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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台克球二次选拔赛
集训队21人名单产生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在
省足协裕东青训基地的第一次选拔赛，6月11日，
国家台克球集训队产生了二次选拔赛集训队21
人名单。本次训练及选拔赛时间为6月13日和
14日。

据悉，入选台克球国家男子集训队二次选拔
赛集训队的10名队员均来自海南师范大学，入选
台克球国家女子集训队二次选拔赛集训队的11
名球员分别来自琼中女足和韦海英足球俱乐部。

据了解，5月中旬，经过国家体育总局批准，
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委托，海南省足协负
责组建台克球国家队，参加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
滩运动会。海南台克球队教练表示，海南队代表
国家台克球队参加亚沙会，责任重大。海南球员
一定会认真刻苦训练，尽快提高台克球的技战术
水平，力争在亚沙会上取得好成绩。

本报那大6月11日电（记者刘
袭 特约记者李珂）海南日报记者近
日从儋州市政府了解到，儋州市已
制定完成规范建设和整改外语标识
标牌的时间表，从本月开始，到9月
底前，全部完成旅文系统、交通系
统、医疗系统、城乡公共服务设施系
统外语标识标牌的规范建设和整
改；10月底前，做到全市公共场所外
语标识标牌全覆盖。

据了解，4月以来，儋州逐步开
展规范建设整改外语标识标牌工
作，截至目前，儋州市政府已发布实
施方案，制定完成规范建设整改外

语标识标牌时间表，并建立儋州市
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标牌规范建设工
作联席会议机制，有序有效开展公
共场所外语标识标牌规范建设。同
时，儋州对全市各行业公共场所标
识标牌进行摸底调查，统计符合建
设条件的公共场所数量，收集相关
基础资料，做好新增或补充建设外
语标识标牌需要的经费预算。

儋州市确定在9月底之前，完成
全市3A级及以上旅游景点景区、酒
店宾馆、美丽乡村、公共广场、体育
场馆、文化体育广场等公共场所，全
市民用机场、客运汽车站、动车站、

火车站、港口、公交车站、码头等场
所，全市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卫生院（室）、诊所、疗养院、疾控中
心和急救站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公
共场所，全市城市道路、公共停车场
等场所，全市各农贸市场、商场、超
市等公共场所，全市城市公园等场
所，全市城市公共厕所、垃圾屋等公
共环卫设施场所，全市地名标志、
街、路、巷等公共场所的外语标识标
牌建设和改造。10月底前，完成新
增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标牌的补充建
设，做到全市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标
牌全覆盖。

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标牌重在规
范，既要规范外文译名，也要规范中
文汉字和标识标牌的设置。根据儋
州市规范建设和整改外语标识标牌
工作实施方案，该市将突出重点系
统、重点语种，重点语种以英语为
主，对接待俄罗斯游客较多的场所
适当增加俄语；在补充建设过程中，
注意适当的语言宽容度，不生搬硬
套，既体现国际标准，又突出海南特
色；对当前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标牌，
符合省译写规范地方标准和现行相
关标准的可继续使用，不符合标准
的牌子，重新按照规范标准整改后

重复利用；缺失的补建外语标识标
牌；在改造或新增过程中，适当增加
一些创新元素，在旅游类标识牌上
增设外文景区简介的二维码等；同
时，加强对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标牌
的监管和整治。

坚持设计和实施方案先行，加
强外文译写补充服务。儋州市在
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标牌或导向信
息标准化施工前，将委托第三方设
计公司加强外文把关，注重并兼顾
公共场所译文翻译的准确性审核，
确保英文等译写符合国家和我省
标准。

儋州按时间表推进规范建设和整改工作

10月底前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标牌全覆盖
我省查处一批“山寨”机油
将加大知识产权侵权惩罚力度

本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王群）针对近期我
省假冒品牌机动车机油问题投诉举报增多的情
况，近日，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县市场监管部门对
机动车机油销售市场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查处一
批“山寨”机油。

