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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打电影虚假票房、市民足

不出户可收邮政包裹、进口化妆

品可实现信息全程追溯、政治经济

文化等领域公众人物姓名不能注

册为商标……进入3月，电影产业

促进法、邮政普遍服务新规、道路

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新规

等一批法律法规开始正式施行。

长途汽车购票将实施实

名制

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道

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自3月1日起，对省际、市际客运

班线全面实施客票实名售票和实

名查验。

新修订的《道路旅客运输及

客运站管理规定》要求，省际、市

际客运班线的经营者或者其委托

的售票单位、起讫点和中途停靠

站点客运站，应当实行客票实名

售票和实名查验。实行实名制管

理的，售票时应当由购票人提供

旅客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并由

售票人在客票上记载旅客的身份

信息。携带免票儿童的，应当凭

免票儿童的有效身份证件同时免

费申领实名制客票。通过网络、

电话等方式实名购票的，购票人

应当提供真实准确的旅客有效身

份证件信息，并在取票时提供有

效身份证件原件。

此外，新规对于代购车票的

行为做了更细致的规定：在代替

别人购买车票时，代购人需要同

时出示代购人及乘车人的有效身

份证件。新规还要求，旅客进站

应当出示有效客票和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原件，配合工作人员查

验。对拒不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

件原件或者票、人、证不一致的，

不得乘车。

根据新规，除身份证外，乘客

还可以持临时身份证、居住证、户

口簿、护照、军人保障卡、军官证、

武警警官证、士兵证、军队学员证

等有效身份证件进行购票。如果

没有携带有效证件，则需要到车

站警务室开具临时身份证明。一

张有效身份证件在同一车次只允

许购买一张实名制车票。

电影产业促进法为电影

产业立“规矩”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

促进法》将于3月1日起正式施

行，对电影创作、摄制，电影发行、

放映，电影产业支持、保障，法律

责任等分别作了详细规定。

为解决电影审核时间长的问

题，电影产业促进法将电影审核

权下放至省一级，且规定国务院

电影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电影主管部门应当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

