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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問變殺蟲劑 黃飛鴻成魚子醬
公共資源名稱無人理 佛山名人勝景遭搶註

黃埔軍校90周年擬辦座談會

佛山名人名景頻被搶注，有識之士大聲疾
呼「保護」。「葉問」被搶註時，不少

人就曾憂心「黃飛鴻」也會步其後塵。然而，
呼籲歸呼籲，佛山公共資源名稱保護之路，卻
陷入一種「所有者缺位」的尷尬之中。由於被
搶註的大多數公共資源名稱並無十分明確的主
管單位，因此佛山市工商局只能通過屬地管理
原則，將被搶註的公共資源名稱的保護工作報
給相關的區政府，至於具體誰去做，由政府確
定。

年初三前無異議便成功申請
而事實上， 21日發佈的上述《報告》中，

「黃飛鴻」被企業申請註冊為魚子醬、蝦醬、
泡菜、牛奶、食用油脂、果凍等食品的商標，
該申請的異議截止日期為今年2月2
日（年初三）。無獨有偶，佛山著名
風景區「南國桃園」，亦被一家企業
申請註冊為醃臘肉、醃蔬菜、精製堅
果仁、豆腐製品等食品的商標。
按照相關法規，在異議期結束時尚
無人提出異議的話，意味着該商標將
獲申請成功。

倡先行註冊保護免公器私用
據佛山市工商局統計，自2012年4

月佛山地區商標統計分析與預警保護
軟件系統啟用以來，已對全市的93件
中國馳名商標和376件廣東省著名商
標實施全方位搶註監測，到目前為止
共監測到搶註信息600多條，向企業
發出搶注預警通知書377份，及時提

醒知名企業提出商標異議。
據悉，截至2012年11月下旬，佛山各區個

體私營協會對各區的部分知名公共資源提出申
請的有56個，包括「祖廟」、「千年陶都」、
「嶺南新天地」、「北帝誕」、「千燈湖」以
及西樵山、松崗桃花、獅舞嶺南、獅山汽配、
胥江祖廟、蘆苞溫泉等，其中「梁園」、「東
華里」、「千燈湖」等21個公共資源已被成功
註冊保護下來。
對此，佛山工商部門建議，公共資源主管部

門應和個體私營協會聯手，進行先行註冊保
護。在隨後的使用權分配中，應優先考慮可以
產生公共利益的機構，以確保不會「公器私
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添翼廣州報道）繼詠春拳的創立者、李小龍的師父「葉

問」變成殺蟲劑商標後，佛山武術名家黃飛鴻亦將面臨「代言」魚子醬的處

境——日前發佈的《佛山地區商標報告》中，「黃飛鴻」被一家食品企業申請註

冊為魚子醬等食品的商標，異議截止日期是2月2日。由於所有者不清晰、無明確

主管單位，佛山名人名景等公共資源名稱，面臨屢遭搶註卻無力保護的窘境。

據佛山市工商局初步統計，截至
去年12月31日，佛山地區累計有效
註冊商標116,792件，在全國的城市
中排列第10名。比2012年同期增加
有效註冊商標 12,254 件，增長
11.72%。
據佛山市工商局提供的數據顯

示，截至去年12月31日，國際知識
產權局對外公佈的信息，佛山地區
商標註冊人累計通過馬德里商標國
際註冊體系申請商標392件，廣東省
內排名第三位。
不過，佛山知名的人和物不少，

公共資源名稱頻頻遭搶註為商標，

要實施保護任重道遠。據了解，除
「葉問」、「黃飛鴻」外，近幾
年，佛山的「南風古灶」、「千燈
湖」、「詹天佑」、「康有為」等
眾多公共資源名稱或著
名人名都有過被企業註
冊為商標的遭遇。

■《羊城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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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去年註冊商標逾11萬

黃埔軍校部分國共名人
共產黨
周恩來 政治部主任 中國國務院總理
徐向前 第一期 元帥
林 彪 第四期 元帥
陳 賡 第一期 大將
陶 鑄 第五期 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國民黨
蔣介石 校長 國民黨總裁
杜聿明 第一期 中將
胡宗南 第一期 一級上將
郝柏村 第十二期 一級上將
毛人鳳 第四期 保密局局長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6月是黃埔軍校建校90周年，
黃埔軍校同學會秘書長杭元祥22日在北京透露，年內
將舉辦系列紀念活動。