在此次专项执法检查中，我省执法人员查获
海口、文昌、东方等地8家机动车修理厂、机油批
发、零售店销售“山寨”机油1053瓶，货值35万余
元，涉嫌侵犯美孚、嘉实多两个国际知名品牌11
个规格注册商标专用权。我省市场监管部门已对
查获的机油依法予以查扣并对涉案单位进行立案
处理。

据介绍，假冒注册商标案件具有隐蔽性强、受
害人分布广、鉴定难度大、认定复杂等特点。此次
查处的涉嫌侵害商标专用权案是《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后，我省市场监管部门知识
产权执法领域的第一个重点案件，市场监管部门
通过联合厂家授权机构进行现场鉴定，及时固定
证据，对侵权商品严查来源及销售情况。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对加大知识
产权侵权惩罚力度等做出了明确部署。为构建和
完善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相匹配的知识产权保
护治理体系，我省市场监管部门将重点从四个方
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能力建设。一是依法严
厉打击侵权假冒行为；二是强化执法的协同性；三
是提高执法威慑力；四是优化快速维权保护机制。

我省启动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综合试点工作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陈
雪怡 通讯员胡园园）根据海南省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安排，省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于
今年6月在儋州市开展人口普查省级
综合试点工作。6月11日，该项工作
正式启动。

当天，在儋州兰洋镇蓝洋居，我省
启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综合试点工
作。普查员们身着统一服装，佩戴统
一制发的调查员证，进入居民家中进
行试点普查登记。试点调查对象、调
查内容与普查保持一致。调查对象为
不包括现役军人和武警的全部人口，
试点调查以户为单位进行，主要内容
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性别、年龄、民
族、受教育程度、住房情况等。

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省统计局一级巡视员周
诗铜介绍，普查试点是正式普查前一
项必要的准备工作。此次省级综合试
点工作选调了250名普查员，同时配
备了镇级普查机构实战演练观摩调查
员及业务督导员,将从实践中获取经
验，强弱项、补短板、堵漏洞，为全省正
式普查做好铺垫。

6月11日，在万宁市南桥镇，南方电网海南分公司与万宁供电局的施工人员在高温的炙烤下对变电站进行扩建增
容。近年来，海南电网积极主动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推动南方电网服务区域协调发展重大战略在海南落实落地。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电网扩建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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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粽子。

定安粽子具有口感甘、香、糯、韧，糯而不糊，油
而不腻，甜咸适中，香糯可口，风味独特的特点。近
年来，定安县粽子协会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加大打假
力度等举措，充分保证定安粽子的品质始终如一，坚
持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吃得开心，使定安粽子的名声
越来越响亮。不少消费者不仅爱上定安粽子的美妙
滋味，也由此爱上定安的美好生态。

然而，因定安粽子粽美味佳，市面上的“模仿者”
可不少。在岛内很多大街小巷，经常看到商贩挂着
醒目的“定安黑猪肉粽”招牌。不少消费者奔着招牌
去选购，但很多时候买到的却是定安粽子的“李鬼”。

那么问题来了，怎样辨别哪些才是正宗定安粽
子？对此，定安粽子协会会长王沸健提供了三个快
速识别正宗定安粽子的方法。

又一年端午节将至，粽子再次成
为热门话题。在海南，“定安粽子”不
得不提。

自2010年开始，随着定安端午美
食文化节的名声逐渐打响，“定安粽
子”已成为定安一张亮丽的名片，享誉
省内外，深受市场青睐。

定安粽子为什么备受青睐？主要
是因为其选料上乘，糯米、粽叶、猪肉、
蛋黄一样不少，而且，用于包裹粽子的
粽叶采自定安县岭口、翰林、龙河、龙
门等火山地区生长的半老柊叶，所用
的糯米采用火山地区所产的优质富硒
糯米，粽馅是著名的定安黑猪肉和当
地红土泥腌制的咸鸭蛋黄，加入精心
配料制成。粽子蒸煮的时长必须达

