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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商户售假提供便利
世纪天鼎市场被立案处罚

本报讯（记者 李帅 刘旭阳）日
前，位于东城区辖区内的世纪天鼎
市场因未履行市场管理义务，并且
故意为市场内商户售假行为提供便
利条件，帮助实施商标侵权行为，被
东城工商分局立案处罚。

据了解，今年以来东城工商分
局先后依举报对北京世纪天鼎商品
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称世纪天
鼎市场）内3家涉嫌销售侵犯"LV"注
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商户进行了立
案，并依法作出没收侵权商品及罚
款的行政处罚。

调查过程中，东城工商分局发
现世纪天鼎市场分别与上述商户签
订了租赁合同，并收取了年租金，但
未对商户的进货渠道和商标授权使
用手续进行检查，也未对商户销售
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行
为予以制止。

按 照《商 标 授 权 经 营 制 度 规
定》，市场经营单位应按商标授权经
营制度的规定，在进货渠道及商标
方面对商户进行引导，督促商户严
把进货关，不经营假冒商标商品。
但世纪天鼎市场并未履行监督管理
义务，在商户销售侵权假冒商品期
间，从未对商户进行检查，未及时发
现并制止商户的商标侵权行为。

此外，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分别于 2004 年 7 月 20 日和 2005 年 3
月 14 日发布通告，规定北京市行政
区域内的服装市场和小商品市场一
律不得经销未经商标权利人授权的
带有 LV、PRADA 等 48 种商标标志
的商品，世纪天鼎市场明知道小商

品市场内禁止销售未经商标权利人
授权的带有"LV"商标标志的产品，
却未及时制止商户的售假行为。东
城工商分局在 2016 年、2017 年连续
对市场内商户销售行为进行检查，
并均向世纪天鼎市场送达了行政提
示书，提示其市场内不得销售侵权
假冒商品，但世纪天鼎市场却置若
罔闻，依旧放任市场内商户售假卖
假。据北京东城工商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世纪天鼎市场主观明知市场
内不得售卖侵权假冒商品，却怠于履
行市场管理义务，未定期对商场内商
户进行检查，也未及时制止市场内商
户的售假行为，对行政部门的工作指
导置若罔闻，为市场内商户售假行为
提供便利条件，帮助实施商标侵权行
为，造成了严重恶劣的社会影响。其
行为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
法》第五十七条第（六）项所指的“故
意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
便利条件，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
专用权行为的”商标侵权行为。目
前，东城工商分局已依法对世纪天
鼎市场作出罚款行政处罚。

下一步，东城工商分局将进一
步加强对辖区市场经营单位的专项
执法，督促市场经营单位积极履行
管理义务，严格落实管理责任。对
于市场经营单位故意为侵犯他人商
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便利条件，帮助
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的以
及其他违法行为，东城工商分局将
严肃查处，绝不姑息，确保辖区有形
商品交易市场秩序稳定，营造良好
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 李乐乐）24 日上
午，“北京甘肃携手扶贫，一县一品
惠农便民”活动在东花市南里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举行，来自甘肃贫困
地区近30家涉农企业、200多个品种
特色农副产品参展。

在东花市南里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入口处，宣传展板上的大字“北京
甘肃携手扶贫 一县一品惠农便民”
格外醒目。活动现场，展区布置简
约有序，一字摆开的展位上，甘南草
原的牦牛肉产品，高原羊肉制品；陇
南山区国内最好的特级橄榄油系列
制品；黄土高原上的优质靖远枸杞；
西域厚土生长出的中药材制品，红
枣、藜麦等食药作物，富士苹果、兰
州百合；享誉京华的马华清真食
品......吸引着众多参观者驻足询问。

据介绍，此次举办甘肃优质农
副产品走进北京社区活动，是借助
和依托东花市街道及社区各级党组
织及企业的帮助支持，为甘肃省 23
个深度贫困县的优质农副产品在京
树立品牌，扩大当地产品销售渠道，
起到为农民增加收入、为贫困地区
扶贫助力宣传和推广的作用。

北京甘肃企业商会常务执行会
长罗刚介绍，甘肃一些优质农产品
由于自身市场开拓能力、销售渠道

和信息优势不足，使得不少原生态
的好产品市场销售受限。这次在甘
肃省政府相关部门、北京市东城区
东花市街道等单位的支持下举办，
创新了以往在大商场举办的模式，
采取小范围、短时间、集中展示方
式，结合社区优势，以采购、代销、
开通农企直通车等多种形式，使这
些产品接通北京市场，扩大直销渠
道。既为北京社区市场增添了优
质品种、也为产品当地的农民增加
了收入，起到了惠民扶贫的“双赢”
效果。

为办好这次本次活动，北京甘
肃企业商会和商会党支部在东花市
街道和社区大力支持下协调有关监
管部门，按照规定和要求制定了工
作方案，多次与相关部门沟通，得到
了甘肃省工商联、农牧厅、商务厅的
全力支持，甘肃省农业产业联合会
不仅为本次活动出资，还多方联络、
挑选了20多家有优质产品的企业专
程来京参展，认真协调组织货源。