审查决定。

为保护电影知识产权，电影

产业促进法倡导从事电影活动的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增强

知识产权意识，提高运用、保护和

管理知识产权的能力，并大力鼓

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开

发电影形象产品等衍生产品。同

时，电影产业促进法还对侵权行

为的处罚做出规定。该法规定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知识产权

执法的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保护

与电影有关的知识产权，依法查

处侵犯与电影有关的知识产权的

行为。例如规定电影院侵犯与电

影有关的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电影产业促进法还对电影销

售中制造虚假交易、虚报瞒报销

售收入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和

行业中的不规范现象，加大了处

罚力度。电影产业促进法规定，

虚报瞒报票房的，将对其采取按

倍计罚，情节特别严重的，将由原

发证机关吊销其许可证。

进口化妆品可实现信息

全程追溯

《进口化妆品境内收货人备

案、进口记录和销售记录管理规

定》将于3月1日起实施。该规

定对进口化妆品境内收货人备

案、进口记录和销售记录进行了

详细规定，标志着我国进口化妆

品同进口食品一样实现了信息全

过程追溯。

规定指出，为了便于收货人

填写基本备案信息、进口和销售

记录，质检总局建立了进口化妆

品收货人信息化平台，收货人只

要登录互联网进入该平台即可填

写相关信息。

规定显示，质检总局同时调

整工作流程，明确收货人只要在一

个检验检疫机构备案基本信息，就

可以自由选择在全国各地口岸到

货并申请报检，这就突破了过去只

能在备案地到货并报检的藩篱，极

大地便利了收货人，降低了物流成

本，减轻了收货人负担。

邮政寄件时长全面缩短

市民足不出户可收包裹

新修订的《邮政普遍服务》标

准将于3月1日起施行，这也意

味着中国邮政沿用多年的普通包

裹自取模式正式退出市场。

新标准对邮件全程时限的要

求明显提升，对信件全程时限，省

际地级以上城市间、省际其他地

区之间的信件送达时间，将由原

来的9天和15天缩短至7天和8

天；包裹和印刷品的送达时间，由

原来的15天和20天缩短到8天

和9天。

新标准实施后，原来普通包

裹只投递包裹领取通知单、用户

自行到邮局领取的方式，将改为

按址投递包裹实物。这其中，城

市全部按址投递；农村地区（包括

乡、镇政府所在地和乡、镇其他地

区）5kg以下包裹按址投递到户

或投递到村邮站，5kg以上包裹

可投递领取通知单，以满足用户

的用邮新需求。

新标准还规定，每个县级行

政区内应至少有一个开办国际及

港澳台邮件业务的邮政营业场

所，每个乡、镇应至少有一个提供

包裹领取服务的邮政营业场所，

解决了群众反映的部分乡镇营业

场所只提供收寄服务的问题。

在保护用户权益方面，新标

准增加了应公示营业时间、邮件

时限、细化了用户投诉规定，用户

投诉答复结果时限由现行标准规

定的30个工作日缩减为15日。

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公众

人物姓名不能注册为商标

3月 1日起，最高法颁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

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开始实施。

这份司法解释共31条，主要

涉及审查范围、显著特征判断、驰

名商标保护、著作权、姓名权等在

先权利保护等实体内容，以及违

反法定程序、一事不再理等程序

内容，对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

所涉及的重要问题和审判实践中

的难点问题进行了明确。

我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

（八）项规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

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

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此次发布

的司法解释对此明确，商标标志

或者其构成要素可能对我国社会

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

负面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

其属于“其他不良影响”。将政

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领域

公众人物姓名等申请注册为商

标，也属于“其他不良影响”。

同时，商标标志或者其构成

要素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

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

误认，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其属

于商标法规定的“带有欺骗性，容

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

者产地产生误认的”情形，人民法

院予以支持。

对于涉及姓名权的问题，这

份司法解释从“相关公众认为商

标标志指代了该自然人，容易认

为标记有该商标的商品系经过该

自然人许可或者与该自然人存在

特定联系”的角度，认定对姓名权

的损害。对于实践中出现的并非

以自然人的户籍姓名，而是以笔

名、艺名、译名等特定名称来主张

姓名权的，司法解释规定“如果该

特定名称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与

该自然人建立了稳定的对应关

系，相关公众以其指代该自然人

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批新规3月1日起实施
乘坐长途客运汽车需实名购票

2017年3月1日 新华网

这是3月1日拍摄的三峡工

程及其外送输电线路。据中国长

江三峡集团公司统计，3月1日

12时 28分，三峡电站累计发电

量突破1万亿千瓦时，成为我国

第一座达成这一目标的水电站。

三峡工程累计发电
突破1万亿千瓦时

2017年3月2日 人民网

记者3月1日从浙江省有关

部门了解到，今年全省各级机关

单位计划考试录用公务员（含参

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

6466名，3月11日起开始报名。

此次招考报名时间为2017

年3月11日0时至3月16日17

时，3月16日17时至3月20日24

时进行资格初审，未通过初审的

报考人员可以在3月21日0时至

3月25日17时再次进行报名，笔

试时间为4月22日。浙江省今年

继续深化分类考试，报考公安机关

执法勤务类职位的人员，在参加公

共科目笔试的基础上，还要在4月

23日加试公安专业科目笔试。

从3月1日下午起，可登录

浙江组织工作网、浙江省公务员

考试录用系统、浙江人事考试网

和浙江省人力社保厅、浙江省公

务员局官网查阅各级机关单位招

考的具体单位、职位、计划数、所

需资格条件等。根据国家对公务

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和操作手册

进行的修订，本次招录的体检工

作将实行新标准。考录工作违纪

违规行为的认定和处理也将适用

新规。

此外，省级机关也将同步开

展公开遴选公务员的工作。今年

省级机关共有19家单位推出60

名公务员公开遴选计划，面向在

浙江省设区的市级以下机关单位

工作、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

历、乡科级正职以下职务的公务

员进行公开遴选。

浙江省今年招录6466名公务员
省级机关将同步公开遴选公务员

2017年2月26日 新华网

24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举行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

