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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日
前， 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完成一起
知识产权行政调解。 协议双方当
事人就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
纷达成的行政调解协议书， 由朝
阳区人民法院完成司法确认程
序， 拿到司法确认裁定书， 全程
仅用时23天。 该案也是本市首例
知识产权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
案例， 标志着朝阳区知识产权行
政调解司法确认机制的初步确
立。

以往，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
对商标侵权的违法行为依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的相关规
定进行行政处罚， 商标权利人与
当事人经常性存在的关于企业名
称变更等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以
及商标侵权民事赔偿纠纷问题，
则需商标权利人申请提起其他行
政投诉或民事诉讼。 “知识产权
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
度” 直接简化了后续环节程序，

针对当事双方之间的不正当竞争
和民事赔偿等纠纷问题进行调
解， 在充分听取双方诉求后促使
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调解
协议。

在本次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
认案例中， 朝阳区市场监管局与
区人民法院积极衔接沟通， 当事
双方从达成行政调解协议 ， 到
法院送达司法确认裁定书， 仅用
时23天， 侵权方实际履行权利
人核心诉求仅用时 10天， 极大
地缩短了商标权利人的维权周
期。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近
日， 北京市住建委官网发布 《关
于加强施工现场电动自行车安全
管理工作的通知 》 （以下简称
《通知》）。 《通知》 明确， 严禁
电动自行车进入施工现场施工区
和办公区。

根据 《通知》， 各项目施工
总承包单位要严格落实施工现场
封闭式管理， 严禁电 动 自 行 车
进 入 施 工 现 场 施 工 区 和 办 公
区 。 施 工 现 场 生 活 区 应 在 室
外设置电动自行车专用停放区域
并做出标识， 电动自行车应在专
用区域集中统一存放。 实行电动
自行车室外集中停放充电。 电动
自行车需在生活区进行充电的，
项目部应在生活区室外设置电动
自行车充电设施， 实行电动自行

车室外集中停放充电， 严禁将电
动自行车或电动自行车电池带入
室内进行充电。 电动自行车停放
充电场所应选取消防救援力量
便于扑救的位置， 且不应占用
防火间距、 消防车道、 消防登高
操作场地、 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
等， 不应影响消防设施的正常使
用。

《通知》 提到， 严格管理电
动施工机械车辆停放充电。 各项
目施工总承包单位负责施工现场
电动三 （四） 轮车、 电动手推车
等电动施工机械车辆的统一管
理， 要建立电动施工机械车辆台
账， 明确专职司机负责操作。 无
法在生活区集中停放充电的电动
施工机械车辆， 施工总承包单位
应在施工区统一划定停放充电区

域进行集中停放充电， 充电区域
应选在空旷、 通风良好的区域，
充电时要设专人看护， 并安排专
职人员每天对充电区域的安全状
况进行不少于2次的巡视巡查 ，
做好巡查记录。

《通知》 还提到， 各项目要
建立电动自行车日常消防管理和
防火巡查制度， 对临电线路、 充
电设施等明确专人负责， 对电动
自行车固定充电设施及消防设
施、 器材等进行统一管理， 定期
组织开展防火检查， 加强夜间防
火巡查。 各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
要依据灭火及应急疏散预案至少
每半年组织一次包含电动自行车
火灾防范的消防应急演练， 并每
月组织对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专
项检查。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10
月11日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
本市发布 《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完
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若干措施 》（以下简称 《若干措
施》）、《北京市创新型绿色技术及
示范应用项目征集遴选管理细
则》（以下简称 《管理细则》）、《关
于开展北京市2021年创新型绿色
技术及应用场景征集的通知》（以
下简称 《征集通知》）3个文件，构
成本市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
创新政策2.0版。

《若干措施》提到，本市建立
创新型绿色技术推荐目录清单机
制。 试点建设和开放一批创新型
绿色技术应用场景。 支持创新型
绿色技术示范应用项目建设。对

于采用“推荐目录”内技术，在京
应用的前三台（套）示范项目，给
予实施单位不超过项目总投资
30%的资金补助， 补助金额最高
不超过1000万元。

《管理细则》作为配套规范性
政策文件， 明确了创新型绿色技
术征集和示范应用项目的适用范
围、申报要求、组织实施、工作流
程、资金支持和监督管理。其中明
确支持资金拨付方式。 补助资金
分两批拨付， 第一批为项目资金
申请报告批复后， 拨付补助资金
总额的70%； 第二批为项目交付
使用，完成一个使用周期（非全生
命周期） 的第三方跟踪检测评价
后，拨付剩余资金。

