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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常市监 董心悦）昨天下
午，我市举行了“4·26世界知识产权
日”主题活动暨省专利转化重点城市
建设推进会，部署推进创建国家知识
产权强市，为落实“532”发展战略提
供有力的知识产权保障。副市长徐华
勤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发布了《2021年度常州市知
识产权发展与保护状况》白皮书、
《2021年度常州市知识产权十大案
例》，并为第五届常州市专利奖获奖单
位及个人进行授牌。会上，省专利转
化项目单位进行交流发言。

2021年，我市知识产权创造、运
用、保护、管理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多
项发展指标保持前列。其中，全市新
增发明专利授权增幅和有效发明专利

增幅居全省第3；万企有效注册商标
企业数居全省第1；驰名商标数居全
省第2。市知识产权局获评全国知识
产权系统先进集体，中国（常州）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绩
效考核中位列全国第二名。此外，我
市获批全省首批专利转化重点城市引
领计划，在省专利转化专项计划中立
项数和获资助金额均居全省首位。

今年我市将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
主要对象，培育更多高价值知识产权；建
设更多“一站式”知识产权保护综合平
台，探索形成知识产权保护常州经验；在
推动专利转化方面，将筹建知识产权融
资平台，设立总额500万元的“专精特
新”企业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补助资金，
激发企业知识产权创造热情。

我市2021年多项知识产权指标保持前列

本报讯（黄钰 李佳） 记者4月
25日从市住建局获悉，今年我市大力
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目前全
市已完工10部、已开工88部，全年计
划推进180部。为鼓励和方便有条件
的业主申请加装电梯，各辖市(区)已
在全市出台统一政策的基础上颁布实
施细则或方案，市住建局汇总各辖市
(区)服务专窗联系方式（附表）和相关
信息查询方式并向全市予以公布。

据介绍，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主要
流程为：业主意向申请（确认申请人和
建设主体）、现场勘查、方案设计并签署
协议（正式征求意见、房屋安全检测、施

工图设计、专家论证、签订协议等）、公示
（同意加装电梯的书面意见和施工图设计
文件等）、部门联合会审、施工安装、竣工
验收和使用登记等环节。

有意申请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业主可
以向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设
立的便民服务点进行相关业务咨询、申领
材料等；业主达成一致意见后，向辖市（区）
人民政府设立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服务专
窗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为方便业主了解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的相关企业信息，住建局有关处室负责
人介绍，电梯生产、安装、维保单位，可参
考2021年度常州市维保质量星级单位

名单（地址 http://scjgj.jiangsu.gov.
cn/art/2022/1/27/art_78968_
10333871.html），可选择具有电梯安装
修理许可资质、在常州地区开展电梯维
保业务且获评星级的单位；设计、施工、
监理单位，可参考我市既有住宅加装电
梯相关企业信息查询平台，个人可登录
江苏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一体化
平 台 （http://58.213.147.230:7001/
Jsjzyxyglpt/faces/public/default.
jsp），在综合查询模块中搜索企业资质
等信息。群众也通过各辖市(区)服务专
窗咨询已参加过我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工程的相关企业信息。

市住建局公布汇总相关信息和查询方式
今年我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计划推进180部

