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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18-26 C
多云转阴

偏北风1-2级

16-21 C
阴天有小雨
偏北风1-2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中国体育彩票9月22日开奖结果
体彩

10月3日，“轻听”—唯美动听的浪漫钢
琴曲演奏会将在成都特仑苏音乐厅举行；

10月4日至5日，话剧《柳青》将在四川
大剧院演出；

10月11日至12日，意大利热那亚卡洛·
费利切歌剧院歌剧《图兰朵》将在四川大剧
院演出；

10月19日，德国原版绘本启蒙交响音
乐会《放屁大象吹低音号之熊猫绝密计划》
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举行；

10月26日，《金星脱口秀》将在成都华
侨城大剧院演出；

10月27日，上海金星舞蹈团现代舞《野
花》将在成都华侨城大剧院演出；

11月10日，乌克兰原版奇趣亲子互动
默剧《疯狂的废纸世界》将在成都大喜时代
剧场演出。

22日空气质量

成都（15时）
AQI指数 48 空气质量 良
优：攀枝花、泸州、马尔康、康定、巴中、雅安、
资阳、绵阳、西昌、乐山、广安、广元、眉山、遂
宁、南充、达州
良：自贡、宜宾、德阳、内江

23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1—101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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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商标协会秘书长陈洪银：

商标、服务意识、自我更迭
是品牌保护的三叉戟

2019西三角品牌大会 大型主题活动特别报道

品牌树立与知名度推广来之不易，企业如
何保护好自身品牌效益？

产品、企业自身发展、知名度……何为最重
要的品牌效益？

地区品牌各自为战，如何解决？
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主办的2019西三

角品牌大会将于10月15日举行，记者带着以上
问题，专访了四川省商标协会秘书长陈洪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旭强

一年经手近600本案卷
眼镜度数涨了1000度

任淑琴的书柜里、床头边、办公
桌上，放着各类法律书籍以及打印
的法律规章制度等资料。“国家法律
随时都在调整和完善，我作为法制
民警，必须加强学习，才能更好地开
展工作。”她说。

从1990年进入法制战线以来，
任淑琴就未停止过学习。那时，非
法律专业出身的她偶然接触到这一
专业性极强的岗位后，为了做好这
份工作，硬着头皮“啃”各种专业名
词，并自考了西南政法大学法律专
业。1996年，她已成为局里的法律

“小博士”。
在公安执法环节中，法制民警

承担着审核监督、服务指导的重任，
是防止冤假错案的一道重要防线。
任淑琴的工作中没有刀光剑影，有
的只是日复一日的一丝不苟。

不管天晴下雨、节假日还是休
息，只要一个电话打来，任淑琴便立

即到岗，在办公桌前一坐就是几个
小时，只为保证案件在法定时效内
的及时审理和移送。

法制大队任务繁重，最忙的时
候，任淑琴一年经手案卷五六百本，
最厚的案卷有200页。因长时间阅
卷，她患上了眼疾，鼻梁上的眼镜镜
片越来越厚，度数从入行前的300
度涨到了1300度。

因为身体的关系，领导和家人
都建议任淑琴换个岗位。但最终，
她还是选择留下。“这是我倾注了心
血的职业，希望能够一直秉持初
心。”任淑琴说。

谁来说情也不认
法律工作只能“无情无义”

在法制部门工作，难免有亲朋
好友来说情。对此，任淑琴煞费苦
心，巧拒亲朋的说情100余次。

曾经，任淑琴的一位长辈为了
案子找她说情，任淑琴爽快地说了
一句：“您放心，一定按您老对我的
要求办”。可结果出来后，这位长辈
气得够呛，任淑琴啥忙也没帮。

事后，任淑琴打电话给这位长
辈解释，但对方死活不接，任淑琴只
得上门“负荆请罪”。“小时候，你不
是要求我按原则办事吗？现在我按

照法律的原则办事，实际上也是在
落实你老对我的要求啊。”任淑琴一
席话，让长辈心中释然：“是啊，将心
比心，如果你偏袒了一方，另一方就
将蒙受委屈甚至是冤屈。孩子，你
做得对！”

生活中，任淑琴是个随和的人，
但一谈到工作，她只有“原则”二
字。任淑琴说，自己也重感情，可从
事的是法律工作，只能做一个“无情
无义”的人，一切只能按照法律办。

自主研发办案系统
破解同案不同罚难题

2014年初，任淑琴在审一件行
政案件时陷入了沉思：每个人对法
律的理解不一样，难免在自由裁量
时出现倾向性执法、选择性执法等
情况，造成“同案不同罚、同事不同
罚”等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等难题。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有效避免
人情案、关系案，让执法更加公正？
任淑琴冒出一个想法：制定行政案
件均衡量罚工作规范。

手里工作任务重，任淑琴就利
用周末调研、晚上加班查阅资料。
那段时间，她带着眼疾，白天黑夜连
轴转，“经常看着资料，就凌晨了。”
三个月后，她把十多页的《公安行政

案件均衡量罚工作规范》交给了领
导。

为把《工作规范》转化为办案系
统，任淑琴又主动请缨，多次与软件
公司商量，自主研发了“公安行政案
件均衡量罚系统”。2015年6月，该
系统在全市县级公安机关推广使
用。

