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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3月16日讯（记者 沙兆华）今日，
湖南日报爆出了《“十八洞村”商标被抢注》，立
即引起了我省专业律师团队一片哗然。一方面，
他们为农民兄弟缺乏自我商标保护意识扼腕叹
息，一方面也积极出谋划策，为农民兄弟抢回自
己的“十八洞村”支招，准备打一场商标“保卫
战”。

余缨， 高级律师， 湖南昌言律师事务所主
任， 她在企业商标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着丰
富的实战经验。记者第一时间请她当“辩手”，她
表示：“十八洞村”是一个地名，地名作为商标，
在法律明文规定中， 有更加严格的保护和注册
限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六条规

定：商标中有商品的地理标志，而该商品并非来源
于该标志所标示的地区，误导公众的，不予注册并
禁止使用；但是，已经善意取得注册的继续有效。

余缨解释，条款内所称“地理标志”，是指标
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
誉或者其他特征， 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
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如果抢注者利用“十
八洞村”商标销售并非来源十八洞村的农产品，
这就有明显误导公众之嫌。

余缨继续在法律条款中找依据，《商标法》
有在先使用原则，即第三十二条规定：申请商标
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 也不得以
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
响的商标。

余缨认为，按照以上两条条款，十八洞村村
民留住自己的“姓名权”是有希望的。

如何补救，余缨认为，应先走行政程序，对
正在注册公告期内的， 可以向国家工商行政总
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异议；对已注册的，可以
申请宣告无效。对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不服的，
就须通过司法路径，向人民法院起诉，用司法权
杖追回咱们农民自己的商标权。

同时， 省律师协会会长李德文表示，“十八
洞村”商标被抢注事件，不仅暴露出农民群体自
我保护意识不够， 也反映出整个社会对商标和
知识产权自我保护后知后觉。“十八洞村” 商标
权保护战中， 如有需要， 省律师协会将积极亮
剑，帮助农民兄弟追回属于自己的“姓名权”。

� � � � 湖南日报3月16日讯（记者 奉永成）今天，
本报刊发的《“十八洞村”商标被抢注》新闻，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省工商局商标
监管处副处长周卫给十八洞村村民支招：可
向国家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 宣告该商
标无效。

“根据国家商标监督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十八洞村’可以申请注册商标。”周卫告
诉记者，商标有唯一性和先后性，一旦被人提前
注册，之后就不能以同样的名字再注册商标；但

在申请注册商标时， 不能使用不正当手段抢先
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力的商标。

周卫认为，“十八洞村” 的影响力已是明摆
的事实；作为该村村民，肯定是最早使用“十八
洞村”名字的群体。

周卫支招：十八洞村村民可以“他人已经使
用并有一定影响力” 为依据， 收集证据提出申
请。如果尚在商标申请公告阶段，可向国家商标
局提出异议；如果已经被注册，可向国家商标评
审委员会提出申请。

据了解，当事人提出申请，被国家商标局和
商标评审委员会采纳， 从而宣布此前申请或注
册的商标无效的案例，在我国时有发生。

“‘乔丹’商标是最典型的案例。”周卫介绍，
福建一商家曾注册“乔丹”商标，在国内生产经
营体育用品；美国乔丹公司得知后，以“他人已
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力”为由，向我国商标评审
委员会提出申请， 要求该商家停止生产经营有
“乔丹”商标的体育用品。美国乔丹公司申请被
国家商标评审委员会采纳。

� � � � 湖南日报3月16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周红艳）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卫生计生委获悉，
为积极应对当前H7N9疫情形势， 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的健康安全，按照国家、省里的防控工
作要求， 长沙市活禽交易市场从3月17日起休
市21天。

自2016年底以来， 我省部分地区陆续报告
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长沙市也出现了人感
染H7N9禽流感病例。 经各级各部门各司其职，
协调配合，高效处置，前段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但长沙市作为省会城市，人口流动频繁，与周边
地区禽类交易活跃， 活禽交易市场环境中检出
H7N9阳性，并出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防
控任务十分艰巨。

专家介绍，今年3月以来，长沙的低温湿雨
天气， 尤其有利于病毒在外界存活并容易导致
疾病传播，同时受周边地区疫情等因素影响，外
地活禽市场关闭后， 流入长沙市的活禽数量增
加，防控压力加大。为积极应对当前H7N9疫情
形势，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 按照国

家、省里的防控工作要求，长沙市活禽交易市场
从3月17日起休市21天。

据悉， 下阶段， 长沙市将继续加强联防联
控，全力做好疫情发现、医疗救治及应急处置工
作，加强督促检查，并及时组织开展会商评估，
适时调整防控策略， 确保长沙市疫情防控工作
科学、有序、高效。同时，疾控专家提醒大众，应
尽量避免接触活禽，远离活禽饲养、交易、加工
场所，食用禽肉应尽量购买冰鲜类产品，烹饪时
要充分熟透，并做到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感染。

湖南日报记者 姚学文

3月16日，长沙市教育局召开新闻
发布会，公布中小学入学“新政”。今年，
该市将继续实行“公办不择校，民办不
择优”的招生政策，但也有微调，包括从
今年秋季初一新生开始，在民办学校就
读的学生初中升高中时不再享受对口
直升招生；中考语文口语交际考查实行
人机对话测试等。

