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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公 告
根据《海南省著名商标认定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海南省著名商标审核委员会审核，我局拟认定“瑞培美”等62

件注册商标为2017年度海南省著名商标，有效期为2017年12月5日至2020年12月4日，现予以公告。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年12月6日

企业名称:
海南锦瑞制药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人用药

企业名称:
海南三厨食品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腌制蔬菜;干蔬菜

企业名称: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人用药

企业名称:
海南通用康力制药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粉针剂（含冻干粉针）；水针剂

企业名称:
海南金棕榈园艺景观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工程;工程绘
图;技术项目研究;城市规划

企业名称:海口汉普知识产权
代理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知识产权咨询,
版权管理,法律研究,诉讼服务

企业名称:
海南海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安全玻璃；建筑玻璃

企业名称:海南神农基因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谷种;植物种子

企业名称:
海南农垦红明农场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荔枝

企业名称:
海南景棠绿色农业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鲜水果；新鲜蔬菜

企业名称:
海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汽车及其零部件

企业名称:
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人用药

企业名称:
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人用药

企业名称:海南葫芦娃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人用药

企业名称:海南葫芦娃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人用药

企业名称:海口福昌文发种养
产销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
新鲜水果

企业名称: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原名：海南金盘电
气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变压器(电)，高低压
开关板，逆变器逆变器，(电源)减压器

企业名称:
海南红塔卷烟有限责任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香烟

企业名称:
海南红塔卷烟有限责任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香烟

企业名称:
白沙康顺种养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
新鲜水果

企业名称:
白沙富涵家禽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
活动物

企业名称:保亭加茂辣爽爽
辣椒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
新鲜蔬菜

企业名称:
海南黎轩酿酒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酒(饮料)；酒精饮料(啤酒除外)

企业名称:海南呀诺达圆融旅
业股份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公共游乐场

企业名称:
昌江红丰饲养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
活动物

企业名称:
海南琼宝食品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腊肠;腌腊制品;肉制品

企业名称:
临高海丰养殖发展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鱼(非活的);鱼片;鱼制食品

企业名称:
海南雷丰芒果农民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货物展出;组
织技术展览;商业信息代理

企业名称:
海南广陵高科实业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谷（谷类）

企业名称:
琼海椰光实业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调味品

企业名称:
琼海嘉积温馨床垫厂
核定使用商品:
床垫

企业名称:
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食物和饮料的
防腐处理;食物冷冻;食物熏制

企业名称:
琼中连生蜂业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蜂蜜;非医用蜂王浆

企业名称:
琼中瑞果丰绿橙农民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
鲜水果

企业名称:
琼中华裕绿橙产销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
新鲜水果

企业名称:
屯昌兴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活动物;活家禽

企业名称:
万宁岑香坊实业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香木;香

企业名称:
海南文昌睿兴农业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肉;肉罐头

企业名称:
文昌永利发海鲜品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鱼(非活的);鱼片;鱼制食品

企业名称:
海南卓海水产种苗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活动物;虾(活的)

企业名称:
海南星光活性炭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活性炭

企业名称:海南品香园实业有
限公司五指山生态茶厂
核定使用商品:
茶；茶饮料

企业名称:
澄迈岛丰山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
活家禽

企业名称:
澄迈文儒南石山畜牧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
活动物

企业名称:
海南联深实业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金属门、金属门框、金属门装置

企业名称:
海南省椰园实业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果汁、水（饮
料）、无酒精饮料；奶茶（非奶为
主）；果子粉；豆类饮料

企业名称:
澄迈星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活鱼

企业名称:
澄迈万昌苦丁茶场
核定使用商品:
红茶、绿茶、花茶、茶

企业名称:
澄迈惠民果菜产销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
新鲜蔬菜

企业名称:
海南卓越生物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兽医用药、兽医用生物制剂

企业名称:
海南侯臣咖啡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咖啡、咖啡饮料

企业名称:
海南万嘉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新鲜水果

企业名称:
海南海景乐园国际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观光旅游

企业名称:
智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计算机终端通讯;提供全球计
算机网络用户接入服务(服务
商); 提供数据库接入服务;提
供与全球计算机网络的电讯
联接服务

企业名称:
三亚百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矿物食品添加剂;医用营养品

企业名称:
儋州孟南黄秋葵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
新鲜蔬菜

企业名称:
儋州南吉黄皮树种植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
鲜水果

企业名称:
儋州源远通水产加工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鱼(非活的),鱼制食品，虾(非活)

企业名称:
儋州铁匠村花梨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
茶几;家具;木、蜡、石膏或塑
料艺术品;软木工艺品

