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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时间

雁江区妇幼保健院将成立评审小组，小组成员主要为
医院院长、业务副院长、政工副院长，结合各部门、科室
负责人，针对所有投稿的宣传口号，本着公平、公正的
原则逐一评审筛选。

这家医院征集宣传口号这家医院征集宣传口号
最高奖励最高奖励20002000元元！！

□□ 李小凤李小凤

资阳市暨雁江区妇幼保健院始资阳市暨雁江区妇幼保健院始
建于建于19511951年年，，该院将于今年年中搬该院将于今年年中搬
迁至城东新区新院区迁至城东新区新院区（（雷音大道雷音大道），），
届时将以崭新的形象继续为广大妇届时将以崭新的形象继续为广大妇
幼提供更专业幼提供更专业、、更优质的保健服更优质的保健服
务务。。为了更好地彰显妇幼医院特为了更好地彰显妇幼医院特
色色，，进一步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医医
院自院自44月月2020日至日至55月月2020日面向全社日面向全社
会开展医院宣传语有奖征集活动会开展医院宣传语有奖征集活动。。

征集时间：2020年 4月 20日—5月 20日
评选时间：2020年 5月 21日—6月 10日

征集
要求

●内容积极向上，语言文雅通俗、朗朗上口，便于记
忆和传诵，注意避免政治言论引起歧义，杜绝不健康
语言，严禁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简洁明快，富有感染力和号召力，宣传口号围绕

“呵护妇女儿童健康”主题展开。
●立意鲜明，准确把握医院性质及特色，让人易联想
到医院特色、形象、服务等内容。
●建议不超过 12个字，可附上推荐理由。
●能反映妇幼健康的重要性，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投稿
方式

编辑“宣传口号+投稿人姓名+投稿人电话”
发送至邮箱 757564065@qq.com。

评选
方式

奖励
方式

入围奖三名，每人奖励 500元现金。
最终采纳奖一名，奖励 2000元现金。
凡孕妇投稿均可获得一次促产门诊免费咨询+一次
免费胎心监护。

快发挥你的才华，
替医院想出一句响亮
的宣传语。

让更多的人知道
这家妇幼保健院！

咨询
电话

028-26222079
27199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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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知识产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提醒公众——

知识有产权 侵权要追责
在“4·26”第20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即将来临之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自成立以来查处的知识产权保护十大

典型案例，提醒广大经营者以反面案例为戒，诚信守法经营，严格规范自己的经营行为；提醒广大消费者，进一步提升
消费维权意识，如遇到自身合法权益被侵害等情形，可直接拨打12315进行举报。

3月24日，安岳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
对安岳县某大药房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大药
房销售的“奇正”牌消痛贴膏上标注有“本产
品中国发明专利号：ZL200810231725.6”字
样。

经查实：当事人于2019年8月3日以50
元/盒的价格购进了2盒“奇正”牌消痛贴膏，
至今尚未售出。经核查，ZL 200810231725.6
专利为“药粉均匀分布的药贴及其制备方
法”的方法发明专利。根据《专利标识标
注办法》第 6条之规定，依照专利方法直接
获得的产品，应当采用中文标明“某某产
品系依照某某专利方法所获得的产品”字

样。上述产品上未标注“某某产品系依照
某某专利方法所获得的产品”，属于专利
标识标注不规范行为。

安 岳 县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依 据《专
利 法》《专 利 法 实 施 细 则》《专 利 标 识
标注办法》相关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
销售专利标识标注不规范的奇正牌消
痛贴膏。

2019年 3月 22日，安岳县市场监管局
根据“小龍坎”注册商标所有人四川仁众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诉举报线索，对安
岳县某火锅店涉嫌侵犯“小龍坎”注册商
标专用权行为立案调查。