据介绍，长沙市今年有小学毕业生
78727人,初中毕业生77408人。其中，城
区小学毕业生36705人（不含外地回长
生及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初中毕
业生37939人。与去年比，共新增毕业
生2310名。

主体政策不变 一些细节微调
今年长沙市中小学招生，总的思路

是突出公平、重在规范、依法依规、稳妥
推进。主体政策保持不变，小学仍实行
公示学区、划片招生、注册入学制度。城
区小学升初中，高新区继续按照单校划
片方式入学，其他区按照单校划片（对
口升学）、 多校划片和配套入学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多校划片方式为“相对就
近、免试入学、指标到校、微机派位”。望
城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原则上按
照单校划片方式进行。

在主体政策不变的情况下，一些细
节进行了微调，如配套学校入学须按时
登记等。并明确了配套入学共有产权证
范围，规范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资格
复核，明确民办（子弟）初中学校招生具
体时间等。

同时，长沙中考语文口语交际考查
将实行人机对话测试。考查采取“统一组
考、相对集中、人人必测”的方式进行，并
和英语口语人机对话考查同步测试。

小学和三类小升初新生
须网上报名

今年起，长沙市正式启用“普通中
小学入学报名系统”。 凡就读小学一年
级以及跨区升学、配套入学、外地回长
等三类小升初学生，须在4月15日前登
录“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

进行网上报名，否则影响正常入学。
长沙市教育局副局长缪雅琴介绍，

实行网上报名， 主要是方便广大学生和
家长， 并便于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掌握
适龄儿童入学数据，科学预测学位需求，
提前做好入学服务；规范信息采集，进一
步搞好招生入学工作，促进教育公平。

规范特长生招生
小学新生入学年龄截止日期

原则上为8月31日
据介绍，今年，长沙市在特长生招

生中，将严把项目关。学校申报特长项
目， 由市教育局进行严格审查并公示。
同时，对特长生招生实行“三统一，三公
示”，即统一计划上报时间、统一特长测
试时间、统一录取程序，公示招生计划、
招生程序、录取结果。特长测试将实行全
程电子录像，并设立举报电话，派督查组
全程监督，发现违规行为坚决查处。

小学新生入学年龄限制，也是很多
家长关心的。长沙市教育局局长卢鸿鸣
介绍， 小学新生入学年龄截止日期，原
则上为当年8月31日年满6周岁 ，县
（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可根据当地学位
情况适当延迟。

不得举行选拔性文化考试
坚决杜绝择校生

长沙市要求，民办（子弟）学校必须
遵守国家、省及长沙市教育法律、法规、
政策，依法依规招生。各中小学校要严
格按照全市统一的时间开展招生工作，
不得提前启动招生。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不得举行任何形式的选拔性文化考试，
不得与任何培训机构联合举行或变相
举行招生考试，不得以培训机构成绩作
为学生入学依据，不得以招收特长生或
特色招生为名招收择校生。城区初中微
机派位后， 禁止学生在公办学校之间

“二次流动”， 坚决杜绝公办学校收取
择校生。严格执行《湖南省中小学生学
籍管理办法》，实行升学、考试、招生和
注册学籍联动机制，“一人一号， 籍随
人走”。

同时， 长沙市将强化招生专项督
查，严肃查处招生违纪违规行为。

“公办不择校，民办不择优”

长沙中小学招生“新政”公布“十八洞村”商标遭抢注引律师界关注

有望抢回自己的“姓名权”

“十八洞村”商标被抢注，省工商局商标监管处支招

村民可提出申请，宣告商标无效

■《“十八洞村”商标被抢注》后续报道

3月17日起，长沙市活禽交易市场休市21天

涔天河水库电站
首台机组转子吊装成功

3月15日，涔天河水库电站首台机
组重达177.3吨的转子吊装就位。 这是
电站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中单件吊装重
量最大的设备。 发电机转子的顺利就
位，为电站首台机组按期投产发电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黎实 谭虹 摄影报道 � � � �湖南日报3月16日讯（记者 沙兆华）
今天，省律师协会在长沙成立了“维护
律师执业权利中心”， 专门为完善律师
执业权利开辟了渠道，同时，“投诉受理
查处中心”也相伴成立，标志着我省律
师违法违规惩戒机制更趋严厉。

根据司法部、 全国律协有关要求，
省律师协会高质量、 高标准地建成了
“两个中心”。省律师协会会长李德文表
示，“两个中心”畅通了律师维权和投诉
渠道，严格了执业监管，保障了执业权
利。对于律师、律所中违规收案收费，少
数律师不尽职、不履职，损害当事人合
法权益的，一经投诉，将有查必果、有违
必究， 确保律师行业生态得以净化。湖
南麓和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含英表示，这

为全省1.3万名律师执业维权找到了
“娘家”，也为律师规范执业戴上了“紧
箍咒”。

据悉，今年3月底前，各市州律协也
将按照相关要求，成立“两个中心”，完
成挂牌和向社会公布工作。

省律师协会“两个中心”维权电话：
0731—84586318； 投诉电话 ：0731—
84586323。

畅通律师维权和群众投诉渠道

省律师协会成立“两个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