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产权侵权
将纳入个人征信系统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罗田怡
张想玲）如今，盗版、侵权事件随时
可能发生，而在今后，知识产权侵
权，也将纳入个人信用征信系统。

这代表着，如果企业与个人存
在故意或重复侵权行为，那他们就
可能和银行借款无缘了。

1月24日，记者从四川省知识
产权局获悉，四川省知识产权局、
省工商局、省版权局、商务厅联合
制定出台了《关于完善知识产权侵
权查处机制工作方案》和《关于企
业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平台建
设工作方案》，助力四川省内的知
识产权保护。

据《关于完善知识产权侵权查
处机制工作方案》要求，四川省将
建立覆盖全省的知识产权举报投
诉渠道。

在接收当事人举报投诉后，相
关部门应快速立案处置，故意和重
复侵权行为处理结果要纳入企业
和个人信用征信系统。

因生产销售侵权、假冒商品受
到行政处罚的当事人的有关信息，
将通过政务网站或者其他方式公
布，处罚决定的相关内容将在“国
家（四川）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对外进行公示。

此外，四川还将建知识产权侵
权违法黑名单制度，对于进行故意
和重复侵权行为的企业和个人，不
推荐参加评先评优和试点示范企
业申报。

另外，根据《关于企业海外知
识产权维权援助平台建设工作方
案》要求，四川省将建立功能较完
备的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
平台。在平台建设上，根据需要，
组建由政府部门、企业、专业服务
机构和高校的知识产权专家组成
的海外知识产权维权培训团队，为
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应对知识产权
海外纠纷，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培
训。

根据企业需求，可由专业服务
机构为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开展海
外经营活动提供常态化的海外知
识产权法律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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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工商教你7步弄懂
《反不正当竞争法》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
想去某个网站，结果进入了一个仿
冒站点；在安装某软件后，却被强
制卸载掉另一合法软件……1月1
日起，新《反不正当竞争法》（简称
新反法）正式实施，以上行为也属
于不正当竞争，违法者，最高可被
罚300万！

成都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新反法主要调整的是市场主体
之间的竞争关系，是规范市场秩序
的大法，是依法经营企业的维权利
器。除了首次将互联网领域不正
当竞争行为纳入其中，该法对商业
贿赂、侵犯商业秘密、商业诋毁等
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罚金最高可
达300万元。

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经营者
们，千万别带着疑问上路。那么，
哪些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违法
者将依法受到怎样的惩处？企业
该如何规避经营风险？消费者又
该如何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
呢？别着急，仅需7步，你就可弄懂
新反法。

即日起，成都市工商局在官方
政 务 微 信“ 成 都 工 商 ”（ID：
cdsgsxzglj）上开展“《反不正当竞
争法》学法用法互动活动”。扫描
下方二维码，关注“成都工商”微信
公 众 号 ，点 击

“学法互动”即
可参与。在活
动页留言分享
您的学习心得，
还有机会获得
公益福袋好礼！

华西都市报讯（曹秋蓉 记者
姚茂强）近日，绵阳市三台县食药
工质局根据举报，对三台县某天然
气有限公司乱收费开展调查。

经查实，当事人在进行燃气管
道改造过程中，涉及燃气用户共计
21户，总共收取燃气用户燃气表之
前的管道改造费用 11851.00 元。
扣除直接用于上述燃气管道改造
的合理支出包括人工和材料成本
等费用共计4740.40元，总共赚取
利润7110.60元。

当事人的某些条款包含加重
消费者责任或者限制消费者主要
权利内容，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
益，违反了《四川省消费者权益保
护条例》，该局对其作出了罚款1.5
万元的处罚决定。

绵阳一企业
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被罚1.5万

独自一人去徒步
高校副教授失联4天

1月24日上午，记者在位于都江
堰市玉堂镇王家沟的救援指挥点见到
失踪者穆一的家属及友人。

“他以前来过一次，是结伴出行，
这回时间不凑巧，并且想到自己走过
一次，没什么问题，他就自己来了。”穆
一同事说。出发前，穆一和家人打过
招呼，报告过目的地。20日，出发当晚
9:40，他的手机便处于关机状态，此后
再未能联系上。22日晚上8点过，接
到关于四川某高校教师失联的信息
后，都江堰市各相关部门立刻成立搜
救指挥中心，对搜救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并立即启动相关应急预案。

