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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商标可融资千万
无锡：

! ! ! !

凭一个著名商标就可以获得上千

万元的质押贷款。
%

月
!&

日，无锡市海

峰海林精密轴承有限公司以“
'()

”这

一江苏省著名商标，和交通银行、市联

合中小企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

商标专用权质押融资协议，获得了

#&&&

万元融资金额。商标专用权质押

贷款这一变无形资产为“真金白银”的

新型融资渠道，在无锡市区开启“破

冰”之旅。

“知识产权也是一笔财富，签了这

个合约，企业的融资难题解决了。”海

峰海林精密轴承公司是无锡的一家民

营企业，合作客户有德国博世、日本日

立等企业，但也面临中小企业的融资

难题。
%

月
!&

日，董事长俞海琳签下了

质押融资合约，成功地以“
'()

”商标

向银行质押贷款
#&&&

万元，在无锡市

区开辟了新型融资渠道，实现了品牌

商标无形资产价值的有效利用。

!&&*

年
*

月，无锡就出台了《无锡

市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管理暂行办

法》，明确驰名商标、江苏省著名商标

企业作为质押申请贷款的，可以给予

优先办理。目前，全市有江阴、宜兴市、

锡山、滨湖区等
!"

多家著名和驰名商

标企业和银行洽谈质押贷款。据了解，

此次签约的企业为无锡市区第一家。

商标在提升企业品牌形象的同

时，又能用来质押贷款，越来越受到

企业的重视。目前无锡已经拥有注册

商标
+$"""

余件，
!"$"

年在全国最有

价值品牌前
$""

名中，“阳光”、“华西

村”、“红豆”、“尚德”、“小天鹅”等驰

名商标入围，商标品牌价值总量超过

+"

亿元。但全市利用商标质押贷款还

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全省利用商标

办理质押贷款共
$$,+

亿元，仅苏州市

就占
*,-

亿元，无锡仅
++&&

万元。“办理

知识产权抵押贷款的企业越来越多，

但是全国都要到北京进行审批，增加

了成本。”联合担保公司负责人表示，

仅办理“
'()

”商标的质押权贷款就花

费了
!

个多月时间，需要到北京国家

工商总局进行登记审批，时间、交通

成本增加，呼吁国家能把权力下放到

省、市一级。

摘自!江南晚报"

缺乏沟通比“小三”更可怕
广州离婚率高

! ! ! !

广州离婚率达
.+/

，居全国第四。对

于离婚年轻化、婚姻速食化，心理专家认

为，缺乏沟通才是真正“元凶”，比“小三”

0

指第三者
1

更具“杀伤力”。

此前民政部刚刚公布的一项调查显

示，今年一季度，中国共有
.#%

多万对夫

妻办理结婚登记，
2-,+

万对夫妻办理了

离婚登记，离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

，平均每天有
+&&&

多个家庭解体，

中国离婚率已连续
%

年递增。而在中国离

婚“十强”城市中，广州居第四，离婚率高

达三成半，即三对夫妻中就有一对离异。

广州人文环境给人以低调、包容性

强的印象，婚姻状况理应相对稳定，如今

广州却也在离婚大潮中“雄居”第四。广

州市天河区婚姻登记处主任陈燕文称，

在很多
3&

后、
*&

后年轻人的眼中，从谈恋

爱、同居，再到结婚、离婚都是很自然的

事，他们对婚姻已没有像前辈看得那么

神圣、慎重，当做是一辈子的事情对待。

天河区每年登记结婚有
$

万多对，离婚的

有
.&&&

多对。

对于离婚人群年轻化，广州薇薇安心

理咨询中心的心理专家张鸿飞
!&

日接受

采访时指出，其中主要有三点原因，“
3&

后

年轻人多数为独生子女，从小受到长辈的

呵护，对挫折的抵抗力差、对婚姻中的矛

盾难以忍受，便轻易离婚；年轻人结婚后

往往没有立刻要孩子，不存在离婚后的心

理负担；看待婚姻问题过于情绪化，缺乏

对婚姻背后责任的理性认识”。

婚外情被列为中国离婚率“七连升”

的头号“杀手”。在广州工作的小健、小倩

4

均化名
1

是一对刚结婚两年的夫妻，两

人原本恩爱，但小倩爱耍小脾气，不堪忍

受的小健便经常到酒吧喝酒，认识了第

三者，并在半年后出轨。小倩发现后，夫

妻双方互相折磨许久，最后在心理咨询

师的疏导下，两人相互坦白沟通，重新让

这段岌岌可危的婚姻走上正轨。

张鸿飞表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

个异性原型，当他
4

她
1

发现自己的另一

半不符合自己心中的异性原型时，就

容易产生婚外情。“一旦婚外情发生，

夫妻双方更需要理性沟通，共同努力

作出改变，让自己更倾向于对方心中

的异性原型”。

申请离婚的夫妻多以“双方感情不

和”为借口，无论是出现“第三者”还是矛

盾积累真的“不合”，张鸿飞认为，都是夫

妻双方缺乏有效沟通所致。

“很多夫妻不愿意沟通，总害怕以吵

架结束。沟通是一门艺术，对夫妻而言更

是如此。”张鸿飞称，沟通不畅是导致多

数婚姻破裂的元凶。“没有沟通就没有理

解和包容，而这是维系婚姻的关键”。他

建议夫妻双方对待离婚保持谨慎态度，

“懒得说直接离”不是对待婚姻的正确态

度，离婚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摘自!中国新闻网"

网上叫卖“再来一瓶”破解技术
记者验证网传多种方法均无效

! ! ! !