经查实：2018 年 8 月 29 日，当事人取
得《营业执照》从事餐饮服务经营活动。
经营期间，当事人店招牌匾上标注有“XX

小龍坎”字样。其经营场所展架和点菜单
上标有“XX 小龙坎”字样。以上标注的

“XX 小龍坎和 XX 小龙坎”与四川仁众投
资管理公司注册商标的“小龍坎”相近似，
容易导致市场混淆。

安岳县市场监管局依据《商标法》相
关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侵权行为，并处
罚款 26万元。

2019 年 4 月 2 日，乐至县市场监管局
依法对省某药房公司乐至店进行检查时
发现，该店销售的“奇宇牌”钙咀嚼片，其
外包装上标有“抗手脚麻木 TM”、“抗腿
抽筋TM”等标识，涉嫌利用申请商标注册
受理标识欺骗消费者。

经查实：“奇宇牌”钙咀嚼片保健食品
的生产企业是江西和欣实业公司，该公司
2016年 8月以“抗腿抽筋”和“抗手脚麻木”
文字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申请商标注
册，2019年 1月，被驳回注册申请。但该公

司却将“抗腿抽筋”和“抗手脚麻木”申请商
标注册受理标记“TM”用在其产品外包装
上。经翻阅“奇宇牌”钙咀嚼片说明书，该
产品为普通补钙保健品，并无“抗腿抽筋”

“抗手脚麻木”等功能的技术指标及功效。
当事人于 2019年 1月以 18元/盒购进

“奇宇牌”钙咀嚼片保健食品 40 盒，以 58
元/盒进行销售。

乐至县市场监管局依据《商标法》相
关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销售上述产
品，并处罚款 3000元。

2019 年 5 月，根据阿迪达斯体育（中
国）有限公司投诉，雁江区市场监管局对
雁江某服装店进行检查，发现该店销售标
有 adidas（阿迪达斯）的服装和鞋子，查获涉
嫌假冒库存服装 105 件、鞋子 105 双，货值
金额 3.9万元。

经查实：2018年 12月，当事人购进 adi⁃
das、耐克服装鞋子共 3 万余元予以销售。
经鉴定，adidas服装、鞋子均系假冒产品。

雁江区市场监管局依据《商标法》相
关规定，责令当事人拆除侵权商标标识，
并处罚款 3万元。

2019 年 10 月 26 日，安岳县市场监管
局执法人员对安岳县某燃具洁具店进行
检查，发现当事人销售的 J0J0BA牌卫生陶
瓷（连体坐便器）上的“J0J0BA”标识与 JO⁃
MOO（九牧厨卫）注册商标相近似，涉嫌
侵犯“JOMOO”注册商标专用权。

经查实：2018年 10月 19日，当事人购
进 J0J0BA牌卫生陶瓷 17台，购进金额 7510

元。该批 J0J0BA 牌卫生陶瓷由香港九牧
王陶瓷卫浴公司监制。经对比，J0J0BA 标
识与九牧厨卫股份公司的 JOMOO注册商
标相近似，容易导致市场混淆。

安岳县市场监管局依据《商标法》相
关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侵权行为；没收
J0J0BA 牌卫生陶瓷 17 台；并处罚款 2000
元。

2020年1月，安岳县市场监管局对安岳
县某灯饰店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店正在销售
的“创意”牌烟机上标注有“360°劲吸、特大进
风专利”“专利号201330361030.1”字样。

经查实：当事人 2017 年以 980 元/台
的价格购进 1 台由广东创意电器公司生
产的“创意”牌烟机，目前尚未售出。根
据《专利标识标注办法》第 5 条规定，专

利标注应完整地标注专利权的类别和专
利号。上述产品仅标注专利号，未标注
专利权类别，属于专利标识标注不规范
行为。

安岳县市场监管局依据《专利法》《专
利法实施细则》《专利标识标注办法》相关
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专利标识标注
不规范的“创意”牌烟机。

1 月 26 日，乐至县市场监管局对乐至
县某药店进行检查时发现，当事人购进
5200 只“飘安”牌口罩，购进价格 2 元/只。
该批次口罩销售了 3100只，单价 3 元/只，
销售收入 9300 元；退货 2000 只，自用 100

