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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快修：空、微、

冰、热、洗、太阳能

13656134032

●红运来专一搬家

搬家、搬厂、钢琴、疏

通、空调移机、设备

起重、厢车长途、家

庭装修88833992

●喜临门专业搬家

搬家、搬厂、设备起

重 、厢 车 长 途

13003454608

●森 达 整 屋 定 制 ：

门、衣柜、楼梯、木饰

面 、碳 化 木 。 招 木

工 、 设 计 师

15951283989

●双缘婚介：成立21

周年，会员优，成功

高！88961655

● 佳 圆 婚 介
15862981566
● 幸 福 缘 婚 介
13951281595

●三山文化创意产业

园坐落于丁卯兴泽

路12号，现有部分厂

房出租。如有意向

者详询薛经理，联系

电话：13906106773

婚姻中介婚姻中介
家政服务家政服务

家电维修家电维修 装潢信息装潢信息

出租信息出租信息

京江晚报讯 昨天，记者从
市知识产权局了解到，近日，最高
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宣布维
持镇江市知识产权局作出的一起
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这标志
着本轮机构改革后，最高法开庭
审理的第一起知识产权案件，以
知识产权局胜诉的方式画上了一
个圆满的句号。

此案历时近两年时间，原告
北京某国际食品有限公司对当时

镇江知识产权部门作出的专利纠
纷处理决定不服，即向南京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败诉后又
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
年 8月 20日，镇江市知识产权局
局长翟春辉亲自带队，赴最高人
民法院出庭应诉。最高人民法院
经审理后认定，镇江市知识产权
局作出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处理
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
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决定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案件胜诉既厘清了原告企业

与第三人企业之间的专利纠纷，
维护了第三人企业的合法权益，
进一步激发了企业创新创造的积
极性，也体现我市知识产权局遵
循法律要求，严格依法行政，积极
处置行政争议的工作方式和工作
态度，为今后的知识产权执法工
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俞佳融 施萌 夏莉）

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符合法定程序

最高法终审：我市知识产权局胜诉

京江晚报讯 11月14日是
“联合国糖尿病日”，当天 8:
00-10:00，江大附院内分泌代
谢科将组织医护，在门诊大厅
举办大型义诊活动。除了专

家义诊、科普讲座外，院方还
提供免费血糖检测，前十五名
患者可免费接受眼底筛查或
体脂检测。

（孙卉 杨泠）

本周四，江大附院有糖尿病义诊活动

昨日，和平路街道三茅宫第一社区联合江苏科技大学志
愿者开展“绘廉政手抄报 弘扬廉政清风”活动，指导小朋友绘
制廉政小故事、廉政漫画、名人名言等内容的手抄报，倡导清
风正气，弘扬廉政文化。 石玉成 李屏 摄影报道

11月13日
停电时间 09:00-14:00
停电线路 10kV 正 东 路

61434开关以下，至217614开关
停电范围 下河头六、下河

头、下河头二、下河头三、酒海街
二、酒海街六、华侨大厦、梦溪园
二、酒海街三、簸箕巷、下河头四、
酒海街五、酒海街、酒海街四、下
河头五、无线电器材厂、交通局宿
舍二、镇江市总工会、镇江市第四
人民医院、师范专科学校、市工人
文化宫、建设银行镇江市分行、镇
江市建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
公司、江苏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军
分区后勤部

停电时间 09:00-13:00
停电线路 10kV 丁 甸 线

1S3241开关以下

停电范围 丹徒区华联制刷
有限公司、华村北、华村06号、华
村05号、华村村委会、华村01号、
谷阳华村02号、华村07号、华村
04号、华村一组

停电时间 9:00-15:00
停电线路 10kV 殷 家 线

16804 开 关 以 下 ，至 165168、
158168开关

停电范围 镇江新区姚桥华
昌接插件厂、镇江新区金浩装饰
有限公司、镇江市正大工具有限
公司、镇江新区姚桥殷家五金模
具厂、镇江新区亿源工具厂、镇江
新区姚桥恒贵电器厂、姚桥殷家
工业园区、石桥殷家一队、石桥殷
家11号、石桥殷家08号变、石桥
殷家小区、石桥殷家小区北、石桥
殷家 03 号变、石桥殷家孙家村
西、石桥殷家孙家村、殷家三队、
石桥殷家4队、石桥殷家西、石桥
殷家02号变、石桥殷家04号变、
石桥殷家郭家村、石桥殷家09号
变、石桥殷家07号变、石桥殷家5

队、石桥殷家5队南
停电时间 9:00-14:00
停 电 线 路 10kV 文 体 线

1D3221 开关以下，至 1D121D32
开关；10kV 中信线 1D2101 开关
以下，至1D2102开关

停电范围 1D32线：文沁家
园2号箱变、大路政府东主变、大
路政府北主变、锦绣圌山箱变三、
锦绣圌山 4 号箱变、锦绣圌山箱
变一、锦绣圌山箱变二、镇江新区
大路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
大路月亮岛北、大路7组、大路集
镇 05 号变、集镇老街东、大路老
街小区、集镇老街西、长江北路小
区、大路集镇许家组、大路王家
村、大路政府南、大路武桥虾塘
组、大路集镇 08 号变、瑞城大路
安置房二期