24日上午，赵公山的雨已经下了
一夜。阴雨绵绵中，赵公山能见度很
低，这也为救援带来了困难。“今早我
们安排了两架直升机搜救，都因为下
雨未能成功。”玉堂镇党委副书记黄女
士说，目前已先后投入100余人进行
搜救，“今天早上六点过，又开始救
援。包括公安、消防、蓝天救援队和我
们镇上的居民一起。”

中午12:50，一批救援村民下山。
“山上雪大得很，我都摔了好几跤了。”
一位村民说。

仍有驴友不听劝
带着小朋友执意上山

22日晚，玉堂镇社区干部在9组
王家沟停车场发现失联人员驾驶车

辆，当地政府立即会同公安，组织当地
干部群众10余人连夜沿登山线路展开
搜救。目前，为了更好进行救援，玉堂
镇已经对主要路口设卡，劝阻游客进
入。然而24日中午，记者在现场见到，
仍有驴友不听劝阻执意上山。

24日中午1点左右，一辆越野车
载着2男3女以及一名女童，开到救援
指挥点。工作人员上前询问来意，一
名男子自称“有人失联了得嘛，我们是
来救人的”。

稍后，5人穿戴好徒步装备，拿着
登山杖，牵着小朋友准备上山，工作人
员极力劝阻无果。“我们也没办法。”救
援队工作人员显得无奈，“他们其实就
是来爬山耍的。今天这个天气，唉。”
据当地村民介绍，赵公山植被丰富，地
形复杂，“几乎每年都有进山耍迷路了
的人。”对此，玉堂镇政府工作人员也
对驴友发出呼吁：“爬山、徒步请大家
量力而行，科学游玩听招呼，不要盲目
冲动。”

出动400余人次
目前搜救仍然无结果

24日下午3点，蓝天救援队队员
陆续下山。根据他们的搜救情况反
馈，山顶有雪，山间多荆棘灌木、行走
艰难，有队员在搜救中摔跤或被划
伤。

24日下午6点，都江堰市有关部
门就穆一失联一事，发布情况通报称，
已在玉堂镇龙凤社区设置临时接应
点，并组织当地卫生院120急救车及

医护人员现场待命，负责搜救调度和
接应工作。从22日起，已多次组织镇
村精干力量会同公安、消防、蓝天救援
等力量开展拉网式搜救，并协调驼峰
航空进行空中搜寻。

目前，都江堰市公安局已调取失
联人员在都江堰境内活动轨迹资料进
行分析，同时请求成都市公安局技术

力量对失联点位进行再次核实，并出
动搜救犬参与搜救；都江堰市公安局
正在进行勘查和走访工作。

截至1月24日18时，已出动搜救
力量400余人次，搜救暂无结果。失
联人员搜救工作仍在全力进行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雪
见习记者 何方迪 摄影报道

1月20日，四川某高校副教授穆一（化名）独自到都江堰市赵公山景区徒
步，当晚失联，至今已失踪4天。24日晨，救援人员启用直升机进行空中
救援，因当地天气状况未能成功进行。截至目前，穆一仍无音讯。

24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工作人员劝阻下，
仍有驴友执意上山徒步，并声称“我们去救人”。当天，救援指挥部发布
情况通报称，截至24日下午6点，已出动搜救人员400余人次。目前，
搜救仍在进行，失联人员暂无消息。

刘煜制作的剪纸成语字典。

1月23日下午，成都市金牛区西安
路附近一小区屋内，伴着狗叫，女孩拿着
剪刀咔嚓嚓剪出了一幅小狗窗花，和其
他几幅“娃娃抱鱼”“枝头喜鹊”“福”字等
叠在一起。

女孩名叫刘煜，今年18岁，这些剪
纸都出自她的手。这个笑着把薄薄的纸
张变成猫猫狗狗、花花草草的剪纸女孩，
其实从9岁起，就开始了与病魔的斗争。

她不仅剪出了各种“吉祥画”“十二生
肖”，还自制了一本“剪纸成语字典”。虽
然没法在校园学习，她依然对自己的人生
充满期待：“希望能够学好英语，把我们的
剪纸技艺介绍给外国朋友。”

和病魔抗争9年
“我不会放弃生命”

“马上就是农历狗年了，我最近主要
都是剪跟狗狗相关的剪纸。”一边说着，
刘煜一边拿起了茶几上的剪纸半成品，
左手捏着装订好的纸张，右手捏着一把
小剪刀，窸窸窣窣，小狗弯弯笑着的眉眼
便出现在了眼前。

