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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全面推行新兵
“先训后补”
训练新模式

新兵训练时间由仨月延至６个月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近日从陆军参谋
部训练局获悉，从今年起，
陆军将全面推行
新兵“先训后补”机制，其显著特点是实行
机构化统一组训，训练时间由３个月延长
至６个月。
以往新兵训练主要是完成入伍训练的共
同课目，
待其分配下连后，
再进行专业技能训
练。由于各单位担负任务、
骨干力量、
组训模
式等存在差异，
造成训练质量参差不齐。
新模式将以往各单位
“各自分训”
变为
专门机构“集中组训”，分“新兵入伍训练、
专业训练”
两个阶段，除入伍训练共同基础

内容外，根据各兵种专业新兵训练大纲组织
训练，增强了训练针对性。通过集中组训、延
长训练时间、增加训练内容，缩短了新兵适应
期。经过“一站式”训练的新兵分配到连队
后，
即可展开专业协同训练。
“实行机构化统一组训，有助于整体提升
新兵的教育训练质量，使部队实现了训练效
益最大化。”陆军参谋部训练局负责人说，新
的训练模式从源头上打牢了部队训练基础，
将使补入部队的新兵军政素质大幅提升，作
战单元整体作战起点明显提高，促进了部队
战斗力的提升。
吴敬峰 刘小红

住建部：

对投机炒房乱象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新华社北京电 住房城乡建设部 14 日
强调，各地要持续深入开展专项行动，通过
部门联合执法，把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
违规行为，作为整治房地产市场乱象工作
的重中之重，对投机炒房、房地产“黑中
介”
、违法违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虚假房地
产广告等房地产乱象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并予以曝光。
据了解，
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在部分
城市先行开展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
行为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的通
知》以来，各地逐步深入开展专项行动，陆
续查处违法违规的房地产企业和中介机
构。根据近期各地查处情况，住建部 14 日
通报各地专项行动查处的第二批违法违规
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中介机构名单。
住建部强调，要通过进一步规范房地
产市场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利

益。
第二批违法违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中介
机构名单为：武汉市洪涛伟业房地产经纪有
限公司、安逸之家（武汉）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安逸之家（武汉）房地产租赁有限公司、武
汉鸿润德房产经纪有限公司、宜昌翔龙房地
产营销有限公司、兰州众佑房产经纪有限公
司、甘肃省易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西万
德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市创美
之家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西安宝枫实
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西安陆港绿地置业有
限公司、济南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河
市顺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伟业联合
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天津睿阳置业有限公
司、天津山水城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瑞浩房地
产经纪事务所、广州市万茂房地产有限公司、
绿地地产集团徐州新诚置业有限公司、宁波
甬尚居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王优玲

“捂脸”表情被申请商标

如果“捂脸”表情真的被注册为商标，
会影响人们聊天时的使用吗？
博爱星(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昱向
记者表示，商标权是一种专用权，
只有他人

﹃捂脸﹄表情

会影响网友聊天吗？

69%的游客团圆
“在路上”
晚报综合消息 据新京报报道，9 月 14
日，驴妈妈旅游网发布的《2018 中秋出游预
测报告》(下称《报告》)显示，今年中秋的出游
高峰从 9 月 22 日持续到 23 日，9 月 24 日人气
逐渐回落;家庭客群成为中秋出游主力，69%
的游客选择“团圆在路上”
;短途周边游占比
达 63%，人们更愿意利用中秋假期来一场短
暂的休闲之旅，
其中赏月、赏秋等主题游备受
游客青睐。
《报 告》显 示 ，今 年 家 庭 客 群 占 比 达
69%，不仅有夫妻同游，爸妈带娃亲子游，更
有祖孙三代同游，其出游人次较端午假期上
涨近 1 倍，
成中秋出游亮点。
《报告》指出，3 天以内的短途周边游更
“受宠”，占比达 63%，其中“2 天 1 晚”行程预

订最为火爆，占比达 50%。从出游方式来看，自
驾出游仍是周边游的主要出行方式，占比达
60%;其次是高铁出游，占比达 30%;剩余的游
客选择巴士及其他方式出游。
景区门票预订热度也是持续攀升。
《报告》
显示，上海迪士尼乐园、北京野生动物园、黄山
风景区、慕田峪长城、成都欢乐谷、珠海长隆海
洋王国等景区预订人气最高，其中主题乐园的
搜索量和预订定量迅速攀升，
备受游客追捧。
国内长线游预订中，4~7 天以内的行程最
受欢迎，占比达 92%，十大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分
别是三亚、丽江、成都、北京、厦门、桂林、舟山、
湖州、张家界、青岛。其中，三亚、厦门、舟山等
海滨度假地备受游客青睐，看海景、吹海风、吃
海鲜成为许多游客的热门选择。
王胜男

山西一黑社会头目
被恢复执行无期徒刑

“捂脸”这个广受欢迎的微信表情，最
近竟然被人申请注册商标，以后聊天时还
能愉快地使用
“捂脸”
表情吗？

对于“捂脸”表情被抢注，腾讯方面对
记者表示，已关注到该情况，将在法定时限
内对该商标提出异议申请。
根据《商标法》第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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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内人士分析，腾讯如果能够提供证
据，证明并未对“捂脸”商标申请人提出过
授权，异议成功的几率是很大的。