据悉，在北京商委、东花市街道
办事处和社区参与支持下，华联、首
航等多家超市及北京集中供餐协会
等 10 多家采购单位来到现场，在支
持活动的同时，也表示了为参展企
业疏通进货渠道的合作愿望。

本报讯（记者 李帅 刘旭阳）“这
里能够建成我们居民们下下棋、打乒
乓球等休闲娱乐的地方就好了!”“路
上有车，孩子们在外玩耍不方便，如
果这里可以改造成一个让孩子们可
以安全游乐的地方也不错。”……近
日，一场关于城市潜能空间的活化利
用，让灰色空间发光的“实践者论坛”
在史家胡同博物馆举行，主要探讨与
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朝内南小街菜
市场的地下空间利用问题。论坛上，
各位专家学者、社区居民齐聚一堂，
各抒己见，纷纷为其出谋划策。

据了解，朝内南小街菜市场经历
了 2017 年的升级改造后，不仅提升
和优化了各项设施，美化了周边环
境，还提升了管理水平，被公众称为

最具“文艺范儿”的菜市场，是朝阳门
的生活服务中心和菜市场的生活美
学院。但在它光鲜外表的背后，其实
还有一个 900 平米的地下空间，一直
以来受管理难度大、开发困难等多种
问题的困扰，逾十年没有开发使用
过。这次我们邀请改造团队与街道、
产权方等各相关方一起，希望集思广
益让这个空间重新“活化”起来。北
京市规划院的规划师赵幸介绍，此次
论坛还邀请了利用老物件将闲置的
旧仓库、小学教学楼等空间进行活化
的“旧物仓”团队和将地下空间改造
成人气居民活动中心的“地瓜社区”
团队，以及朝内南小街菜市场的改造
团队。

现场，作为先锋实践者，他们在

现场为大家分享了给“消极空间”注
入活力的成功经验，社区居民们也纷
纷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讨论中，各方
思想激烈碰撞，让我们看到了菜市场
地下空间开发的无限可能性。”北京
市规划院的规划师赵幸表示，“此次
实践者论坛由社造联盟发起，邀请在
相关领域有创新实践的一线实践者
分享他们的经验，同时邀请对问题感
兴趣的各方朋友一起出谋划策，共同
推动实践项目的落地。”

经过一个下午的讨论，以及实践
者们的成果分享和各方角度的精彩
发言让大家对菜市场地下空间未来
的活化利用充满了希望。讨论过后，
近期将正式启动菜市场地下空间的
利用探索。

居民学者共同为
菜市场地下空间改造献策

北京甘肃携手扶贫 一县一品惠农便民
甘肃优质农副产品走进东花市南里社区

本报讯（通讯员 刘小龙）“因本
案调查终结，区监委决定解除对你的
留置措施，请你签字！”2018 年 5 月 9
日，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的东城
区人事考试中心工作人员肖某被移
送检察院审查起诉，被解除留置的同
时，肖某又在检察院出具的刑事拘留
通知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起
涉及人员多，案情复杂，审查难度比
较大的职务犯罪案件最终能够快速
查清，得益于东城区纪委区监委与司
法部门畅通的工作衔接机制。通过
检察院的提前介入调查、参与会商，
极大地提高了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
质量和效率。

今年以来，为继续深化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工作，确保查办职务犯罪案
件工作顺畅衔接、紧密配合，区纪委
区监委与区检察院加强沟通交流，探
索建立具有本区特点的办案协作十
二项机制，协同推进工作，凝聚打击
职务犯罪合力，持续形成震慑，使东
城区进入了反腐快车道。

“十二项机制”主要包括：联系机

制；提前介入、共同会商；调查期间
的衔接、配合；受理及审查；强制措
施审查；退回补充调查和自行侦查补
证；审查终结处理；提供法庭审判所
必需的证据；证据效力审查；认罪认
罚从宽处罚建议的审查；商请指定管
辖；线索移转。

为了促使肖某案件保质高效办
理，区纪委区监委和区检察院启动了
提前介入机制，先后就该案沟通了三
次，使检察院进一步熟悉了正在调查
的案件基本情况，了解区监委已收集
的证据，并提出固定和完善证据的意
见，就取证方向和调查重点提出建
议，解决案件调查过程中证据收集、
固定、补充、完善及法律适用等问
题。从 2017 年 11 月 17 日，肖某因涉
嫌职务犯罪，被区监委采取留置措
施，到2018年5月9日移送起诉，区纪
委监委专案组共讯问被调查人 20 余
次，询问相关证人 30余人次，调取证
据 50 余份，整理涉案人员银行账目
30余份。最终查明：肖某伙同他人收
受贿赂，滥用职权违反规定将多名不

符合考试条件的考生予以审核通过，
严重破坏考试资格审核秩序等违法
事实……调查终结后，形成调查卷宗
100余卷。这一组组数据也成为区纪
委区监委依法履行职责的有力印证。

