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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16个省著名商标失效
全省共158件不予续展，包括鲁西南风味楼、舜和酒店、齐鲁制药等

年产值10万元 愣被吹成2亿元
济南一家企业宣传“吹爆牛皮”，被工商部门处罚

有司法问题今天可拨12345
□记者 李明

24日上午10：00，济南市司法局党
委书记、局长谢圣仁带领有关人员到
12345热线接听市民来电，接受市民关

于司法行政系统“四风问题”及基层法
律服务、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等方面的
咨询、意见和建议。欢迎广大市民拨打
12345、发送短信(106-3531-12345)、登录济
南政府网市长信箱积极参与。

山航新开9条航线
□记者 万兵兵

通讯员 吴万渊

10月27日起，山东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将开始执行2013/4冬春季航
班计划。记者从山航了解到，在现有
航线网络基础上，山航计划新开9条
航线，恢复济南-大阪航线。

国内航线方面，重点新增了每
日各1班的青岛—武汉—珠海，重
庆—石家庄—烟台，重庆—桂林—
福州，重庆—温州，重庆—贵阳—珠
海，济南—太原—包头；新增每周1/

2/4/6执行的烟台—郑州—海口，每
周2/3/4/6/7执行的烟台—南京—
温州，及每周2/4/6执行的厦门—珠
海—海口等9条新航线，并加密原每
日2班的济南—广州至每日3班。此
次山航冬春换季在珠海、天津、温
州、郑州等地区投放运力同比去年
冬春季大幅度增加。

国际航线方面，恢复执行每周2/6

执行的济南-大阪航线，加密原每日1

班的青岛—首尔至每日2班。同时将9

月底开通的济南-曼谷、青岛-曼谷2条
国际航线航班密度适当增加。

济南至乌鲁木齐开通棉农临客
□记者 万兵兵

记者从济南铁路局获悉，济南
至乌鲁木齐之间将加开1对临客列
车，以方便在新疆的采棉工返乡。

据悉，10月28日、29日，11月3日、
4日、9日、10日、15日、16日济南—乌
鲁木齐间加开L207次，早晨5：00济
南站始发，第三天15：06终到乌鲁木
齐，途经泰山、兖州、徐州、商丘、郑

州、洛阳、三门峡西、宝鸡、天水、兰
州、武威、张掖、柳园、哈密南、鄯善。

同时，10月30日、31日，11月5日、
6日、11日、12日、17日、18日乌鲁木
齐—济南间加开L208次，16：12乌鲁
木齐始发，第四天上午11：11到达济
南站，途经吐鲁番、鄯善、哈密南、柳
园、嘉峪关、张掖、武威、天水、宝鸡、
西安、三门峡西、洛阳、郑州、商丘、
徐州、兖州、泰山。

单位 注册商标 商品或服务

济南天辰机器集团有限公司 天辰及图 电焊机；机械加工装置

济南钢铁集团闽源钢铁有限公司 LWG 热轧带肋钢筋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天鹅及图 麻纺机械

山东鲁西南风味楼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鲁西南风味楼 餐馆；饭店

济南派克森美容用品公司 派克森及图 美容院；理发店

山东舜和酒店集团有限公司 舜和商务酒店及图 住所（旅馆、供膳寄宿处）；饭店

济南垚林建材有限公司 垚林及图 石料黏合剂；非金属建筑材料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齐鲁及图
单唾液酸四已糖神经节苷脂钠
注射液；注射用重组人白介素-11

山东奥太电器有限公司 山大奥太及图
电弧切割设备；电弧焊接设备；

电焊设备

山东北辰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SDBC及图 热交换器

济南阁老贡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阁老贡 白酒

山东蔬新食品有限公司 蔬 新 SHU XIN 蔬菜汁

山东今日家居发展有限公司 DRAMAX 家具；垫子

山东博世磨具实业有限公司 工字及图 砂布；砂纸

山东晋煤明水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明泉及图 尿素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圣泉及图 呋喃树脂

16件不予续展商标名单

28日起可上网免费查个人信用
网站是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需通过严格的身份验证

□记者 赵国陆

生活日报 1 0月23日讯 近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28日起，新
增山东等6个省（市、区）试点通过互
联网查询个人信用报告。要贷款买
房的，可凭身份证上网查询自己的
信用状况。

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在公告中称，
为提升征信服务水平，积极拓展服务
渠道，推动通过互联网(网址为https：

//ipcrs.pbccrc.org.cn)查询个人信用
报告试点工作。自2013年10月28日
起，北京、山东、辽宁、湖南、广西、
广东作为第二批试点省（市、区），凡
持有9省（市、区）(含首批试点的江
苏、四川、重庆)身份证(即身份证号
码前两位为32、51、50、11、37、21、43、
45、44)的个人，均可上网查询本人信
用报告。查询结果一般会在个人提交
查询申请的第二日反馈。

为保障个人信息安全，个人通过

互联网查询本人信用报告必须进行
严格的身份验证。只有通过身份验证
的个人才能注册成为查询用户。目
前，提供两种身份验证方式：数字证
书验证方式和私密性问题验证方式，
个人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方式进行身
份验证。在选择私密性问题验证方式
时，若个人身份验证没有通过，属于
正常情况，个人可以转用数字证书方
式进行身份验证，也可以到人民银行
分支机构现场查询。