此外，滴滴表示，9 月 15 日起，将按原计划
恢复深夜出行服务，同时将试行深夜运营规
则。试运行期间，快车(含优步、优享)及专车司
机在深夜期间(23:00-5:00)需满足注册时间
超过半年、安全服务超过 1000 单等条件才能
接单。
杨光

七次减刑被撤销

律师：
放心，聊天使用不侵权！

腾讯回应抢注：
将提出异议

晚报综合消息 据央广网报道，9 月 14
日，
滴滴发布最新整改进展，
滴滴表示在收到
交通部和公安部 9 月 10 日发布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和私人小客车合乘
安全管理的紧急通知》后，
尽快启动网约车全
面合规工作，积极引导专快车司机报名参加
考试及车辆办证。

驴妈妈发布中秋出游预测

“捂脸”表情被人抢注商标

近日，有网友发现，
“捂脸”
表情包居然
被申请注册了商标，
而且还通过了初审。
据中新网报道，根据相关商标初步审
定公告，
“捂脸”表情商标申请日期为 2017
年 11 月 21 日，目前正处于异议期限。
根据公告，
“ 捂脸”表情商标核定使用
商品/服务项目包括：T 恤衫；服装；衬衫；
婴儿全套衣；鞋；帽；袜；手套(服装)；领带；
围巾等。
不止如此，记者在中国商标网上随机
进行了测试，发现“小姐姐”
“网红”等热词
都已被捷足先登，有的正在走流程，
也有的
已经顺利通过予以公示。
甚至连“表情包”也被注册成商标了，
这个商标的名字就叫
“表情包”。

今起滴滴将按原计划
恢复深夜出行服务

在进行商标性使用时才能对其限制。也就是
说，即使“捂脸”表情被注册为商标了，只要不
是在它核定使用的类别上使用就不构成侵
权。对网民来说，网络聊天中使用捂脸表情
自然也不存在侵权问题。

据新华社太原电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13 日向任爱军送达了依法纠正对其违规违
法减刑的《刑事裁定书》。别名
“小四毛”
的太
原黑社会组织头目任爱军 7 次违规违法减刑
被依法撤销，法院决定对其恢复执行无期徒
刑。相关充当
“保护伞”
的公职人员被依纪依
法严肃处理。
任爱军于 1994 年因犯流氓罪、故意伤害
罪、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6 年，在太原一监
服刑期间，于 1996 年以“重大立功”为由被减
刑 2 年 6 个月，
同年 9 月释放。
2003 年 4 月，任爱军因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等被判无期徒刑，同年 9 月交付汾阳监狱
执行。2007 年 1 月，该犯由无期徒刑减为有
期徒刑 18 年。之后，任爱军分别在晋中监

狱、临汾监狱、曲沃监狱服刑。2009 年至 2013
年 2 月期间，该犯五次获得减刑，于 2013 年 6 月
28 日刑满释放。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山西高院对
任爱军两次犯罪服刑期间相关减刑案件进行复
查。9 月 1 日，刑罚执行机关向法院提交了关于
罪犯任爱军服刑期间违规违纪的相关证据，山
西高院、临汾中院、太原中院依照审判监督程
序，撤销对任爱军犯罪服刑期间的违规违法减
刑，
恢复执行无期徒刑。
日前，临汾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杨磊等
12 名涉案人员，已被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
查、提起公诉，其他涉案人员将依纪依法严肃
处理。
孙亮全 胡靖国

表情包能注册商标吗？
对于应用广泛的表情包，真的可以被申
请为商标吗？
有律师表示，表情做产权保护一般是做
版权登记，如果使用网上已有的表情注册商
标，则侵犯了表情原著者的著作权。除此之
外，表情包也存在一些风险，如果表情包涉及
他人肖像，还有可能还会被起诉。
例如，至今仍广泛流传的“葛优瘫”表情
包就被判侵权。2016 年，葛优以侵犯肖像权
为由将某旅游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因使
用“葛优躺”照片造成的侵权损失，法院最终
支持了葛优的诉求。
当然，这些商标都是特定领域内使用才
会侵权，因此大家以后听说哪个词或者图案
被人申请为商标了，
日常聊天大可放心使用。
此外，
如果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被人注册
为商标，
而公示期内未被发现，
是不是就意味着
要吃哑巴亏呢？刘昱律师向记者表示，
这种情
况下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维权。张旭

企业环保公开致歉承诺书
我单位位于南通市港闸区越江路 18 号，2018 年 6 月 11 日，南通市环境监测站对我
单位废水排放情况开展监督性监测。监测数据显示超标排放污染物，对此，我单位深感
歉疚，也深知此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污染防治法》及相关地方环保法律法规，对
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事后，我公司已进行全力整改，整改后排放废水已稳定达标。在此
就本单位超标排污行为向社会诚恳作出公开道歉，
并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各项环保法律法规，履行企业环保法定义务，
主动执行环保处罚决定；
二、公司自上而下全面落实环保主体责任制，高标准实行规范化环境管理，确保各类
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三、履行环保社会责任，在守法达标基础上进一步削减污染物排放，做保护环境的良
心企业。
以上承诺请全社会监督!
南通鑫龙毛纺厂
2018 年 9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