这个笑着剪纸的女孩，其实已经和
病魔抗争了9年。2009年，刘煜9岁。一
天，她突然觉得腹痛，后被确诊为肾病综
合征。她曾一度想要放弃生命，但家人的
陪伴和鼓励，让刘煜的心态慢慢改变。

回忆起往事，她眼睛红了。“我觉得
特别对不起妈妈，那次我生病住院，外公
也生病了，妈妈为了守着我，没能见上外
公最后一面。”刘煜说，从那以后，她更加
坚定，要好好活着，不放弃生命。

现在的刘煜比从前乐观了许多，病
情也有所好转。她说：“就像那句老话说

的，上帝给我关了一扇门，就要给我打开
另一扇窗，也许剪纸就是那扇窗吧。”

病中迷上剪纸
爱好让她更觉充实

“最开始学剪纸是在小学校园。”刘

煜回忆，那时，学校里开设了一门特色课
程，请来了一位剪纸艺术家讲课。从此
以后，她就迷上了剪纸，但因为病情，她
没法再去学校，后期只能依靠书本和网
络自学。

最开始，主要剪一些简单的卡通画、
窗花，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也慢慢丰富起
自己的剪纸内容，更注重剪纸的细节。

现在，她创作的剪纸数量多到自己
也数不清了，福字、福鱼、福娃娃，各种卡
通人物、生肖，甚至还能剪出人物头像。

2013年，刘煜曾就读的学校为了鼓
励她，还专门为她办了一场剪纸展。

“其实我平时也挺孤单的，剪纸能够
让我觉得充实一点。”刘煜说，养病期间，
自己很少外出，在家中的日子也让她能
沉下心来，一点一点，剪出内心的美好企
盼。

创作剪纸成语册
帮助小朋友学习成语

除了剪传统的吉祥画，刘煜还喜欢
剪一些卡通人物、动物，而让她最得意
的，是自己剪辑的一本“剪纸成语字典”。

翻开这本特别的字典，扉页两个身
着古装的“秀才娃娃”正向读者鞠躬。一
个扎着辫子的小女孩抱着她的玩偶不肯
松手，这幅剪纸对应的成语是“爱不释
手”。一位女士左手举着电话，右手叉
腰，一脸疑惑，耳朵旁还有一个问号，这
幅剪纸便是“半信半疑”的注释。

在她的字典中，已经完成了百余个
成语，编到了"C"字头。每个成语除了配
有剪纸，还抄录了出处、例句和近反义
词。

“剪纸本来也是传统文化，我觉得
和成语结合起来挺有意义的。还能直
观地表达成语寓意，让小朋友记忆的
时候印象深刻。”刘煜说，这本字典制
作于 2017 年，每一张成语的剪纸配
图，都是自己在网上搜索后结合生活进
行创作的。

做剪纸技艺传承人
学英语对外介绍剪纸

看着这么喜欢剪纸的孩子，刘煜的
外婆说：“她在病床上很无聊，只要她高
兴，我们也支持。”但她现在最希望的，还
是让孩子把身体养好，并且希望她能够
学习一个谋生的技能。

最近，刘煜剪出了一套目前耗时最
长的“万福图”，用了一个星期。一张A3
大小的剪纸正中，是一个大大的“福”字，
其四周共约围绕了100个不同字体的

“福”字。
刘煜说，现在，她也在社交平台上出

售一些自己的作品，价格从几元到百元
之间，也能赚点钱，但要靠此谋生，还是
有些困难。

刘煜在朋友圈中 ，几乎每天都要在
一款英语学习软件上打卡。“学好了英
语，就可以用英语向外国朋友介绍我们
的剪纸艺术。”

“以后我想做剪纸技艺的传承人。”
刘煜说，快要过年了，她正在准备着，要
多剪一些“吉祥画”，送给帮助过她的老
师、医护人员以及关心她的亲人、朋友
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
摄影 刘陈平

成都花季女孩与病魔抗争9年

四川某高校教师徒步赵公山失联已4天

空地立体搜救仍在全力进行
截至昨日已出动搜救力量400余人次

三把剪刀、一支铅笔、一块硬胶版、一叠大红纸，简单
的几样工具摆在茶几上。旁边的沙发坐着一个短发女
孩，一只小狗欢腾地在她身边跑跑跳跳。

精彩人生
剪纸剪出

在丛林中搜救的救援队员。 (都江堰市委宣传部供图)

不听劝阻仍然执意进山的驴友。

刘煜展示她的剪纸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