企业名称:
儋州一片海渔业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
甲壳动物(非活),鱼(非活),贝
壳类动物(非活),鱼制食品

企业名称:
儋州牧春绿色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非医用营养
液；非医用营药膏；非医用营
养粉；非医用营养胶囊

企业名称:
儋州那大洛基德隆食品厂
核定使用商品:
粽子

2017年度海南省著名商标名单

■ 本报记者 李磊 通讯员 王顺国

11月 30日，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全票通过了《海南省
水污染防治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条例》立足海南水环境、水污染
现状，对新时期我省水污染防治工作
所涉重要方面及问题作了系统的制度
设计和安排，《条例》的出台实施将为
我省水污染防治工作的开展提供法制
保障。今天，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
关负责人对《条例》的主要内容进行了
解读。

制定水污染防治规划
标准并推行河长制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规划和标准的制定和编制是做
好水污染防治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因
此，《条例》对此作出如下规定：省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组织
编制跨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并报同
级政府批准后实施。并明确省政府对
国家有关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
以制定本省标准；对国家有关标准中
已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严于国家
标准的本省标准。

此外，这位负责人表示，河长制是

水环境治理体系和保障水安全的重
大制度创新。中办、国办印发的《关
于全面推进河长制的意见》，省委七
届二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海南省
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谱
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的决定》，都对
全面推行河长制提出了要求。《条例》
据此特别规定了我省实行河长制的
原则要求，明确河长在其负责的行政
区域内组织领导水环境治理、水污染
防治等工作，构建河湖管理保护机
制，落实属地责任。

多管齐下防治水污染

“《条例》从结构调整、产业布局等
方面入手，推动水污染防治管理更加
科学、系统，结合我省实际规定了具体
的措施。”该负责人介绍，《条例》对工
业聚集区、城镇、农业和农村等方面的
水污染防治分别做了要求。

据介绍，《条例》明确了工业集聚
区的废水、污水实行集中处理，并严
格其排放要求；同时还规定，有关部
门确定水污染防治的重点行业，指导
监督相关企业制定专项治理方案，实
施清洁化改造；对于城镇水污染防
治，规定城镇新区的开发建设以及旧
城改造都应当统筹规划、建设排水与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实行
雨污分流；同时规定，市县政府应当
采取多种措施，整治黑臭水体；在农
业和农村水污染防治方面，《条例》规
定由政府统筹建设农村污水、垃圾处
理设施，有关部门应当指导农业生产
者科学、合理施用化肥和农药；根据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的规
定，明确政府应当依法划定、公布禁
养区和限养区，对禁养区内已有的养
殖场区、养殖户应当依法搬迁、补
偿。此外，《条例》还对船舶水污染防
治做出了规定。

强化监督管理，水环境
违法信息记入诚信档案

“强化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监督管
理责任，是做好水污染防治工作的关
键，因此《条例》从我省省情出发，着重
从八个方面对监管制度作了规定。”该
负责人表示。

据悉，《条例》规定实行严格的环
境影响评价制度，对向水体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和其他水上设施实施
环评。同时规定，建设项目的水污染
防治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在实
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方面，规定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
国家或者本省标准和指标。对重点
水污染物排放超标或者未完成水环
境质量改善目标的市县，由省有关部
门约谈该市县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并
将约谈情况向社会公开，同时明确，
重点水污染物控制名录由省人民政
府确定并公布；在实行排污许可证管
理制度方面，要求排污许可证应当明
确排放水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总量
和排放去向等事项。排污单位应当
严格执行排污许可证的规定，确保按
证排污，并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
当依法实施监管。

“《条例》还对实行水污染防治信
息公开和诚信管理制度做出了规定。”
该负责人表示，一方面，《条例》规定省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定期发布本省水环
境状况公报等重大水环境信息，县级
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
门，依法公开水污染突发事件以及相
关行政处罚等信息；另一方面，要求重
点排污单位应当如实向社会公开其主
要水污染物的具体情况，接受社会监
督；同时，还规定了由有关部门将生产
经营者的水环境违法信息记入社会诚
信档案，并在媒体上公布违法者名单，
以加强征信管理。

此外，《条例》还对排污口的设置

实施严格管理、实行水环境质量监测
和水污染物排放监测及评价制度、实
行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制度、实行水污
染突发事件应对制度等方面做出了
规定。

设定严格的法律责任

据该负责人介绍，鉴于新修改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的法律责任部分作了全面修改，《条
例》结合上位法的规定对水污染防
治的有关违法行为设定了严格的法
律责任。

