐、毁坏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
保护的其他植物的，或者非法收
购、运输、加工、出售珍贵树木
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
及其制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
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对盗采及买卖野生兴安杜
鹃的行为，要形成线上线下的

“全链条打击”，消费者要增强
法律意识，不仅自己不要非法
购买野生兴安杜鹃，一旦发现
商家售卖，还要及时向平台和
相关部门举报。

1 月 13 日上午，经济参考
报刊发《多年拆违岿然不动 数
千栋“坚挺别墅”野蛮侵蚀济南
泉域保护区》后，济南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召开专题
会议，成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
领导同志任组长，有关市领导、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的领导
小组和工作专班，对南部山区
违建别墅问题进行全面摸底排
查，对涉及违法违规的建筑，一
经查实，坚决拆除，对相关责任
人严肃查处，绝不姑息。（1 月
13日爱济南新闻客户端）

违 建 别 墅 几 乎“ 漫 山 遍
野”、别墅主人基本都有来头、

“屡拆不尽、边拆边建”……媒
体有关济南违建别墅的报道，
令人触目惊心。四年前，在中

央环保督察组持续督办下，济
南南部山区掀起“拆违风暴”；
如今，该区域竟然只有部分违
建别墅被拆除，数千栋违建别
墅岿然不动，个别新的别墅项
目仍在大张旗鼓建设中。此情
此景，不禁让人想到陕西秦岭
违建别墅这个“大教训”。

秦岭的“大教训”是什么？
首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
不可逾越的红线，阳奉阴违、整
而未治、禁而不绝的问题必须
严查、彻查；其次，保护生态环
境是硬杠杆，人不负青山，青山
定不负人，反之亦然；再次，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作风“毒
瘤”、发展“绊脚石”，摆摆样子、
敷衍了事等做法终会害人害
己、误人误己……总之，政治生

态和自然生态有相似性和关联
性，违建别墅不仅污染了青山
绿水，也污染了政治生态。

前车之鉴历历在目，相似
一幕还是重演了。种种迹象显
示，济南违建别墅与秦岭违建
别墅有一定的相似性。历经四
年“拆违风暴”、两轮中央环保
督察，数千栋违建别墅依旧屹
立不倒，疯狂破坏、侵蚀保护
区，令人既震惊又费解。济南
市南部山区位于泰山山脉，是
济南市重要的生态和水源涵养
区、济南泉域地下水的主要补
给来源，岂能沦为少数富贵人
士的“私家花园”？

真正令人深思的是，“拆违
风暴”为何虎头蛇尾？2020 年 4
月，针对违建别墅问题，当地机

关报《济南日报》连发四篇重磅
评论文章，被舆论视为“释放出
强力的生态整治信号”。其中，

《“秦岭违建”被彻底整治的启
示》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只要
绷紧了政治纪律这根弦，以‘钉
钉子精神’的钻劲和韧劲，‘扭住
不放、一抓到底’，所有违建早晚
都会轰然倒塌”“不管在哪个地
方、涉及哪些人，只要存在，不管
体量大小，都要毅然决然进行拆
除，不能有任何的含糊！”

豪言壮语犹在耳畔，违建别
墅依旧“漫山遍野”。客观讲，

“拆违风暴”期间，当地的确拆了
一些违建别墅，比如济南金鸡岭
别墅区最引人瞩目的违建别墅
之一“大白宫”也被拆掉了，舆论
好评如潮。但执法没有“一把尺

子量到底”，导致违建别墅“屡拆
不尽、边拆边建”。这很容易形
成“破窗效应”，因为执法公信力
已经荡然无存。

据报道，有些别墅就建在
地方政府部门的眼皮底下，也
建在老百姓的眼皮底下，执法
人员来来回回调查过好多次，
但明面上都“合法”。颇具讽刺
意味的是，济南南部山区综合
执法局相关负责人对媒体称，
正在向市级申报四个“无违建
街（镇）”。换言之，有些违建别
墅正在被“洗白”身份。

如今，济南已全面启动调
查。恰如《人民日报》对此事的
评论：问号必须拉直，真相不能
掩盖，务必严肃彻底、追根溯
源，谨防浅尝辄止、不了了之。

10万亿级别利好:
数字经济跨入快车道

□金谷明

□陈广江

深刻汲取秦岭“大教训”
对济南违建别墅一查到底

菜市场“小课桌”是真正的为民办实事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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