辖市区
溧阳市
金坛区
武进区

新北区

天宁区

钟楼区

常州
经开区

受理部门（牵头部门）
市住建局
区城管局
区住建局

区住建局

区住建局

区住建局

区建设局

受理事项

统一受理
加装电梯申请

受理地点
溧阳市建设服务大楼四楼A406室

区行政审批中心二楼城管局加装电梯专窗
区房地产管理中心一楼大厅加装电梯专窗

珠江路128号
（高新区行政审批中心二楼30号窗口）

竹林北路256号
（天宁科技促进中心1466办公室）

丁香苑二期10号
（钟楼区行政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加装电梯专窗）

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D14窗口

咨询电话
875751838288381086318789
85127856
69661120
88890135
68762127
89863287

各辖市（区）加装电梯服务专窗办事地点和咨询电话

本报讯（杨成武 赵鹤茂）记
者昨天从金坛茅山半程马拉松组
委会了解到，中国工商银行常州
分行2022金坛茅山半程马拉松，
将以线上赛的形式举行。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
杂，为落实疫情防控相关要求，今
年的线下马拉松赛事按下“暂停
键”。此次线上赛的时间为4月
23日至5月20日，比赛项目分为
半程马拉松（21.0975千米）、微
型马拉松（8.8千米）以及迷你马
拉松（5千米）。跑友可在“有迈
路跑”微信公众号下方菜单栏选
择“线上赛”，点击“线上赛报名”，
选择活动套餐并提交赛事报名信
息。参赛方式为使用任意第三方

设备和跑步平台参赛，后至“有迈路
跑”微信公众号选择“线上赛”，点击

“成绩上传”，上传完赛运动截图，等
待审核通过后下载成绩证书。

报名成功后，参赛者在活动时
间内，不限运动地点，运动距离达
到对应报名组别距离即视为完
赛。参赛者只可通过跑步或徒步
的方式完成比赛，借助交通工具完
成记录的选手会被取消完赛资格。
主办方提醒，参赛者应身体健康、有
长期参加跑步锻
炼活动的基础，
活动过程中如发
现身体有肌肉痛
等不适症状请停
止跑步。

2022金坛茅山
半程马拉松开启线上赛

本报讯（曹海翔 董心悦）近日，
金坛区市场监管局因保护“冰墩墩”，
收到了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的回
函，对其依法保护奥林匹克标志、查处
侵权行为的做法给与了充分肯定和高
度评价。

北京冬奥会开幕以来，金坛区市
场监管局开展了奥林匹克标志知识产
权保护专项行动，查获冰墩墩钥匙扣、
冰墩墩及雪容融靠枕等涉嫌奥运侵权

商品200余件，并对5个涉案相对人
立案调查，移送公安立案1起。北京
奥组委回函，证实了5个涉案相对人
并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特许零售
商，侵犯了北京冬奥组委会的奥林匹
克标志专有权。

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据回
函，认真推进知识产权领域的保护工
作，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
等违法违规行为。

依法保护“冰墩墩”

金坛市监局被北京冬奥组委会“点赞”

本报讯（舒翼 常法轩） 4月 26
日是第22个世界知识产权日，25日
下午，市中院院长曹忠明审理了一起
侵害商标权案件。此次庭审通过网易
新闻、常州政法、常州中院、中国电信
等进行了在线直播，有41万多人同时
在线观看。

案件的原告为江苏某农业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被告为常州某机械有限
公司，都是我市机械制造领域的实力
型企业。原告诉称，被告长期恶意摹
仿并使用原告已经注册并具有一定影
响的商标，造成市场混乱，侵犯了注册
商标专用权，主张被告应当依法赔偿
原告经济损失共215万元。被告辩
称，其产品全部交付给境外的委托方，
属于涉外定牌加工行为，且被告主张

自己的商品标识与原告的注册商标并不
近似，不构成侵权。

通过法庭审理，当天下午3时30分
许，曹忠明作出一审宣判，认定被告侵害
原告商标权行为属实，判决被告停止侵害
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赔偿原告经
济损失60万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这是曹忠明履新后审理的第一案，
之所以选择知识产权保护案，是因为

“532”发展战略提出将常州打造成长三
角创新中轴和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保护
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必须加强对高
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
领域科技成果保护，让“常州智造”者放
心创造。通过这个判例，法院保护了原
告的合法权益，同时督促被告应靠实实
在在的创新成果去开拓市场。

