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禁渔执法宣传忙

江北区市场监管局联合渔业
执法大队开展禁渔期法律法规宣传。

▲2017 年 4 月 19 日，象山县
市场监管局石浦分局到石浦各大
菜市场进行保护幼鱼宣传。

通讯员 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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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之窗11~12

品牌经济作为核心
竞争力在市场活动和企
业发展中的作用日显突
出，为进一步引导、推
进商标创牌工作，针对
品牌指导站的“星火计
划”已然实施。

“根据市政府办公厅
《关于深入实施商标品牌
战略的若干意见》精神，
结合宁波实际，搭建基层
商标品牌工作平台，提高
商标品牌指导和服务水
平，满足企业及社会需
求。以品牌工作指导站星
级建设，调动企业、政府
及部门的力量，营造良好
的商标品牌工作环境，推
进我市商标品牌战略深
入实施。”谈及“星火计
划”，宁波市市场监管局
商标处相关负责人如是

说道。
“我们认为，品牌指

导站本身就是一个围绕
企业品牌建设，将相关
部门工作结合起来的很
好平台，实现了市场监
管服务职能发挥、地方
政府经济发展目标与企
业商标品牌创建需求三
者之间的有效对接。”该
负责人表示，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星火计划”
必将推动我市商标工作
迈上一个新台阶。

据了解，我市品牌指
导站工作始于2012年，
经过5年的创建推进，已
初步形成以市场监管（原
工商部门）为主导、以乡
镇（街道）、行业协会等为
依托的品牌工作指导站
运作模式。目前全市已建

基层品牌工作指导站66
个，积累了一些经验和做
法。按照品牌指导站“调
研员、辅导员、护航员、宣
传员”的基本定位，“星
火计划”致力于指导站
的规范升级、功能完
善，特别是在制度建
设、业务培训、指导服
务及创建星级指导站方
面作了进一步强化。比
如 2016 年 11 月，我市
对新认定的 10 个三星
级、11个二星级和30个
一星级品牌指导站分别
给予每个5万、4万和 3
万元的奖励，共计发放奖
金184万元。

与此同时，“星火计
划”还将创建目标转向
了行业协会、特色小
镇、高新产业园区等。

“发挥组建单位熟悉、贴
近企业及服务本行业、
配合政府方面能够发挥
独特作用的优势，重点
支持在产业集聚效益
好、实体企业覆盖广的
行业协会自主创建品牌
工作指导站，逐步形成
市场监管部门推动、以
组建单位资源为依托、
多模式共同运作的指导
站工作新格局。”该负责
人说，2016年，全市各
乡镇街道、行业协会、商
会、品牌基地又掀起一股
商标注册热潮，当年新增
注册商标 2.1 万件，7件
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
51件商标被认定为省著
名商标，80件商标成为
市知名商标……
通讯员 张淑蓉 黄迪

近日，象山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在对定塘镇
一家熟食加工点进行日
常检查时，发现两箱无
动物检疫标志的“问题
牛肉”，随即顺藤摸瓜，
在其上级经销商处查获
同批次“问题牛肉”数
百公斤。

“当时，我们在这家
熟食加工点的解冻区发
现了两箱冻牛肉，其外
包装上标注有‘精选牛
肉’字样，却没有张贴
检疫标志。”据定塘市场
监管所执法人员介绍，
通过对当地熟食加工经
营户的长期接触和了
解，他们怀疑这批牛肉
可能是从丹城或石浦冻
品批发户处购入。为避
免打草惊蛇，更是为了
深挖源头，执法人员没

有当场向经营者指出牛
肉的异常，只是按照日
常检查流程了解牛肉进
货情况后便离开了。

随后，执法人员第
一时间赶赴该熟食经营
户所提及的进货源头
——肉类经销商周某位
于定塘镇中心菜场附近
的冷库。果不其然，执
法人员在该冷库的角落
发现了与该熟食加工点
相同包装的冷冻牛肉。

“共计 31 箱 （20 公
斤/箱），其内、外包装
均未加贴动物检疫标
志。我们依法立即对这
批牛肉予以查封。”执法
人员说，面对突如其来
的检查以及现场被查获
的 31 箱“问题牛肉”，
周某哑口无言，显然，
他很清楚未张贴动物检