据了解， 本次征集时间为即

日起至11月8日。后续，还将分批
滚动持续开展征集工作。 本次创
新型绿色技术征集范围主要包
括： 碳达峰碳中和、 大气污染防
控、节水和水环境综合治理、节能
和环境服务业、 固体废物减量化
和资源化、污染场地与土壤修复、
现代化能源利用、绿色智能交通、
生态农林业、塑料污染防治、防止
食品浪费、 山区农村分布式能源
等重点领域相关的新技术、 新装
备、新产品。本次征集的创新型绿
色技术应用场景主要指：企业、公
共机构、社区、产业园区等在生产
生活中需要采用绿色新技术、新
产品、新模式，解决节能降碳、污
染防治等痛点、难点问题的需求，
明确相应需求的技术应用场景。

本市推出构建市场导向绿色技术创新政策2.0版

市住建委发布《关于加强施工现场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北京首例商标行政调解协议完成司法确认

本报讯（记者 张晶）近年来，
本市按照国家对技能人才评价制
度改革的要求，深化“放管服”改
革， 将过去的职业资格鉴定改革
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将技能人
才水平评价由政府认定改为实行
社会化等级认定， 全面推进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制度落地 。 截至
2021年8月底， 央企在京分支机
构、市属企业、辖区企业共203家
通过技能等级认定备案， 覆盖70

万职工和399个职业（工种）。
另外，24家社会培训评价组

织通过技能等级认定备案， 可面
向社会从业人员开展电工、 电子
商务师等48个职业的技能等级认
定。目前，这些企业和社会培训评
价组织已为11.22万余人完成技
能等级认定工作， 其中7.98万余
人通过认定取得技能等级证书。

据了解， 通过技能等级认定
备案的203家企业， 除了面向本

企业在职职工外， 还可以面向符
合条件的其他人员， 如校企合作
的技工院校学生、 企业新型学徒
制学员、 企业劳务派遣人员等，
提供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服务， 并
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具体企
业名单和职业 （工种）， 可以通
过北京市职业技能评价网上服务
平台和人社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
网查询。

经过备案的企业， 可根据企

业生产实践， 自主确定评价职业
（工种） 和评价标准规范； 也可
以依据国家职业标准、 行业企业
规范， 或者是企业在生产实践中
的真实生产环节来评价。 在评价
方式上， 企业可自主选择过程考
核、 结果认定、 业绩评审、 技能
竞赛 、 校企合作等多种评价方
式， 也可以综合运用几种方式来
进行。 同时， 北京市还将面向社
会公开遴选和公布社会培训评价

组织， 为社会人员、 不具备自主
评价条件的中小微企业职工提供
技能评价服务。 经备案取得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的人员， 纳入技能
人才统计范围， 落实相关政策，
兑现相应待遇。

截至2020年底， 本市职业技
能人才总量为363.88万人， 其中
高级工及以上高技能人才112.27
万人， 技能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人才结构进一步优化。

覆盖70万职工和399个职业（工种）

10月10日，2021北京 （国际）
运河文化节系列活动中的 “起航
运河， 逐浪时代———副中心赛艇
大师赛” 在通州大运河畔燃灯塔
下拉开帷幕。 此次大赛旨在传承
发扬运河文化， 借助副中心傍水
优势推行水上休闲新运动。 通州
区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 引导全
民参与水上运动， 将大运河打造
成运动之河、健康之河。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通讯员 孟雅宁 摄影报道

赛艇大师赛
竞速大运河

在 《北京市禁毒条例》 施行之际， 近日， 北京市监狱 （戒毒） 管
理局天康戒毒康复所联合大兴区禁毒办、 北京市石油化工学院举办毒
品预防教育进校园暨 《北京市禁毒条例》 专题宣讲活动， 让学生们进
一步认识毒品的真面目。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禁毒宣传进校园

严禁电动自行车进入工地施工区

本市203家企业通过技能等级认定备案

(上接第１版)
2011年至2020年， 我国实施

了第一轮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
工程， 在装备制造、 信息、 生物
技术、 新材料等12个重点领域和
现代物流、 知识产权、 食品安全
等9个现代服务业领域， 累计开
展了1264.3万人次知识更新继续
教育活动， 建设了200家国家级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 完
成了每年约百万人次高层次急需

紧缺专业技术人才的培训任务。
上述负责人表示， 新一轮知

识更新工程将紧紧围绕中央人才
工作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和战略
重点， 着眼于打造一流科技领军
人才和创新团队， 着眼于造就规
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 培
养大批卓越工程师和专业技术骨
干， 加快人才自主培养， 提高人
才供给能力，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