只。
经鉴定，该批“飘安”口罩系假冒产品。
乐至县市场监管局依据《商标法》相

关规定，没收当事人违法所得 9300 元，并
处罚款 1.1万元。

2 月 21 日，乐至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
员依法对成都市某药业连锁有限责任公
司乐至药店进行检查，发现该药店销售的

“同溢堂”益安宁丸产品包装上仅标注有
“专利号：ZL200510099312.3”字样。

经查实：2019 年 4 月 19 日，成都某药
业连锁公司为当事人配送了“同溢堂”益
安宁丸 2盒，目前尚未售出。根据《专利标

识标注办法》第 5条之规定，专利标注应完
整地标注专利权的类别和专利号。上述
产品上仅标注专利号，未标注专利权类
别，属于专利标识标注不规范行为。

乐至县市场监管局依据《专利法》《专
利法实施细则》和《专利标识标注办法》第
8 条之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专利标
识标注不规范的“同溢堂”益安宁丸。

3月6日，雁江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依
法对雁江区某超市进行检查时发现，其销售
的“易记”牌烧卤王香料包装上标注有“ZL
201230453156.7”字样。

经查实：当事人于2019年6月7日从成都
海霸王干杂店购进由成都可口香调味食品厂生
产的“易记”牌烧卤王香料2件，购进价120元/

件，并以3元/袋的价格进行销售。而“易记”牌
烧卤王香料包装上标注的ZL201230453156.7
外观专利因未缴年费已终止失效。

雁江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专利法》《专利
法实施细则》相关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
假冒专利的“易记”牌烧卤王香商品，剩余25
袋待售商品退回供货商。

3 月 19 日，雁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执法人员依法对资阳市 XX 药房连锁公
司总店进行检查，发现其销售的“九康鹿
中药抑菌膏”包装上标注有“国家发明专
利，专利号：201610002234.9”等内容。

经查实：当事人于2019年7月9日购进
“九康鹿中药抑菌膏”3盒，购进价198元/盒，
并以220元/瓶的价格进行销售。至雁江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获时，当事人已销售1盒，
待售 2盒，货值金额 660元。经核查，该“九
康鹿中药抑菌膏”的专利“201610002234.9”
处于实质审查阶段，目前尚未获得授权。

雁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专利
法》《专利法实施细则》相关规定，责令当
事人停止销售假冒专利的“九康鹿中药抑
菌膏”。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乐至某药店销售带有欺骗性标识的商品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雁江某服装店销售假冒阿迪达斯商品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安岳某燃具洁具店销售与JOMOO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品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安岳某灯饰店销售专利标识标注不规范的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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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雁江某超市销售假冒专利商品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资阳XX药房连锁总店销售假冒专利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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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詹锋 朱国强）在第 51个“世界地球日”到来之际，雁
江区、安岳县分别开展了以“ 一木环保，善待地球，倡导绿色生活”
为主题的环保志愿服务活动。

雁江区举行废旧书报刊捐赠仪式，集中捐赠废旧书报刊 446
公斤。安岳县则以废旧书报换取绿植活动，吸引 22个单位的干部
职工捐赠废旧书报刊 1054公斤。

据悉，该活动是一项长期性的公益活动，社会各界积极捐出
的废旧书报刊将交由纸张生产企业循环利用，所得金额将全部捐
赠教育基金会，用于环保教育和教育帮扶。

雁江安岳开展“一木环保”公益行动

面对各年龄段挑战 麻醉操作如履薄冰
麻醉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在市人民医院麻醉手术部办公室挂

着一幅“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全力以赴、尽善尽美”的牌匾，院麻
醉手术部主任医师刘信全介绍，这 16字就是科室的科训。

很多人以为麻醉医生就是给患者打一针麻药就没事了，实际
上，麻醉医生手术过程中必须时刻陪伴患者，密切监测其生命体
征安全，根据病人的生理情况变化及时诊治，维持生理环境和机
能的稳定性，因此，除了止疼外，麻醉医生更是手术过程中生命的