合并实施试点工作会议，计划于

今年6月底前在12个试点地区

启动两险合并工作。人社部强

调，两险合并并不是简单地将生

育保险并入医保，而是要保留各

自功能，实现一体化运行管理。

人社部副部长游钧说，合并

实施不是简单地将生育保险并入

医疗保险，而是在保留各自制度

功能的前提下，按照新的发展理

念，通过制度政策衔接、整合资

源，实现一体化运行管理服务，探

索建立更具协调、灵活、高效的运

行机制，包括参保扩面机制、待遇

保障机制、基金管理机制、医疗服

务激励约束机制、统一经办管理

机制。要按照两项保险的制度要

求和运行管理的客观规律，统一

参保登记，进一步扩大生育保险

覆盖人群，更好地发挥生育保险

的保障功能。统一基金征缴和管

理，确保基金征缴到位、监管到

位、支出管理到位，杜绝跑冒滴

漏。统一医疗服务管理，借鉴医

疗保险管理措施和平台，规范生

育医疗服务行为。统一经办和信

息服务，提升社保经办服务水平，

确保经办业务不中断，参保群众

更便捷，社保信息更安全。要确

保职工生育期间的生育保险待遇

不变。同时，要妥善处理好合并

实施的制度和政策衔接。

现在部分媒体和社会公众认

为合并实施就是“五险变四险”，

这种理解是不全面、不准确的。

人社部医疗保险司副司长颜清辉

在访谈中介绍，实际上，与医疗保

险相比，生育保险还是具有独特

功能的社会保障政策，作为一项

社会保险险种，还有保留的必要：

一是生育保险具有维护女性平等

就业权益和女职工劳动保护的独

特功能。二是生育保险强调雇主

责任，职工个人是不需要缴纳生

育保险费的。三是生育保险待遇

也与医保待遇不一样，比如符合

规定的生育医疗费用是实报实销

的，生育保险基金还要支付生育

津贴。实际上生育津贴是生育保

险基金支付的大头，约占基金支

出的60%以上。通过生育津贴

的支付，能够有效均衡不同用人

单位负担、有利于促进妇女公平

就业。

人社部：生育险与医保合并
并非“五险变四险”

名称
薪加薪16号
广发多添利

广银安富
薪享事成

安邦和谐安赢
安邦和谐安赢

期限
91天

91、182、371天
40-364天

92天
2年
5年

性质
保本

非保本
非保本
非保本

保本保息
保本保息

预期年化收益
3.9%-4.1%

4.70%
4.4-4.6%

4.80%
4.20%
5.30%

起点金额
5万
5万
5万
5万
1万
1万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省人民医院淳安分院）

专家门诊时间一览表（3月4日—3月7日）

姓名
蒋 臻
邵晓莉
章期生
王建军
毛建昊
陈永伟*
刘建文*
潘 青*
姜仙姣
刘玉平
姚红斌
黄健戈
项振杜
王美华
汪奕斌
吴惠珍
江苏安
王冬英
徐东燕
赵大建*
杨剑辉*
姚 波*
黄健戈
汪 强
王新华
陈旭萍
汪小生
吴素琴
王建仙

本周末特色专科门诊
李涯松*
严建平*
沃奇军*
罗晓明*
徐东燕

注：带“*”号者为省人民医院派驻专家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网址：www.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com
http://www.chunanhospital.com/联系电话：0571-65025822

专业
骨科

神经内科
感染科

肿瘤外科
神经外科
肛肠外科

骨科
眼科

妇产科
口腔科

耳鼻喉科
中医科
中医科

呼吸内科
心内科
肾内科

呼吸内科
内分泌科

儿科
普外科
肾内科
康复科
中医科

中医保健
骨科

妇产科
感染科
皮肤科

神经外科

风湿免疫科
呼吸内科
泌尿外科

小儿性早熟、矮小症
小儿性早熟、矮小症

职称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中医师

副主任中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中医师

副主任中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坐诊时间
周六上午（停诊）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一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二上午

周六上午
周六上午
周六上午

周日上午（停诊）
周日上午

“百姓课堂”是淳安县文化馆

推出的一项面向全社会的公益性

文化艺术培训项目，书法、国画是

中国的传统艺术形式，为了进一

步丰富我县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

生活，淳安县文化馆决定开设书

法、国画基础班，并邀请我县知名

书画家为大家免费授课。

【课程信息】

面向当地招收零基础的书

法、国画爱好者（女性：18--55周

岁，男性：18--60周岁）。全年

开设春季书法基础班、国画基础

班和秋季书法基础班、国画基础

班，每个班分别招收15人，按照

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排课，不能

重复报名，费用全免，报满即止。

【教师简介】

特聘国画教师：唐新华，号双

松斎主。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美

术系，结业于上海师范大学研究

生课程。现为浙江省美术家协会

会员，杭州市美术家协会理事，淳

安县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淳安

县政协书画院副院长，自幼酷爱

艺术，琴棋书画样样皆通，近几年

来潜心研究中国传统书画，传统

功力深厚。

特聘书法教师：方银中，号凤

凰山主，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

系。淳安县书法家协会理事兼副

秘书长。书法作品多次在省、市、

县比赛中入展、获奖。

【报名时间和方式】: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3月9日

（上午8:30——下午5:00）

报名电话：0571--24817107

报 名 邮 箱 ：caxwhg@163.

com

报名时请提供个人姓名、性

别、年龄、工作单位、联系方式等

个人信息，有作品的请提供个人

作品。

【上课时间和地点】

书法基础班：每周四晚上6:

30--8:10

国画基础班：每周四晚上6:

30--8:10

地点：千岛湖镇阳光路3号

淳安县文化馆（冬瓜坞菜市场旁）

淳安县文化馆

2016年3月1日

2017年淳安县文化馆
“百姓课堂”书法、国画基础班招生简章 淳安县屏门乡卫生院（淳安县屏门乡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证号：事证第
133012700201号，声明作废。 2017年3月2日

李秋娟和吴晓飞所生婴儿吴简的出生医学证明
一份遗失，出生证编号：M330274321，声明作废。

2017年3月2日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