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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单位多种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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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 6月 30日从中国人民
银行获悉，央行决定于 7月 1日起下调再贷
款、再贴现利率。

央行决定，下调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
利率 0.25个百分点。调整后，3个月、6个月
和 1年期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利率分别
为 1.95%、2.15%和 2.25%。再贴现利率下调
0.25个百分点至2%。

此外，央行还下调金融稳定再贷款利率
0.5个百分点，调整后，金融稳定再贷款利率
为 1.75%，金融稳定再贷款（延期期间）利率
为3.77%。

央行下调

再贷款、再贴现利率

本报讯（李琳）2020 年高考将于 7 月 7
日、8日举行，西安市出租汽车行业将继续
开展持续 19年的“爱心送考”活动。高考两
天，考生可凭“2020年高考准考证”免费乘
坐西安市区的全部 15000辆出租车。

今年，西安的网约车也首次加入了行业
统一组织的“爱心送考”队伍。本次活动为抗
疫一线医务人员子女和出行不便、家庭困难
或有特殊情况的考生提供一对一上门免费接
送服务。7月6日零时前，关注“西安大交通发
布”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回复“爱心送
考”，点击链接、填写信息报名。同时，还可以
拨打西安出租汽车协会电话：029-88648677
（09:30-12:00，14:00-17:00）进行报名。

西安出租车“爱心送考”报名开始
15000辆车一对一上门免费接送

本报讯（赵辉）6月 30日，西安市十六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
了《西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并
将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即可生
效。条例明确，市人民政府按照产生者
付费的原则，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
度，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家庭和个人
应当按规定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

条例明确，禁止擅自关闭、闲置或

者拆除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场所。生活
垃圾收集、运输单位发现交付的生活垃
圾不符合分类规定的，应当要求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按照规定进行
分拣。对拒不分拣的，可以拒绝接收，
并报告所在地城市管理部门。

餐饮、娱乐、住宿等服务性经营者不
得在经营活动中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

在法律责任方面，条例规定擅自关闭、
闲置或者拆除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场所
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 10 万
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罚款。生活垃圾分
类投放管理责任人未将生活垃圾交由有
资质的单位进行收集运输的，由城市管

理部门责令立即改正，处 1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未在规
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由城市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处
5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200元以下罚款。

擅自从事厨余垃圾、其他垃圾经营性
收集、运输、处理以及有害垃圾经营性收
集活动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并处3万元罚款。

餐饮经营者未将厨余垃圾交由取得
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收运、处理的，或者畜
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

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的，由城市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 10万
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

生产经营者未遵守限制商品过度包
装的强制性标准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2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未遵守国家有关禁止、限制使用不
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的规
定，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告塑料
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情况的，由
商务、邮政等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1万
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

《西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表决通过

市民未在规定地点分类投放最高罚200元

两家“正泰”撞脸、“咖啡伴侣”碰上
“咖啡伴旅”“江小白”商标争夺战……近
年来，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增强，
商标领域官司不断。然而，商标侵权形
式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商标法对商标
专用权保护的规定较为原则，实践中大
量商标侵权行为发生在基层，一线迫切
需要相关规定指引，让执法人员判定更
有据可循。

为此，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出台了
《商标侵权判断标准》（以下简称《标
准》），旨在完善商标保护规则体系，解决
执法实践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执
法部门依法行政提供具体操作指引。

据介绍，《标准》共 38条，对商标的使
用、同一种商品、类似商品、相同商标、

近似商标、容易混淆、销售免责、权利冲
突、中止适用、权利人辨认等内容进行
了细化规定。

“这个《标准》很细、操作性强，给常
见的争议问题提供了标准答案。”北京
市律协商标专业委员会委员、京师律师
事务所律师熊超举例说，商标法规定，
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
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
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个“不
知道”较为原则，认定不易。

熊超曾经手过一个红酒商标侵权案
件，销售侵权红酒的商家表示不知道侵
权，并且可以提供进货、销售等相关证
明，但是其进货价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最
终法院仍判定免责。而《标准》对销售商

免除责任的相关要件进行了细化规定，
明确了不属于销售不知道的情形，其中
一条就是“进货渠道不符合商业惯例，且
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

在商标侵权判定中，李鬼李逵难辨
别也是一大难题。对此，《标准》在传统商
标的基础上，增加了立体商标、颜色组合商
标、声音商标等新型商标相同、近似的判断
标准，同时，进一步明晰了《商标审查及审
理标准》在商标行政执法中的应有作用。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电
商平台上的商标侵权案件也多了起来，
而平台的责任认定一直不易。现实中，一
些电商平台被告知销售的产品存在商标
侵权后，置之不理，一时也拿它没办法。