庭审直播吸引41万余人同时在线
市中院院长审理侵害商标权案

本报讯（李垚 朱旭凯）为快速、
高效解决专利侵权民事纠纷，更好维
护专利权人知识产权合法权益，4月
24日，常州经开区知识产权局行政裁
决案件审理庭揭牌成立。这是全市首
家区级专利侵权行政裁决庭。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是专利行
政保护的重要方式之一，具有效率高、

成本低、程序简便的优势。
当天，常州经开区法院、检察院、公

安局、市场监管局、综合执法局、商会
等，就常州经开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共
建机制实施细则共同签约。各共建单
位将充分发挥职能，为企业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营造更加优质的
法治环境。

全市首家区级专利侵权行政裁决庭揭牌

本报讯（姜小莉） 4月25日，由
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常州科教城共同主
办的“4·26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活
动，在中国（常州）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举行。活动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启明
星法官工作室”在中心揭牌。市领导
陈正春出席活动。

中国（常州）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位于常州科教城内，被认定为江苏省
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为全市
创新主体提供专利快速审查、快速确
权、快速维权等全方位服务。此次成
立的“启明星法官工作室”，将在市中
级人民法院、常州科教城和企业之间
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是常州科教城向
创新发展、突破发展迈出的又一个坚
实步伐。

近年来，知识产权审判在服务和保
障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目前
中心备案企业达1553家，基本实现了常
州智能高端装备、轨道交通、机器人、集
成电路、人工智能等产业相关创新主体
的全覆盖。截至目前，累计服务专利申
请 4670 件，调解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1635件，服务重点企业1000余家。

据介绍，中心将依托工作室，开展调
研座谈、诉调指导、培训咨询、法制宣传、
巡回审理等活动，并引进知识产权法官
团队，为市场主体提供“菜单式”服务，满
足多元化司法需求，全力服务保障

“532”发展战略。
在当天举行的活动中，市中院还举

行了商标维权讲座，发布了常州市2021
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科教城“启明星法官工作室”揭牌

本报讯（郑雨露 金祖睿）为加强
我市版权保护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
尊重和保护版权的意识，4月25日，
市委宣传部、市版权局联合在龙城云
客厅举行“百堂苏版课”启动活动，开
启今年的版权宣传周活动。

今年的版权宣传周以“协同创新
版权工作 全面开启版权强市建设新
征程”为主题，围绕提升版权成果转
化、作品著作权登记、打击版权热点问
题等开展系列宣传活动。作为宣传周
的重要活动之一，“百堂苏版课”版权
培训活动在现场开讲了常州第一课。

预计到今年年底，“百堂苏版课”常州
课堂将覆盖全市所有版权企业。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版
权工作，统筹推进版权生产、保护、运
用等各项工作。目前，全市拥有常州
创意产业园1家全国版权示范园区
（基地），捷成华视网聚1家“全国版权
示范单位”，常州恐龙园股份有限公司
等6家“江苏省版权示范单位”，视觉
（中国）获评“江苏省图片版权贸易基
地”。

活动中，常州现代传媒中心被授
予“版权工作站”。

版权宣传周启动

“百堂苏版课”常州第一课开讲

我市举行“4·26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活动

附：

（上接A1版）
据介绍，森萨塔委托了专业消杀公

司对厂区全面消毒，并在厂区内设置核
酸检测采样点。目前，公司有2500多名
一线工人在岗，到岗率达98%。从设备
维护、物料供应到后勤保障，大家都铆足
了劲，力争全面完成生产任务。

近期，受产业链上下游影响，部分物
料不能持续顺畅供应，对企业产能发挥
和订单交付造成一定影响。“多亏了龙虎
塘街道的‘小高工作室’，协助我们办理
跨市往返员工的通勤、住宿及货车物流
等难题。”韩贤云说，“小高工作室”24小
时不间断点对点服务，协助办理常州—
江阴通行证、审核“龙城畅运”车辆。

韩贤云说，为应对疫情给技术、市场
和供应链带来的巨大变化，森萨塔不断
加大新品开发力度，加速供应链本土化
进程，从而更好抢抓汽车行业电动化和
智能化机遇，打造发展新优势。