1D21线：镇江宏运砂轮有限
公司、江苏圌山旅游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镇江市为民正大铝业有
限公司、大路月亮岛配变、大路服
装厂小区

京江晚报讯 11 月 9 日至
10日，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船舶
能源与动力创新大赛在江苏
科技大学举行。大赛由中国
造船工程学会船舶轮机学术
委员会、江苏省造船工程学
会、江苏省内燃机学会、江苏
科技大学主办，来自上海交通
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
海事大学、江苏大学、江苏科
技大学等 21所高校的 69支参
赛队伍 200余名学生参加现场
比赛。

大赛为期两天，分为技能
赛和设计赛两个组别。技能
赛充分展示了在校学生专业
技能学习和实际运用相结合
的成果，展示了现代大学生积
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比赛现场
气氛非常火热。设计赛分为
作品现场展示和现场答辩两
个环节，参赛作品围绕涡激振
动发电装置、高效船用螺旋
桨、船舶斯特林热机废热发
电、新能源、光伏发电—低温
余热喷射制冷复合系统等内

容设计海报、现场展示实物模
型。

江苏科技大学 2017 级能
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的于海翔
是技能赛“骑兵连队”组的队
员，小队完成比赛用时 40 分
钟，规范的操作和完整的工艺
书给他们加分不少，最终荣获
了特等奖。“每一次从训练中
找出问题加以修正都让我们
挺有成就感，尤其是活塞壁容
易断裂这些不明显的隐患，我
们能更容易发现。”于海翔说，

“去年我和队友没能通过选
拔，这次成功跻身决赛并获
奖，弥补了一个遗憾。”

江苏科技大学校长周南
平介绍，大学生船舶能源与动
力创新大赛从校内竞赛不断
创新、不断提升、不断超越，慢
慢升级为省级赛事，直到升级
为国家级赛事。作为大赛的
主承办方，希望大赛可以让学
生更加喜爱，社会更加认可，
让参赛大学生以此为契机，实
现自我新提升。（王琳 古瑾）

江科大举办第二届全国大学生
船舶能源与动力创新大赛

停电检修信息

如何让“外来户”们在新城市
有更好的融入感，把作为梦想打
拼的城市当作第二故乡来对待？
最近，扬中创新外来人口的管理
机制，在镇江市范围内建成了首
家新市民法治教育基地，在为新
市民提供良好居住环境的同时，
做好法律服务，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新市民法治教育基地位于油
坊镇会龙村。会龙村是油坊镇

“明星村”，村域内经济发达，集聚
着 47 家企业。众多的企业在解
决附近村民就业的同时，也吸引
了 1000 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前来
择业。由于很多企业并不具备居
住条件，此前，外来务工人员大多
租住在附近的民房，分散居住，不
但生活不便，且时常由于生活习
惯等原因与村民产生矛盾，这成

了会龙村以及驻村企业为之头疼
的事情。

破局之策来自一家企业的建
言：环太集团建议为外来务工人
员提供集中居住区，而且企业内
部就有一个能容纳 1000 多人的
员工之家，可以为他们提供租金
便宜且环境优越的居所。油坊镇
因势利导，主动作为，将员工之家
升级为新市民法治教育基地。经
过筹划，8月，占地15亩的新市民
法治教育基地依托环太集团的员
工之家建立起来。

油坊镇司法所副所长唐杏明
介绍，以前，司法所下乡发宣传教
育材料，由于外来务工者居住分
散，往往被遗漏，“集中居住了，服
务就更便利了，也更有针对性。”

教育基地内还充分融入了法
治元素，在主干道两侧、隔离栏、

楼道内等明显区域营造点、线结
合的宣传氛围。宣传内容贴近新
市民日常的生产生活，通俗易懂，
涵盖治安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法
律常识、禁毒反邪教、道路交通安
全、消防火灾事故、婚姻家庭等多
个方面；宣传形式有草坪牌、案例
墙、政策橱窗等，图文并茂，与居
住区的绿化融为一体，兼顾观赏
性和实用性。此外，驻村律师也
定期到教育基地进行法律服务。

“从建成到现在 2 个多月的
时间里，不论村里还是企业里各
类矛盾纠纷明显下降，截至目前
没有一起矛盾激化需要上交上
移。”唐杏明说，目前在基地里
1000 多名新市民安居乐业。下
一步，他们将根据外来务工人员
的需求，为其提供劳动合同等相
关咨询，建立劳资纠纷快速调解
室等多元法律服务主题，真正地
让新市民融入到这座城市中来。

（永贵 陈璐 云娣 心俊）

扬中创新建设新市民法治教育基地
各类矛盾纠纷明显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