对此，《标准》明确，电商平台虽然不

知情，但经商标执法
相关部门通知或者
商标权利人持生效
的行政、司法文书告
知后，仍未采取必要
措施制止商标侵权
行为的，属于故意为
侵犯他人商标专用
权行为提供便利条件，帮助他人实施侵
犯商标专用权行为。

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司负责人表
示，制定《标准》不仅基层一线有需求，
社会各界也十分关注。此举有利于进
一步提升商标执法保护水平，为市场主
体营造透明度高、可预见性强的知识产
权保护环境。 （杜鑫）

6 月 30
日，咸阳市烟
草专卖局（公
司）举行新发
展党员入党
宣 誓 仪 式 。
面对鲜红的
党 旗 ，新 发
展党员用铿
锵的誓词表
达了对党无
限的忠诚与
热爱。

魏锋 摄
6 月 30 日，陕西交通集团商界分公司组织党

员走访慰问驻地商洛市参加过中国革命、建设和
改革的部分老战士、老同志，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
和崇高敬意。 瑚彩琴 李建锋 摄

近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车辆段
组织 2020 年新发展党员进行入党宣誓。该段党委开展

“迎七一”系列活动，激励党员干部职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为保障铁路安全运输贡献力量。 师欢 摄

近日，西安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开展为党员过集体
政治生日活动，组织学生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据了解，该学
院还在网上开展了此项活动。 张英 杨飞 摄

本报讯（郑永獒）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
6月30日，西安市机械冶金建材工会支部开展专题党
日庆祝活动。

活动中，支部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并在《党员
承诺书》上签字。大家再次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同时，结合各自工作实际，表示要努
力在深学细学、入心入脑、落地落实上下功夫，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积极组织开展“建功立业新时代，
助力先进制造业”主题立功竞赛活动，大力弘扬劳
模精神和劳动精神，着力培育机械产业工匠人才。

西安市机械冶金建材工会开展专题党日活动

近日，陕西高速集团汉川分公司机关党支部到
留坝县江口镇红25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开展“重温红
色岁月、牢记使命担当”主题党日活动。 田智中 摄

本报讯 7月 1 日，西安市雁塔区
总工会开展“庆七一、学讲话”重温
党史及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

讲话精神宣讲活动。区总工会邀请
雁塔区委宣讲团成员高级讲师吴明
宝带领大家重温了中国共产党 99载

的光辉历程。
目前，全区各工会组织采取职工大

讲堂、故事会、分享会、微宣讲等形式开

展了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
精神宣讲学习交流活动，累计开展宣
讲12场次，覆盖听众1000余人。

雁塔区总工会开展“庆七一、学讲话”活动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李卓然）7月1日，笔者从陕西省统计局
了解到，随着“六稳”“六保”任务扎实推进，5月份，
陕西消费品市场延续上月恢复势头，限额以上企
业（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当月同比下降 1.8%，降幅
较上月收窄 3.6个百分点，增速有望转正，市场规
模接近去年同期水平。

统计数据显示，5月份，以京东陕西、唯品陕西
为代表的新商业企业继续快速增长，全省通过公
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为 51.78 亿元，同比增长
33.4%，增速较上月提高 11.6个百分点，占全省限
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为 14.1%，这一比重较
2019年扩大 4个百分点，发展迅速。

值得注意的是，汽车市场经历低迷的 2019年
之后，2020年逐渐好转，市场销售数据显示逐月加
快，尤其 4、5两月增势较好。5月份，全省限额以
上企业（单位）汽车类商品实现零售额 95.72亿元，
同比增长 9.4%，增速较 4月提高 1个百分点。

5月陕西网上商品零售额达51.78亿元

本报讯（杨耀青）6月 30日，西安市召开国有企
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现场推进会，对前一
阶段全市国企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进展
情况进行了通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确保全市国企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移交工作
如期完成。

据了解，本次纳入社会化管理服务的国企退
休人员约 45.9万人，接收工作涉及 21个区县、开发
区，173个街道和 1404个社区。

会上，新城区分别与西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等 5户驻市国有企业签订了整体移交协议。本次
协议共移交国企退休人员 33211人。会上还演示
了“西安市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移交工作平台”，
可帮助退休人员及时了解工作动态和移交情况，
实现了移交工作和社区接收服务工作顺畅衔接。

西安：45.9万人纳入社会化管理服务

一线执法人员有了商标侵权判定的“标准答案”
李鬼李逵难辨别 销售商不知道就免责 电商平台责任难定

7月1日，西安大
兴医院医务人员陕
西省第三批援鄂医
疗 队 员 张 亚 辉（右
一）、第二批援鄂医
疗队员吴明（中）、王
娩（左一）展示湖北
及武汉为陕西援鄂
医疗队员颁赠的荣
誉证书及纪念品。

吴宽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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