促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中新社引述杭元祥表示，初步規劃6月在北京舉辦

紀念黃埔軍校建校90周年座談會，以進一步弘揚黃埔
精神，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此外，年內將在廣州舉辦第八屆黃埔論壇，與國家

郵政局合作、發行一枚黃埔軍校建校90周年紀念郵票
等。
杭元祥昨日在北京主持迎春茶話會，向黃埔軍校同

學會在京理事、部分親屬作上述通報。
茶話會上，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林上元說，今年是

黃埔軍校建校90周年暨黃埔軍校同學會成立30周

年。90年前，五湖四海的熱血青年雲集黃埔軍校，懷
着「統一祖國，振興中華」的強烈願望和神聖使命，
奔赴沙場、浴血奮戰，用鮮血和生命鑄就了愛國革命
的黃埔精神，為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立下了不朽功
勛。
林上元表示，今天，廣大黃埔同學和親屬要共同秉
承先輩遺志，把握歷史機遇，使黃埔精神薪火相傳、
發揚光大；以同窗情、袍澤情為紐帶，促進「天下黃
埔是一家、兩岸同胞一家親」的理念深入人心，積極
促進兩岸交流交往；大力闡釋、宣傳中國夢的重要意
義，凝聚起海內外黃埔同學致力同心共築中國夢的強
大力量。
黃埔軍校同學會首任會長徐向前之子徐小岩、陳毅
元帥之子陳昊蘇、周恩來總理侄女周秉德、左權將軍
之女左太北、周士第上將之子周勇、程子華將軍之女
程冀民、許德珩之孫許進、衛立煌將軍之孫衛智，以
及黃埔親屬劉凡、甘霖、汪紀戎、王曉玉、文定中等
出席茶話會。

為國民革命訓練軍官
1924 年，在國共兩黨首度攜手合作，孫中山在廣州

創辦了一文一武兩所學堂——國立廣東大學（中山大
學）和黃埔軍校。黃埔軍校建校時的正式名稱為「中
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因其校址設在廣州東南的
黃埔島，簡稱黃埔軍校。
自1924年6月在廣州創辦到1949年底遷往台灣高雄

鳳山，黃埔軍校在大陸共辦了23期，其畢業生包括各
分校、訓練班共計有41,386人。名將輩出，戰功顯
赫，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佔有顯赫地位。

■廣州黃埔軍校舊址。 網上圖片

■黃埔軍校同學會在北京舉辦在京理事暨親屬迎春茶
話會，同學會會長林上元致辭。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天山網報道：昨天上午，新疆召開幹部大會，
原文傳達貫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精神和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的重要講話。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指出，要充分認
識新疆反分裂反暴恐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尖銳性，始終保持
清醒頭腦、憂患意識、戰略定力，堅持標本兼治、重在治本。
張春賢指出，要突出依法治疆。堅持是什麼問題就按什麼問題
處理，思想的問題要用思想的方式去解決，文化的問題要用文化
的方式解決，習俗的問題要用尊重的態度去對待，暴力的問題要
用法治和嚴打的方式去解決。
張春賢強調，要堅持辯證思維，既認識到新疆工作重要緊迫、
等不得，要立足問題解決癥結，又認識到新疆問題長期複雜、急
不得；既認識到光靠發展解決不了新疆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的問
題，又認識到新疆有許多涉及穩定的深層次問題必須通過發展去
解決；既充分認識新疆形勢的嚴峻性、增強憂患意識，又增強解
決問題的信心；既統籌推進各方面工作，又把握主要矛盾、明確
重點任務；既強調推進全疆長治久安，又強調南疆是主戰場。

新疆長治久安 南疆是主戰場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消息，新疆
生產建設兵團第五師黨委常委、副師長宋國安涉嫌嚴重違紀違
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十三師黨委常
委、副師長馮焰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新疆建設兵團兩副師長被查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時報》
報道，中國互聯網部分用戶21日遭
遇大面積「癱瘓」現象，當天15時
10分左右，內地通用頂級根域名服
務器解析出現異常，部分用戶無法
訪問.com等域名網站。據初步統
計，全國有2/3的網站訪問受到影
響。故障發生後，中國用戶在訪問
時，都會被跳轉到一個IP地址，而
這個地址指向的是位於美國北卡羅
來納州卡里鎮的一家公司。經多方
查 證 ， 這 家 名 為 DynamicInter-
netTechnology 的公司正是「自由
門」翻牆軟件的開發者。