疫标志的牛肉是不能销
售的。

出乎意料的是，几
日之后，周某却再次找
到了象山县市场监管局。

“这是供货商提供给
我的那批牛肉的随货检
验检疫合格证明，还有
这些是动物检疫粘贴标
志，我只是没来得及
贴 。” 周 某 解 释 。 显
然，这回他做了准备。
但执法人员仔细检查后
发现，其提供的纸质证
明与检疫粘贴标志上的
数字代码不一致，而且
动物检疫粘贴标志是在
经过检疫机构检疫后就
在内外包装上张贴好
的，不可能由经销商自
行张贴。为确保无误，
执法人员将相关材料发
函至该县动物卫生监督

所，不久，县动物卫生
监督所回函确认：该批
牛肉未经检验检疫。

“你们来得太快了。
这批牛肉我购入才没两
天，只给老客户送了几
箱，都还没来得及卖出
去，就被你们全查了。”
及此，经销商周某也终
于承认了自己违法经营
未经检验检疫牛肉的事
实。

目前，象山县市场
监管局已对涉案牛肉进
行了无害化销毁处理，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
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
定，对经销商周某作出
了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
罚。
通讯员 陈挺 严谦

“星火计划”让商标注册火起来
宁波现有品牌指导站66个，其中51个“挂星”

象山查获一批“问题牛肉”

4月7日至9日，由宁
波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委派
的资质认定评审专家组一
行对市食检院申请的检验
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扩项认
证进行现场评审，实际确
认扩项 173 项 （参数），
无不通过项和限制项。

在为期三天的评审
中，评审组根据相关规定，

对食检院质量管理体系、
相关文件的有效性与符合
性，以及检验检测技术能
力范围进行了系统、全面
的现场检查和评审，同时
根据申报的扩项项目，现
场安排了 52项参数的现
场试验考核，最终认定：该
院在“人、机、料、法、环、
测”等方面满足扩项要求。

市食检院：

通过机构资质认定扩项评审

近年来，杭州湾市场
监管分局充分发挥抵押登
记职能优势，积极搭建助
企融资平台，为企业增添
发展动力。今年第一季度
已办理动产抵押 20 件，
股权质押1件，融资总额
超过6亿元。

在具体工作中，该局

除了强化宣传和优化服
务，更是想方设法拓宽抵
押登记范围，小额贷款公
司、民间自然人、担保公
司、融资租赁公司等成为
新型抵押权人，动产抵押
的物品扩大到企业的生产
设备、原材料、半成品和
产品。

杭州湾：

一季度帮助企业融资超过6亿元

近日，东钱湖市场监
管分局查处一起商标侵权
案，当事人东钱湖旅游度
假区某电子元件厂被责令
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物
品，罚款8万元。

经查明，该电子元件厂
在未经“palic”商标注册人
许可的情况下，于2016年
10月中旬，通过在淘宝网
上采购样品并进行仿制的

方 式 ，开 始 生 产 标 注
“palic”注册商标、名称为
RCA 莲花插头的产品外
壳。截至案发，累计生产
12180 只 ，违 法 经 营 额
6090元。同时，该厂还通过
上 海 展 销 会 购 入 未 经

“NUETRIK”“甬声”商标
注册人许可生产的四芯音
响插头3000只，三芯卡侬
母插头6000只并在网上销
售，违法经营额10200元。

东钱湖：

查处一销售侵权商品案

不久前，慈溪市市场
监管局接到南浔某地板厂
家（以下简称地板厂）举
报，称慈溪舜都装饰市场
一家地板销售店（以下简
称地板店）涉嫌销售的一
款地板侵犯了其注册商标
专用权。

接到举报后，慈溪市
市场监管局立即组织人员
对这家地板店进行检查，
并先后两次检查其仓库，
最终在仓库的一个角落，
发现了 17件标有“上臣
牌”商标的地板。经地板
厂工作人员现场检查确

认：“这17件地板均标注
有本厂注册商标，却非本
厂生产。”

经查实，慈溪这家地
板店是从 2013 年开始与
南浔的这家板厂合作，一
直以来都是从厂家进货并
进行销售。后来，店家为追
求更高利润，于2016年 8
月开始自行通过另外渠道
采购假冒的“上臣牌”地板
进行销售。截至被查获时，
该地板店已销售侵权地板
5 次，涉案经营额 7 万多
元。目前，该案已移交公安
部门作进一步查处。

慈溪：

一地板店涉嫌销售侵权地板被查

通讯员 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