近日，淘宝网四位卖家叫卖“再来一

瓶”破解技术。卖家称，只需支付
$

元钱，

他们就会向顾客邮箱发送文字图片和真

人视频教程。

商家!

!"

秒就能识别

!"

日，记者登录淘宝网，在搜索一栏

里输入“有奖瓶盖”，立即出现四个销售

识别有奖瓶盖技术的商家。这些卖家来

自北京、山东、江苏和福建，都自称所教

授的方法只需
$"

秒钟就能看到。根据卖

家
."

天内销售记录显示，近期仅有一两

个买家拍下该技术。

随后，记者拍下三家卖家商品，但至

截稿时，对方未发来所谓的技术演示教

程。而北京的卖家则称自己在外地，暂时

不能向记者销售破解技术。但他介绍，他

们找准了一个特定的角度，用普通的日

光灯从这个角度照射瓶身，便可以轻松

看出瓶盖内是否有奖。

淘宝!可能只是营销手段

淘宝网公众与客户沟通部赵景鹏表

示，对这几个卖家早已关注。“这些卖家

可能是在搞怪，或者是把这个当成营销

手段。”赵景鹏说，由于卖家行为没有违

反相关的法规，而且淘宝没有接到任何

饮料厂家的投诉，所以暂时没有对这些

卖家进行处理。

天津康师傅客服工作人员表示，网

上说的不可能是真的，瓶盖内的字体有

隔层保护，不打开瓶盖是绝对看不到任

何字体的。“如果你按照那个买到了中奖

的饮料，只能是巧合。”

验证!记者验证网传多种

方法均无效

!"

日，记者在网络中，搜索了多种

“再来一瓶”的方法，又在便利店购买数

瓶冰红茶，但逐一验证后发现，这些方法

均不奏效。

【方法一】“瓶盖两线说”

注意看瓶盖四周，有一个小小的方块。

方块上方若是三条线相连，就是“谢谢惠

顾”。如果是两条线相连，就是“再来一瓶”。

验证：记者在便利店购买了三瓶冰

红茶，瓶盖周围的小方块均是两条线相

连，但打开之后均显示“谢谢惠顾”。

【方法二】“瓶盖纹路磨平说”

有奖的：侧面纹路有个地方是磨平

的，上面与两道相接；没奖的：是三道相接。

验证：记者仔细查看购买的三瓶冰

红茶，并没有发现磨平的痕迹。

【方法三】“瓶底编码说”

瓶底有个编码，共两组数字，看没有英

文的数字，
.$

以下的有奖，
.$

以上的无奖。

验证：记者手中的三瓶冰红茶编码

分别为
"2

、
$%

和
.+

，但三瓶均未中奖。

【方法四】“电筒、验钞灯说”

拿一个手电筒对准瓶盖，用手将余

光挡住，通过瓶底四角就可以看出是“再

来一瓶”还是“谢谢惠顾”。或用验钞灯

看，也能看出。

验证：记者用手电筒和验钞灯实验，发

现瓶盖可完全隔绝光线，看不出任何字体。

【方法五】“折射说”

把瓶子倒过来，对着阳光看瓶盖部

位。如果看不清楚，把瓶盖对着地砸一

下，让瓶口部位窝进去，形成折射角，很

容易就能看到有无奖。

验证：瓶盖内的字体有两个隔层保

护，不论从任何角度，均看不清里面的字

体。 摘自!新京报"

脑瘫少年考上江苏大学
镇江：

! ! ! ! !"$$

年
%

月
!"

日，镇江中学的

脑瘫少年涂径接到了江苏大学的录取

通知书，成为该校财经学院会计专业

的一名大学生。涂径在今年高考中考

出了文科
.++

分
!

双
5!

的优异成绩。

拿着录取通知书，这个被省妇联评选

为
!""*

年“江苏省十佳少年”的阳光

少年，在记者的镜头前露出了灿烂的

笑脸。

摘自!镇江新闻网"

镇江中学的脑瘫少年涂径接到了江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上海将禁用人大代表
身份收赞助谋利

! ! ! !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上海市

人大常委会法规解读会上获悉：

《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代表法〉办法（修订草

案）》将作出规范，明确代表履职

须与个人职业活动区分，不得收

赞助、谋私利。

去年
$"

月，新修改的《代表

法》进一步明确了代表的权利和

义务，细化了代表履职规范。上海

将通过地方立法对本级人代会闭

会期间人大代表活动作出明确规

范。比如，无论是人代会开会期间

还是闭会期间，代表所提书面意

见法定办理期限均为
.

个月。对

涉及面广、处理难度大的书面意

见，最迟应在
-

个月内答复。

另外，修订草案规定，人大代

表履职必须避免个人职业活动。

代表不得利用执行代表职务进

行个人的职业活动，不得干预具

体司法案件的审理和执行，不得

干涉招投标等经济活动谋取个

人利益。

同时，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

活动，不得接受企事业组织、社会

团体和个人出资赞助。

摘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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