翻牆軟件同一公司
這家名為 DynamicInternetTech-

nology的公司與研發「自由門」翻牆
軟件的是同一家公司。依據名稱和地
址，據悉，該公司總裁為比爾．夏
(BillXia)，此人正是「自由門」的創
始人。該公司並未留下聯繫電話，只
有傳真和電子郵件聯繫方式。該公司

在接受電子郵件查詢時，比爾．夏回
覆稱其與此事無關，事件更像是
DNS域名被第三方劫持。
內地曾經兩次發生過根域名故

障，一次是2013年7月6日，上海聯
通DNS設備發生故障，導致2G、
3G的手機用戶無法上網。另一次是
2013年8月25日，.CN根域名服務
器全線故障。這次是時隔5個月，內
地又再次發生DNS故障。
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網絡空

間戰略研究中心主任秦安21日表
示，中國頂級域名根服務器故障導致
大部分網站受影響事件值得關注。
秦安稱，這次事件是個別黑客

還是有組織行為並不重要，重要
的是，現在不論是單獨的黑客還
是國家機構有組織的行為，都能
對人們賴以生存的網絡造成巨大
的破壞。秦安坦言：「人類社會
正在孕育世界網絡大戰的說法並
不遙遠，這次事件可以視為網絡
大戰的預警。」

內地網絡受襲 涉事IP屬美企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2013年全球智庫報告》（中文版）
22日首度在中國正式發佈，英文版將
於美國當地時間22日在世界銀行和聯
合國發佈。
由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與公民

項目連續7年發佈《全球智庫報告》，
根據《2013年全球智庫報告》，2013
年，全球共有智庫6,826個，其中中國
智庫數量為426個，排名第二，第一名
美國的智庫數量為1,828個。在非美國
的全球頂級智庫中，中國社科院排名
第10，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排名
第28，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和上海國
際問題研究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亦上榜。在地區頂級智庫前10名中，
中國有4家智庫入選。

滬公佈智庫影響力排名
同日，《2013年中國智庫報告》由

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發佈，
該報告首次面向中國智庫開展影響力
排名研究，從中國智庫專家、高校專

家和資深媒體人的視角對中國智庫綜
合影響力、系統影響力和專業影響力
作出主觀評價。
根據2013年中國智庫報告，中國智

庫分為黨政軍智庫，社會科學院智
庫，高校智庫和民間智庫四類。改革
開放是推動智庫發展的基本因素之
一。影響力，多元化和國際化是中國
智庫發展的趨勢。
在2013年中國智庫綜合影響力排名

中，位列前三甲的分別是國務院發展
研究中心、中國社科院和北京大學；
在黨政軍智庫系統影響力排名中，國
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黨校及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排名前
三；上海社科院、北京社科院和廣東
省社科院在地方社科院系統排名最
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復旦大學
在高校智庫系統中名列前三；關於民
間智庫系統影響力排名，中國經濟體
制改革研究會、中國（海南）改革發
展研究院和零點研究諮詢集團排名最
靠前。

社科院列全球頂級智庫前1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施倩杭州報道）浙江省衛生計生委22
日通報，浙江新增3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患者林某某，
男，53歲，農民，現病情危重；患者阮某某，男，71歲，農民，
台州椒江區人，病情危重；患者林某某，女，63歲，農民，台州
溫嶺市人，病情危重。

浙新增3例H7N9危重病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添翼廣州報道）在廣州廣園快速路上，
交通部門近日新設置了10多處指引前往廣深沿江高速公路的路
牌，其中對「香港」的外文標注「Xianggang」，令多數在穗生活
的外籍人士不明所指，而據了解，當地的相關條文，對此並未有
明確規定。
廣深沿江高速於去年12月28日全線通車，近日，廣州市政交通
部門在與其相連的廣園快速路沿路，設立了對應的指示牌。路牌
上不僅顯示駕車者可沿廣園快速路駛向廣深沿江高速，還標注了
廣深沿江高速可以到達虎門、長安、東莞、深圳、蛇口、香港等
地，上述地名均有中英兩種標識。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與其
它內地地名一起，用漢語拼音「Xianggang」來標注，而不是用常
用的英語譯音「Hongkong」。

穗新路牌「香港」標示「Xianggang」

■廣園快
速路上的
廣深沿江
高速指示
牌。
網上圖片

■內地報章以漫畫
諷刺黃飛鴻被迫當
魚子醬代言人。

網上圖片

■詠春拳的創立者、李小龍的師父葉
問被搶註成殺蟲劑商標。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