这一创新成果，填补了从条款
式自由裁量向规范化系统自动裁量
的空白，实现了案件裁量由传统手
工操作向现代信息系统运用的转
变，并在全省法治公安建设会上作
了经验交流。

对任淑琴来说，抱病努力工作
得到了最好的回报：“只要每一个执
法活动、每一起案件都能体现公平
正义，一切就都是值得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吴冰清实习生 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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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保护三要素：
商标、服务、自我更迭

品牌树立与知名度的推广都
来之不易。企业有了品牌后，应
该更加珍惜它。陈洪银看来，商
标、服务、自我更迭，构成了企业
保护自身品牌效益的三叉戟。

首先，要提高法律意识。品
牌寻求法律保护，就要通过商
标。“很多企业自身发展得很好，
形成了品牌效应，却忽视了对知
识产权、商标、专利的申请注册。
被别的公司抢注后，往往只能通
过收购商标或收购对方公司的方
式挽回品牌，造成不必要的大量
损失。 ”

其次，跟进服务。高质量的
服务需要很大的人力和财力，作
为大企业，更要严格要求自己做
好服务，发挥品牌效益，作出表
率。

“企业需要跟上消费观念的

变化，大红大紫并不总能展示品
牌价值。”市场认可品牌，品牌
在前进中也要紧跟时代步伐，完
成自我更迭。“方法就是抓住年
轻人的思维方式、获得他们的认
可。”陈洪银说，年轻一代已逐
渐成为最大消费群体。消费者
在成长，如果品牌的形象停滞
了，跟不上消费者认知的改变，
品牌效益就会落后，甚至失去。

承担社会责任
是最重要的品牌效应

品牌，不仅仅看产品，看企
业发展程度，对社会责任的承担
也是评判企业是否为大品牌的
标准。品牌来自于社会，由市场
认可，也应该回馈到社会中。陈
洪银的观察中，四川的品牌企业
在这点上做得不错。

今年6月，宜宾地震后几小
时，正值凌晨，五粮液集团就出

动了财力、物力、人力来支援。
红旗连锁、国美酒业、好医生
……很多企业都及时进行捐款、
捐助，四川的大品牌企业很注重
社会责任。

“企业在得到社会认可和知
名度后，懂得回馈社会。我觉得
这就是企业对品牌的认知，可以
作为其他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
方面的参照。”

打造区域公共品牌
需打破散兵游勇态势

2018年，四川商标申请量排
在了全国第四位，俨然是品牌大
省。如何从品牌大省走向品牌强
省？陈洪银说，区域公共品牌的
打造，给四川提供了机会。

区域公共品牌的推出，体现
了区域品牌发展的特定历程。“过
去，同一地区的品牌相互间无联
动，像散兵游勇。一旦一个地区

品牌出了问题，很容易波及整个
地区的品牌效应。由于品牌的发
展前瞻性不同，政府扶持也不好
确定。

三年前，四川开始打造区域
公共品牌。“遂宁鲜、大凉山、圣洁
甘孜、净土阿坝，都是四川打造的
区域公共品牌。”政府根据当地的
实际情况，选拔出体现地方特色
的品牌，与企业联动，形成城市名
片，推动产业发展。而企业有了
政府的公信力背书，口碑、市场影
响力提高，将助推品牌的进一步
提升。

陈洪银。

入行后眼镜度数涨了一千度
“无情”女警研发均衡量罚系统

9月18日上午，广安华蓥市公
安局法制大队，堆满资料的办公桌
旁，一个短发女警低着头，翻看着案
卷。她眼睛离案卷仅十余厘米，一
旁放着的眼镜，镜片有瓶底厚。

她是华蓥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大
队长任淑琴。坚守基层法制工作第
一线29年，长期和堆积如山的案卷
材料打交道，白天黑夜连轴转，她的
眼镜度数从300多度升到了1300
度。

在同事们眼中，生活中的“任
姐”，很好说话。但工作中的“任大
队”，却“不近人情”。为了破解“同
案不同罚、同事不同罚”的执法难
题，任淑琴还自主研发了“公安行政
案件均衡量罚系统”。

■■■

任淑琴的眼镜度数已130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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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任淑琴。

7星彩第 19111期全国销售11944360
元。开奖号码：5035022，一等奖0注；二等奖4
注，单注奖金77712元；三等奖145注，单注奖金
1800元。36068772.6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 19258期全国销售16554420
元。开奖号码：511。直选全国中奖4424（四川
193）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4570
（四川262）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全国中奖0
注。18171118.1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 5第 19258期全国销售10608288
元。开奖号码：51197。一等奖24注，单注奖金
10万元。325151613.2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 球 胜 平 负 第 19127 期 全 国 销 售
44770362元。开奖号码：30313331003113，一
等奖36（四川1）注，单注奖金557142元；二等
奖1039（四川47）注，单注奖金8273元。

胜平负任选 9场第 19127 期全国销售
22873228元。开奖号码：30313331003113，全
国中奖4199（四川207）注，单注奖金3486元。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139期全国
销售130766元。开奖号码：330033111013，全
国中奖5（四川0）注，单注奖金19958元。

足球 4 场进球第 19144 期全国销售
966190元。开奖号码：20300200，全国中奖
13（四川1）注，单注奖金47566元。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1月21日。以
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