“适时启用提前介入，往往可以
促进案件查办的高效高质。通过前
期会商，不仅快速巩固调查成果，也为
检察机关依法快捕快诉奠定了基础，
保障了工作有序衔接。”区监委委员、
第五纪检监察室负责人吴京利说。

“要不断完善配套法规制度，规
范纪法贯通、法法衔接的体制机制，
建立健全依托纪检、拓展监察、衔接
司法的制度体系。同时应打破原有
思维框架，以‘高站位、新思维’推进改
革，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大背景下加
强衔接配合，建立起多环联动、相互贯
通、相互协作的体制机制，形成更加高
效的反腐败体制机制，把制度优势转
化为治理效能。力争做到区纪委区监
委与司法机关、执法部门工作无缝对
接，共创新的业绩。”区委常委、区纪
委书记、区监委主任种磊说。

东城畅通“反腐快车道”

本报讯(记者 李乐乐)近日，以
“多彩非遗、美好生活”为主题的东
城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在故宫
建福宫举办。现场，智华寺京音乐
这一源自明代宫廷音乐的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回到故宫“省
亲”，在京津冀地区非遗传承人的共
同见证下，北京京城非遗人才创新
发展联盟成立。

活动现场，故宫博物院院长单
霁翔和非遗传承人代表等一同为新
成立的“北京京城非遗人才创新发
展联盟”揭牌，并为新入选的第四批
东城区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授
牌、颁发证书。

据了解，北京京城非遗人才创
新发展联盟由东城区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指导成立，旨在打造非遗传承
与发展领域产、学、研一体化人才综
合服务平台。目前，东城区正在实
施人才引进“集贤计划”，加快建设
包括非遗老字号人才发展高地在内
的六大特色人才发展高地。该联盟
的成立正是人才高地建设的重要举
措之一，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
居之区贡献力量。

联盟由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及
研究人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开
发人才在自愿的基础上共同组成。
联盟将联络协调政府、非遗保护机
构、非遗保护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
为非遗保护工作提供服务；承担政
府、企业委托项目，组织开展非遗项
目生产性保护;组织开展非遗项目与
人才的展览展示、培训、比赛、推介、
交流、展演等；开展非遗相关资料、学
生研究成果的编辑、出版工作等。

活动还举行了景泰蓝制作技艺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钟连盛、北京玉
雕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铁成、雕
漆技艺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志
刚的收徒仪式。作为第一项服务内
容，联盟与红桥市场有限责任公司签
约，未来，该联盟将与红桥市场共建

“非遗国际窗口”宣传展示营销平台。
同时，东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项目展也在故宫神武内广场举
办，20余位非遗项目传承人亮相，现
场展示景泰蓝制作技艺、雕漆技艺、
金漆镶嵌髹饰技艺等，吸引了众多
来自世界和祖国各地的游客。

北京京城非遗人才
创新发展联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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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庄蕊）随着 7 月的
临近，东华门街道的拆违工作进入年
中冲刺阶段。近日，记者从街道城管
部门获悉，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
下，东华门街道将在 10 天内完成
4500平米的拆违任务，并于 6月底完
成验收。

6月22日，记者来到甘雨胡同31
号的拆违现场。这里是一片顶层违
建，位于汉庭酒店九层，面积约 600
平米，屋顶是岩棉彩钢板结构，墙体
则为混凝土砌块。“因为违建在屋顶，
大型机械上不来，所以我们采用手工
方式拆除。”施工队负责人告诉记者，
顶层的违建在拆除过程中要注意防

止高空坠物，不能在楼体边界堆物，
也不能超高堆物。

据了解，该违建于2015年建成后
被产权方出租给两个公司办公使用，除
了办公区还有一个几十平米的露台区，
平时员工可以在这里休息、晾晒衣服
等，而楼下就是人流密集的甘雨胡同，
一旦有东西坠落容易造成人员伤亡。

“除了甘雨胡同 31 号，我们还将
在近期拆除辖区内的多处违建，总计
4500平米，预计 6月底完成。”据街道
城管队负责人介绍，东华门地区的拆
违工作进展比较顺利，“由于前期宣
传工作到位，产权单位对国家政策比
较了解，对我们工作都比较支持，目

前违建内的人员都在撤离中。”
除了产权单位，拆违工作也得到

了物业和租赁方的支持。为了不影
响周边环境，汉庭酒店物业专门在酒
店内部腾出空间临时堆放建筑垃圾，
晚上再由渣土车运到指定地点进行
分类处理。租赁违建的两家公司则
在一周之内完成了搬家工作。“接到
通知后我们紧急寻找新的办公地点，
昨天连夜搬家，熬了整整一宿。”在拆
违现场，一家公司的法人代表聂先生
正在张罗搬家的收尾工作，“我们单
位有 3个党员，平时经常参加党组织
活动，政府要求拆除违建，提升街巷
环境，我们全力支持。”

东华门街道4500平米拆违工作获多方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