《条例》规定有关部门未依照《条
例》规定履行职责的，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对拒绝、阻挠有关部门的监督
检查，或者在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
假的违法行为，设定了严格的法律责
任；《条例》还分别对排污单位和有关
企业事业单位向水体排放各类污染
物、超标排放水污染物、违规设置排污
口、违反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制度、
违规处理处置污泥、畜禽养殖污染和
船舶污染的处理等违法行为设定了严
格的法律责任。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
（《海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见B05版）

强化政府监管 让海南碧水长流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解读《海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见习记者刘俊）近日，
海南师范大学一位姓张的老师向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热线 966123 反映
称，晚上9时后，海口桂林洋大学城
就成了“孤岛”，没有公交车往来，学
校师生出行很不方便；桂林洋大学

城的学生也表示，周末乘公交十分
困难。对此，海口交通运输和港航
管理局回复称，下一步将新增 5条
线路，暂不延长运行时间。

“晚上老师上完课要回市区，学
生万一有突发情况要去市区，这些都
是问题。”张老师表示，桂林洋大学城
的师生保守估计有5万人，附近的居
民也日渐增多，但往返公交车仅运行

至晚上9时。他认为，桂林洋大学城
往返市区的公交车至少应该运行至
晚上10时。

“时间问题倒还好，主要是周末
坐车难。”海南师范大学学生小阳告
诉记者，每到周末，往返市区的学生
非常多，桂林洋大学城的公交车不仅
难等，而且几乎每趟车都爆满。他希
望，能增加桂林洋大学城往返市区

的公交线路。
对此，海口交通运输和港航管

理局工作人员答复称：目前已开通
45路、51路、67路、68路、207路共
5 条公交线路，保障桂林洋大学城
片区居民的出行。根据《海口市公
共交通网络整合优化研究》，还将
开通白沙门至桂林洋大学城、汽车
西站至桂林洋校区2条常规公交线

路和桂林洋大学城至美兰机场、海
南省旅游学校至红树林、海南经贸
校区至高铁东站 3 条假日公交线
路，以缓解桂林洋大学城片区居民
出行不便的现状。至于延长公交运
行时间的问题，该工作人员表示，暂
时没有相关计划，但会作为参考意
见列入海口公交未来的优化调整方
案中。

桂林洋大学城师生往返市区乘车难，海口交通部门回应：

将增5条公交线路，暂不延长运行时间
百姓难题 政府帮忙

我省7个志愿服务项目
获全国奖项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记者王玉洁 实习生
王茹仪）记者今天从共青团海南省委获悉，第四届
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2017年全国评选工
作于近日结束，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
业赛也落下帷幕，我省共有7个项目获奖。

其中，海南师范大学"阳光旅程”国际旅游
岛志愿服务项目、海口美兰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万福社区志愿服务项目、三亚蓝丝带海洋保护
协会三亚市海岸垃圾分类及污染源调查项目、
海南大学苍鹰展翅·助残护航志愿服务项目分
别荣获全国青年志愿服务示范项目创建活动
提名奖。

在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中，
海口海事局团支部的“憨儿喜就业，求职你我帮”
项目获银奖，海南大学经理与管理学院青年志愿
者协会的“星路相伴，心护成长”项目、三亚蓝丝带
海洋保护协会的“‘未蓝计划’蓝丝带海洋科普进
校园”项目获铜奖。

此外，在2017年中国青年社会组织公益创投
大赛建立的“伙伴计划”优秀项目库中，我省的小
乡村大讲坛项目、法律益行项目、海口市涉罪未成
年人司法社工服务项目3个项目入选。

国际志愿者日全球论坛在海口举行

我省登记注册志愿者
超过83万人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记者刘操）今天是联
合国第32个国际志愿者日，国际志愿者日全球论
坛在海口举行。记者从论坛上获悉，目前，我省在
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登记注册的实名志愿者总
数为83.5万余人，志愿团体总数为6190个，志愿
项目总数46579个，已记录的志愿服务小时数超
过1472万小时。

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张造友表示，近年
来，我省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目前已有31家慈
善公益组织。此外，我省善款捐赠金额逐年提
升，志愿者队伍不断扩大。我省社会工作人才
总量也逐年增加，目前登记注册的民办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 23家；社会工作人才 1.9 万余人，
469人通过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水平考试，361
人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资格，108人取得社会工
作师资格。

今天，海南省公益慈善联合会、世界联合学院
国际志愿者学院、世界联合对外交流中心、世界联
合渐冻家人创助中心、中国乡村公益图书馆正式
宣布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