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30日，北仑海关查获一起侵犯宁波本土品牌“SCAN BRIK 及图形”商
标权的手板锯，总计45箱1800盒，按真货市场价值计算，货值约12.4万元。这
是宁波海关系统在今年7月1日起开展的“龙腾行动2019”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
动中，查获的首起侵犯宁波重点企业知识产权的案件。

记者 严瑾 通讯员 王永贝 韩思齐

北仑海关查获“山寨”手板锯

2019年8月2日 星期五 广告
责编/顾华达 董富勇 审读/胡红亚

美编/徐哨 照排/陈科
经济 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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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JKLM)
!IJKLa7{bc^d5e
i|t@SRyCR2Oa7
fPQIRS7egkU;:<V99:
;:::::::K<9I>\7F99:;<
=::<=:Y>9IhiS<JKLM
!!"j^R\k#lmno[
-Sn|tuU5jk|t@
01BC45pwq@JKLM

!MNr01XQCN2]RO
[SjkPQh!{RPQd
sRORStRS7=:K<<;:<=
9<:<<K:<::991g7<=<::><
Y;KdW<K
!YZuK9:vwjkPQ0
1abLxWy_TjkPQ
8SGSI8S7kkzTU
V<V;:YV<Ix[\]Ỳ j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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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范洪 通讯员 罗刚 实
习生 沈秀萍） 7月31日，文化和旅游部
官网发布《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关于暂
停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的公告》。鉴
于当前两岸关系，决定自8月1日起暂停
包括宁波在内的47个城市大陆居民赴台
个人游试点。宁波飞台湾航班涉及到东
方航空、春秋航空、华信航空、长荣航空、
立荣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航点涉及台
北、高雄及台中。昨天，相关航空公司与
旅行社纷纷对此作出相关回应。

赴台自由行暂停，涉及到一些旅客出
游计划的调整。昨天中午及下午，东方航
空、春秋航空等多家国内航空公司发布公
告，开始执行8月1日起赴台客票特殊退
改服务。航空公司明确回应，在7月31日
24点（含）前购买的日期为8月1日0点
（含）后的台湾地区实际承运航班旅客，可
享受免费退改服务，不收取任何手续费。

目前，东方航空每天有宁波往返台北
桃园机场航班1班，春秋航空宁波往返高
雄航班则是从上月起新开的航线，每周四
日各2班。

旅行社方面，春秋旅游发布消息说，
在获悉相关公告后，春秋旅游在第一时间
组织相关业务部门了解近期赴台出游的
相关情况，并在产品方面下架相关赴台个
人游产品，避免消费者误选、错选。

记者了解到，春秋旅游目前对赴台团
队游仍继续开展，对已预订赴台游自由行
游客的后续服务方面，将充分和游客沟
通，尊重游客意见，对赴台个人游的客人，
提供变更、解除合同两种方案，最大限度
保障游客利益，减少游客损失。

此外，春秋旅游还对预订团队游的客
人，开始电话逐一沟通，提醒其确认有关
注意事项包括签注等，如遇尚未办理团队
签注的客人，告知尽快办理。

多家航空公司
为赴台游客免费退改机票

本报讯（记者 徐文燕） 7月31日，宁波斯迈克制
药、欧诺法化学等6家企业负责人分别与人保财险、第
三方环保服务机构签署合作协议。这标志着，宁波在
全省首创的生态环境绿色保险项目率先在北仑试行。

生态环境绿色保险“保障+服务+补偿”模式是通过
保险公司聘请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专业服
务，对存在的环境问题进行“问诊”和“会诊”。保险公
司一方面对聘请的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进行监督，确
保服务质量；另一方面为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的服务
效果进行部分保证背书，若其服务过失或服务缺失造
成企业额外支出的由第三方机构核定的相关费用，保
险公司按照保险协议约定进行补偿。同时，保险公司
还对突发环境污染事故责任部分进行兜底保障。

“保障+服务+补偿”的生态环境绿色保险通过构筑
一个三方共同参与的良性循环的环保治理体系，努力让
生态环境绿色保险更加贴近企业需求，发挥保险在缓释
社会风险、促进社会治理的“稳定器”作用，达到多方共
赢的目的。

下一步，宁波将发挥绿色保险对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的推动作用，积极推进绿色生态环境责任保险试点
工作，建立由保险公司、投保企业、环保专业服务企业
等市场主体组成的市场运作机制。同时，将探索建立
完善的环境风险评估、保险费率厘定、环境政策技术咨
询、环境责任认定、环境损害鉴定、保险承保理赔等各
项工作制度，建立“环境体检+责任保险+专业服务+风
险防范+损害理赔”为一体的绿色金融环境风险防范体
系，增强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能力。

全省首创
生态环境绿色保险

在北仑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