本报讯（吕洪涛 缪华）4月
25日下午，市档案馆举行“多党
合作光辉记忆”民盟档案史料捐
赠仪式，民盟常州市委向市档案
馆捐赠李公朴和史良各种珍贵档
案共72件，包括周恩来为“李闻
追悼会”所书悼词、李公朴致沈钧
儒亲笔信函、李公朴夫人张曼筠
于李公朴火化日致沈钧儒信函、
宋庆龄赠送给史良的亲笔题字
《宋庆龄选集》、史良发表于《人民
中国》的婚姻法文章底稿、史良的
两枚印章等。

李公朴和史良是民盟最杰出

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著
名的“七君子”代表人物。此前，在
常州盟史馆的筹建过程中，民盟常
州市委的领导们多次赴北京，与李
公朴、史良后人见面磋商，征集到了
很多弥足珍贵的档案。在盟史馆布
展结束后，民盟常州市委主动联系
市档案馆，决定将这批珍贵档案全
部移交档案馆永久保存。

此次捐赠的档案，不仅进一步
丰富了市档案馆关于两位民主斗士
的馆藏资源，也再现了与党同心、爱
国为民、精诚合作、敬业奉献的多党
合作优良传统的光辉记忆。

李公朴、史良珍贵档案史料
入藏市档案馆

本报讯（束婧雅 孙东青）记者24
日获悉，在商业信用中心、《企业管理》杂
志社举办的优秀诚信企业案例征集活动
中，中车戚墅堰所申报的《诚信经营 产
业报国 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隐
形冠军》项目获评全国“2021年最佳诚
信企业案例”，总经理李培顺获评“企业
诚信建设突出贡献人物”。据了解，中车
戚墅堰所是我市唯一一家获评企业。

本次评选由国家级企业信用等级评
价单位——商业信用中心，《企业管理》
杂志共同主办，共收到案例260余项。

中车戚墅堰所是国家级技术创新
示范企业、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
业，建有1个国家级技术中心，4个省级
工程技术中心，现已成为高端装备特别
是轨道交通装备关键零部件研发与制
造企业。

获奖案例从中车戚墅堰所诚信经营
理念、决策部署、体系建设、制度保障、社
会责任、实践成效等出发，对企业的诚信
管理、质量诚信、服务诚信、环境诚信、和
谐劳动关系、供应链关系等领域的诚信
建设成果进行了梳理总结，展现了戚墅
堰所的硬实力、软实力及暖实力。

全国“2021年最佳诚信企业案例”

中车戚墅堰所获评

本报讯（朱雅萍 朱斌 范苏
华）全市建筑业2021年度统计
结果日前出炉。去年，我市建筑
业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和建筑原材
料价格上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共完成总产值2488亿元，比上年
增加205亿元，同比增长8.98%，
连续3年站上2000亿元大关。

统计结果显示，溧阳市继续
保持“建筑之乡”传统优势，2021
年共完成建筑业总产值1119亿
元，同比增长19.68%，占全市建
筑业总产值44.98%。

2021年全市建筑业发展呈
现出多个喜人亮点：签订合同总
额 4114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2.67%；企业资产增长明显，总计
3456亿元，同比增长27.34%；全

年产值超 10亿元的企业共有 43
家，比上年增加1家，其中苏华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龙海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江苏天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家企业产值均突破百亿元。

市建设工程管理中心有关负
责人表示，全市建筑业逆势上扬
主要得益于以下几方面：2020年
度新签合同金额较大；建设主管
部门及时发布工程原材料价格风
险提醒，帮助企业积极应对材料
价格波动；开展建筑市场行为专
项整治三年行动，进一步营造了
公平竞争、有序发展的建筑市场
环境；建筑业企业加强科技创新
和企业规范化经营管理，有效提
升了市场开拓能力、项目管理水
平和生产效率。