“守护者”。
据悉，麻醉手术部全年总麻醉例数达 1 万例左右，患者年龄

小到新生儿，大到 100 岁以上，涉及各外科专业。刘信全曾为一
名 54天的孩子实施过麻醉，孩子患有“左侧肾盂输尿管连接部狭
窄伴左肾重度积水”。当时，地市级医院麻醉科几乎没有小儿麻
醉管理经验，临床麻醉经验丰富的刘信全毅然接手这台手术的麻
醉。由于患儿太小，在麻醉手术中药物、剂量不好掌握，风险极
高，操作过程中必须小心再小心，精细再精细，刘信全采用全程体
温保护下气管插管全麻技术，配合医生顺利为患儿行了左侧肾盂
离断式成形术。

专业人才支撑 技术力量雄厚
目前，市人民医院麻醉手术部有工作人员30名，其中麻醉主任

医师1名、主治医师4名、住院医生6名、麻醉科护士3名、手术部护
士 16名。为了科室未来发展，该院培养了全市唯一一名麻醉（在
读）博士，形成了主任医师、主治医师、住院医师的学科人才梯队。

市人民医院麻醉手术部在全市麻醉行业连续 10年保持无重
大麻醉安全事故发生的记录。优秀的团队离不开标杆指引的作
用。省临床麻醉质量控制中心专家、省麻醉专业委员会委员、省
麻醉专业委员会气道管理学组委员……刘信全的一张张名片，彰
显了其在专业领域积累的雄厚实力。作为我市麻醉专业唯一的
主任医师，刘信全从事麻醉工作已 23年，具有应对外科各专业各
年龄段手术麻醉的能力。

从业以来，刘信全先后到华西医院麻醉科、北京医院麻醉科进
修，多次到省人民医院麻醉科、省肿瘤医院麻醉科、重庆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麻醉科、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麻醉科参观学习。2016
年，他带领科室开展了系列全市具有领先水平的新技术新项目。

软硬件不断优化 “航母”平台保驾护航
“麻醉手术部是整个手术科室运转的中轴，提供平台支撑和安

全保障。”刘信全将麻醉手术部比作一艘航母，这里有世界一流原装
进口的全能麻醉机器等设备，麻醉医生具备优秀的常规管理和紧急
情况处理能力，在临床一线，麻醉手术部发挥了强大的平台功能。

原装进口全能麻醉机器、德国WOLF电视腹腔镜、美国顺康
前列腺汽化电切镜、以色列快速消毒锅……各种标准化设备为各
种高难度的手术提供了有力保障。科室不断扩充优化技术手段，
超声引导下的中心静脉穿刺技术、围术期全程镇痛技术、脉冲式
椎管内分娩镇痛技术、高龄老年患者的麻醉处理等技术，在全市
具有领先水平。

麻醉要让患者麻得过去，也醒得过来，在保障基本的麻醉质
量与安全基础上，麻醉手术部积极将麻醉工作转向病人的远期康
复和快速康复工作中，积极践行围术期医学理念。2013年，成立
了麻醉恢复室，使得手术麻醉的安全性得到极大保障。结合围术
期全程镇痛项目，解除了患者术后的痛苦，为患者轻松度过康复
期和营造无痛医院作出了积极贡献。

麻醉不是“打一针、睡一觉”的事
——带您走近市人民医院麻醉手术部

□ 徐嘉欣

近年来，市人民医院麻醉手术部在硬件设施、麻醉方
法和理念、人才培养、科室管理等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突
飞猛进，连续多年无麻醉意外、无纠纷和投诉，成为全市麻
醉质量与安全的标杆学科。

术
前
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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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4月 22日 24时，我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确诊病例4例（治愈出院4例），无疑似病例。尚在医学观察
的本地报告病例密切接触者0人，已解除医学观察的本地报
告病例密切接触者454人。

资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值班电话: 23030904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话:26755783 26600171(夜间)
特别提醒：出现可疑症状，包括发热、乏力、干咳等，在

村（社区）公卫人员指导下就医，不得自行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前往医院。 ——资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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