据省内业内人士介绍，这一查询
渠道将大大方便贷款一族。济南一家
银行房贷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经
常遇到客户因为个人信用原因，无法
贷款买房。交完首付后，办理贷款时
才查询到信用卡有不良记录，导致
无法审批放贷。不少购房者因此无
法按时付款，而带来违约等一系列
麻烦。”此前，查询个人信用记录，必
须到银行现场查询。开通网上查询
服务后，贷款者可提前查到自己的信

用记录报告。首批开通网上查询的重
庆市规定，个人每年可免费查两次个
人信用报告。

互联网查询旨在为社会公众提
供一个非现场查询服务渠道，个人通
过互联网就可以查询本人信用报告，
对于更好地维护社会公众的知情权，
提升社会信用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9省(市、区)社会公众发现问题，
可及时通过400-810-8866反馈人民
银行征信中心。

□记者 赵冉

生活日报10月23日讯 23日，山
东省工商局公布了全省158件不予续
展的“山东省著名商标”名单，济南有
16件著名商标由于未申请续展或不
符合续展要求，著名商标称号失效。

“山东省著名商标”由山东省工
商行政管理局认定，有效期为3年，一
旦到期，需要提交申请续展。23日，山
东省工商局就著名商标的续展结果
进行了公示，全省共有594件著名商
标通过了续展认定，今后3年仍具有
省著名商标的头衔；158件著名商标
由于未申请续展或者不符合续展要
求，不予认定，原有的著名商标称号
就此失效。

在省工商局公布的《158件不予
续展的山东省著名商标名单》中，记
者发现济南有16件商标位列其中。这
些商标的持有者不乏市民熟知的企
业，比如山东鲁西南风味楼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山东舜和酒店集团有限公
司、齐鲁制药有限公司等。

根据山东省工商局的规定，著
名商标3年的有效期一过，又没有
续展成功的，其商标使用方不得在
其商品及其包装、说明、广告宣传
等活动中使用“山东省著名商标”
的字样。一旦发现，将依照相关法
规予以处罚。

记者了解到，去年全省共有232
件商标不予续展，其中济南企业有

9家。与去年相比，今年济南摘牌企业
多了7家。

另外，山东省工商局还对395件
2013年新申报的山东省著名商标进
行初审公告，公告时间为30天(10月
24日—11月22日)，公告期内任何单
位和个人均可提出异议。

记者了解到，“著名商标”被摘牌
的情况历年都有发生，摘牌原因有的
是企业调整企业战略，更换商标，有
的是企业有了“中国驰名商标”的认
证，著名商标对企业不再有吸引力，
企业主动放弃。也有部分企业由于经
营问题，续展期间放弃争取。

□记者 赵冉
通讯员 王冰 杜陶羽

为招揽业务，竟使用其他企业的
简介，将年产值虚夸2000倍在网上“吹
牛”。日前，这样一家投机取巧的企业被
济南市工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对此，
工商人员建议，网上寻觅商业合作，最
好先到工商部门核实真实信息。

近日，济南市工商局工作人员在进
行网上巡查时，发现辖区一家从事环保

产业的“大型集团”较为可疑。在宣传网
页上，该公司宣称位于济南市，“总资产
1 . 2亿元、年产值2亿元，拥有员工2000
余人、占地10.25万平方米”，并拥有8个
子公司和多种资质。但通过调取登记注
册情况，工商人员发现所谓的8家“子公
司”都位于其他地市，而其真正的母公
司官方网站的企业简介，竟同济南这家
企业完全一致。

工商执法人员立即对济南市这家
企业的办公场所进行突击检查。经询

问，该企业负责人承认，由于自己的企
业字号同对方企业部分相似，便直接
复制了对方的企业简介用于宣传。

工商人员通过核实该公司的资
产情况，发现该企业资产总额仅有37
万余元、固定员工3人、年产值10余万
元，宣传内容比实际情况分别夸大
300倍到2000倍。最终，该公司因其虚
假宣传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被工商机关依
法予以处罚。

101路电车开通官方微博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边延林

济南公交101路电车近期开通
了官方微博，广大博友可在此发布

101路电车的历史故事、失物招领、
线路调整信息和发生在101路上的
新闻趣事，并随时接受市民通过微
博反馈的建议和意见。微博地址：
http：//weibo.com/u/3867104295。

泉城广场喷泉施行冬季“作息表”
□记者 梁开文 赵冉

通讯员 贾晓剑

冬季来临，日落时间提前，为更
好服务游客，泉城广场音乐喷泉将
于11月1日起执行冬季“作息表”，夜
场喷放时间提前半小时，调整至晚

间七点半至八点喷放。冬季泉城广
场音乐喷泉喷放时间表为：

周一至周五：10：00-10：30，15：
00-15：30，19：30-20：00。

节假日：9：30-10：00，11：00-11：
30，15：00-15：30，16：30-17：00，19：30
-20：00。

企退人员今冬取暖补贴本月发放
□记者 王红妮

通讯员 田冬

记者从济南市人社部门获悉，
济南市企业退休人员(包括纳入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的五七
工、家属工)2013年冬季取暖补贴将
于本月发放到位。

根据济南市人社局、市财政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退休人员取

暖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济人社
发 [ 2 0 12 ] 1 42号 )文件规定，企业退
休人员2013年冬季取暖补贴发放
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每人1100元的
取暖补贴将随本月企业退休人员
养老金一并发放到退休人员手
中。对2013年10月至12月底期间办
理了退休手续的企业退休人员，取
暖补贴在其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首月
予以发放。

提醒

出行

这几家企业的“著名商标”没有予以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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