我市建筑业总产值逆势上扬

连续3年站上2000亿元大关

本报讯（黄钰 王晓兰）4月
21日，市政协城建与人资环委召
开全体成员会议并专题听取“两
湖”创新区规划情况。市政协副
主席史政达出席会议并讲话。

“两湖”创新区规划范围涉及
长荡湖、滆湖及周边重要街镇，总
目标是打造“生态创新区、最美湖
湾城”，建成面向长三角、面向未
来的世界级生态创新湖区。其
中，核心区域重点将围绕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绿色经济、数字经
济等产业，集聚企业总部基地，引
进一批金融创投机构、新型研发

机构、重点实验室和科研院所，常州
南站拟打造为集交通枢纽、功能枢
纽、空间枢纽为一体的城站枢纽综
合体。

委员们听取通报后倍感振奋，
认为未来可期，并建议要从更高站
位，在综合交通、产业创新、生态环
境等多方面着力，主动融入长三角
一体化、上海都市圈、苏锡常都市
圈、环太湖经济圈，让“两湖”创新区
成为实现城市裂变、提升城市能级
的新引擎；要统筹各项资源，推动要
素倾斜，切实做好规划的落实落地。

市政协秘书长周效华出席会议。

更高站位规划“两湖”创新区

4月 24日，市城管园林部门发布
花情预报，紫荆公园的月季已经盛开，
进入最佳观赏期。紫荆公园是我市最
大的月季主题公园，目前种植面积达
16000 多平方米，共有 1200 余品种 2
万多株。

蒋琪 秋冰 胡平图文报道

月季进入月季进入
最佳观赏期最佳观赏期

4月25日晚，在常州经开区
重点人群筛查中发现8例新冠肺
炎核酸检测阳性，我市迅速启动
应急响应机制，立即开展流调溯
源、隔离管控、环境消毒等工作。
为有效阻止疫情传播，保障居民
健康安全，经市专家组研判，现就
划定新冠肺炎疫情社会防控封控
区、管控区、防范区通告如下：

戚墅堰实验中学、经开区蓝
山湖12幢乙单元、经开区蓝山湖
6幢乙单元、戚厂工房北区66幢
丙单元、戚厂工房北区118幢戊
单元、戚厂工房北区122幢丙单
元、经开区段前路蒸太太馒头（戚
墅堰店）、经开区华丰路亨达未来
城2幢甲单元、经开区华丰路亨
达未来城3幢乙单元、潞城街道
龙东花园2幢乙单元、常青铸造
厂宿舍区、丁堰街道港龙新港城
13幢乙单元、观墩花苑19幢、东
方福郡5幢甲单元为封控区。

经开区蓝山湖12幢、经开区
蓝山湖 6 幢、戚厂工房北区 66
幢、戚厂工房北区118幢、戚厂工
房北区122幢、经开区段前路蒸

太太馒头（戚墅堰店）周边店铺、经
开区华丰路亨达未来城2幢、经开
区华丰路亨达未来城3幢、潞城街
道龙东花园2幢、丁堰街道港龙新
港城13幢、东方福郡5幢为管控
区。

经开区蓝山湖小区、戚厂工房
北区、蒸太太馒头（戚墅堰店）所在
段前路、经开区华丰路亨达未来城
小区、潞城街道龙东花园小区、戚墅
堰常丰路葫芦头村、丁堰街道港龙
新港城小区、观墩花苑小区、东方福
郡小区为防范区。

全市上下要全面压紧压实“四
方”责任，严格执行各项疫情防控规
定。各级党委政府要落实属地责
任，加强督促管理；行业主管部门要
履行监管责任，强化日常指导；企事
业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确保防控
措施落实；请广大市民切实履行个
人自我管理责任，遵守防疫要求、配
合防疫管理。对违反疫情防控规定
的，将依法依规追究法律责任。

常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2年4月26日

常州市疫情防控2022年第46号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