12小时以上。
2014年3月，“定安粽子”被原国

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正式核准注册为中
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标志定安著名
农副产品———“定安粽子”从此有了
特殊“身份证”。

“定安粽子在市场供不应求，如果
没有相关的行业标准，那么品质就难以
保证。”定安县粽子协会会长王沸健说，
为了保证定安粽子品质如一，保护定安
粽子品牌，让消费者吃到真正好吃的定
安粽子，定安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2015年6月7日，“定安粽子”国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授权仪式在定
安举行，该县10家规模化粽子生产企
业，获得定安粽子商标使用授权。让定

安粽子有了受法律保护的“身份验证
码”，消费者购买正宗定安粽子将更加
放心。“定安粽子”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使用授权每年举办一次，到2020年，
已经连续举办了6年，被授权企业已经
从原来的10家发展到了25家；

每年通过定安县主流微信公众
号及岛内主流媒体平台公布“定安粽
子”商标授权使用的企业名单，让消
费者了解哪些企业在生产正宗的定
安粽子；

利用定安县政府每年举办的海南
（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的契机，全方位
向消费者展示定安粽子的商标文字和
图案，加强消费者对定安粽子商标认知
度，提高消费者辨别真伪的能力；

通过冬交会、欢乐节等大型会展，
采用平面展板、门形架广告、旗幡、服
装等方式向消费者展示定安粽子的商
标文字和图案；

积极主动联系工商部门，加强定
安粽子商标的使用指导和市场监管，
维护“定安粽子”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
合法合理使用；

引导和监督获得“定安粽子”商标
授权的生产企业在粽子产品包装上规
范印制“定安粽子”商标的文字和图
案，提高品牌的辨别度和形象度；

拓宽假冒伪劣定安粽子的举报渠
道、并给予举报者
一定的奖

励；
从2017年开始，每年举办定安粽

子裹绑技术培训班，传承定安粽子的
传统技术和推广定安粽子的历史文化

……
经过几年的努力，如今定安粽子

的品质得到保证，销售也越来越规范，
“定安粽子”品牌已然得到有效保护。
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海南（定安）端午
美食文化节的品牌越来越响亮，每年
定安粽子借助市场、超市、酒店以及线
上订单等渠道分别销往海口、广州、深
圳、上海等地，甚至远销海外。在高铁

和飞机上，也能看到定安粽子
的身影。

商标授权使用 统一行业标准 加大打假力度

定安粽子：制粽匠心不变 品质始终如一

随着定安县监管力度和打假
力度的加大，“定安粽子”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被侵权的现象进一步得
到遏制

最关键的一点，所有的定安粽子协
会的会员企业生产的定安粽子，都会带
有“定安粽子”的商标，如果没有这个商
标，那就不是正宗的定安粽子。

外形上，定安粽子在裹绑上，严格
按照三横三纵的裹绑技巧，外形下方上
尖；打开粽子之后，正宗的定安粽子是
用糯米做的，颜色呈黄偏绿，带有一定
的黏性；而仿冒的定安粽子，有的黏性
不够甚至不粘，两种粽子光在成色上就
有很大区别。

口感上，按照定安粽子协会的行业
标准，富硒柊叶、红泥土腌制的咸鸭蛋、
富硒糯米、定安黑猪肉，这些原料及配
比都有严格的生产要求。煮好的定安
粽子软绵味透，油而不腻，这是仿冒粽
子仿不来的。

当吃货遇上“山寨粽”

三招鉴别定安粽子真伪

定安粽子打假成果

定安县开展定安粽子商标维
权及假冒伪劣的查处工作，共查处
商标侵权及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

企业4家

定安县查处了

1家侵权的粽子生

产企业

定安县查处了3家侵

权的粽子生产企业、一家
外包装生产企业

定安县积极开展线上打假行动，
在淘宝天猫等电商平台投诉并取缔了

10家店铺，使线上侵权行为得到很

大程度的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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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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