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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记者搜索国家知识产权
局官网，2017年1月9日该局发布了
上述专利申请的《视为撤回通知书》。

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显示，撤
回的专利申请号为201510971234.5，
案件状态为“逾期视撤，等恢复”，发
明人为沈啸、韩春雨，代理机构是杭
州求是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第一
代理人为郑海峰。

该专利申请于 2015 年 12 月 21

提出，同年 12 月 23 日获受理；2016
年2月，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发布
该专利的《发明专利申请初步审查
合格通知书》；4月，该专利进入实质
审查阶段。

2016年5月2日，韩春雨和沈啸
等人针对以 Argonaute 核酸酶为核
心的基因编辑技术在《自然-生物技
术》发表论文，并申请了发明专利，
但是，因为该实验无法被大量国内
外学者重复，引发争议。

2016年6月6日，国家知识产权
局专利局发布《第一次审查意见通
知书》，通知书指出，审查员认为申

请人应当在意见陈述书中论述其专
利申请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理由，
并对通知书正文部分中指出的不符
合规定之处进行修改，否则将不能
授予专利权。

1月9日发布的专利申请的《视
为撤回通知书》称，由浙江大学和河
北科技大学提出的“以Argonaute核
酸酶为核心的基因编辑技术”专利申
请，因申请人未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16年6月6日发出的第一次审查意
见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答复，根据专
利法第37条的规定，该申请被视为
撤回。

据央行上海总部和央行北京营
业管理部消息，11 日，央行检查组
先后进驻“比特币中国”、“火币网”、

“币行”等比特币、莱特币交易平台，
就交易平台执行外汇管理等情况开
展现场检查。

疯狂的比特币终于成为金融
主管部门的执法检查目标。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互联网金
融风险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
相关部署和精神以及相关法律法
规，北京和上海两地的金融主管部
门组成联合检查组，进驻多家比特
币交易平台。

联合检查组重点检查比特币中
国是否超范围经营，是否未经许可
或无牌照开展信贷、支付、汇兑等相
关业务；是否有涉市场操纵行为；反
洗钱制度落实情况；资金安全隐患
等。

据接近检查组的人士表示，本
次检查是在1月6日监管部门约见
包括“火币网”、“币行”以及“比特币
中国”在内的三家比特币交易平台
负责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排查
交易平台在执行外汇管理、反洗钱
等相关金融法律法规、交易场所管
理相关规定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风
险，督导交易平台依法合规经营，加
强风险防范。

央行现场检查的消息发布之
后，火币网比特币价格出现了短线
跳水，一度从6400元滑至5100元。

市场正在密切观察行情变化。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提前知道消
息的人已经提前清仓了。”深圳一家
比特币公司高管告诉记者，从监管
层释放的信号看，“这是要规范市场
的信号，严查很可能要把杠杆降下
去”。 （北京青年报、央视新闻）

李佩教授被学生公认为博学、
爱心、美丽与优雅的象征，深受几
代科学家与学生的尊重。

曾有人这样描述李佩：“李先
生承庭家训，学兼中西，是科学院
里很难得的一个美国通，她日日奔
波于中关村和林学院间；应接国外
知名学者，安抚外籍英文教师，有
尊严而无傲气；对同学们亦从无疾
言厉色，那清逸的身影中有着一颗
慈母般的心，是院里最有威望的人

物之一。”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语

言学系主任罗素·坎贝尔评价李佩
的教学思路时指出：“你这是目的
性很强的定向培养，不是一般的语
言学，可以叫做‘应用语言学’。”有
了这一评价，1989 年，美国一家语
言教学研究杂志特意刊登出一篇
文章，引用罗素·坎贝尔的话称李
佩 为“ 中 国 应 用 语 言 学 之 母 ”。

（法制晚报）

美国联邦检察官10日宣布，中
国“红色通缉令”三号人物、贪官乔
建军的前妻赵世兰本月9日承认为
了携赃款潜逃美国而欺骗美方移民
官员，其在美多处房地产将没收充
公，估计总价值2800万美元。

大部分房产地产
都是用公款买的

《洛杉矶时报》11 日援引赵世
兰与检方达成的认罪协议报道，将
被没收的房产是在华盛顿州纽卡斯
尔市的一座住宅，在纽约市皇后区
法拉盛的一处公寓，在加利福尼亚
州蒙特雷帕克市的 4 处地产，包括
一家超市、一家小客栈、一栋公寓楼
及其旁边的一块空地。检方证实，已
知其中大部分房产、地产是用乔建
军贪污的公款购买。

检方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房
地产以及赵世兰缴纳的2.5万美元
保释金可以用于支付赔偿金或法官
最终裁定的罚款。根据美国联邦调
查人员的调查，乔建军和赵世兰潜
逃时向美国的银行转移了大约400
万美元赃款。

提交了假的结婚证
和投资款来源证明

法庭文件显示，赵世兰现年53
岁，纽卡斯尔市居民，在申请EB—5
投资移民签证时谎称与同为53岁的
原中储粮周口直属仓库主任乔建军
是夫妻关系。这一签证项目允许以
对美国企业投资50万美元或100万
美元换取本人及其家庭成员赴美。

而赵世兰与乔建军早在 2001
年就在中国登记离婚。检方声明说，
赵世兰向移民部门提交了乔建军伪
造或获取的证件，包括假的结婚证
和证明投资款来源的文件。

法庭文件还显示，赵世兰向美
方移民官员撒谎，掩盖所谓投资款
的真实来源，声称这笔钱来自她在
两家中国企业所持股份。实际上，她
根本没有在乔建军在河南省周口市

“开办”的两家面粉厂投资，这两家
企业也是假的。

美国《侨报》网站10日报道，赵
世兰向美国移民部门谎称向美国企
业投资 50 完美元，而这些所谓的

“投资”不过是购买了西雅图市附近
纽卡斯尔的那处住宅。

赵世兰刑满后
或被遣返中国

检方2015年3月对乔建军和赵
世兰提出正式起诉时，罪名包括洗
钱和移民欺诈。赵世兰同月被捕，拒
绝认罪，但为了避免重刑，最终选择
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

赵世兰 9 日在律师柯克·戴维
斯陪同下来到位于洛杉矶市的加利
福尼亚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向法
官认罪，法官接受了赵世兰与检方
上月21日达成的认罪协议。

《侨报》说，根据这份协议，赵世
兰承认犯有共谋实施移民欺诈罪，
检方则把洗钱罪改为跨州跨国转移
被盗资金罪，而洗钱罪可判处25年
监禁。这意味着，赵世兰将面临最高
5年监禁和3年狱外监管，由于她没
有加入美国国籍，刑满后可能被遣
返中国。赵世兰向法官斯蒂芬·威尔
逊表示，了解刑满后可能被遣返回
国的风险。威尔逊说，法庭定于今年
11月6日就赵世兰案宣判。

乔建军和赵世兰被起诉，是美
国在中国宣布“猎狐”行动后首次起
诉中国外逃贪官。

美国检方说，中国最高人民检察
院和公安部为美方调查提供了协助。

乔建军眼下依然在逃。据新华社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2 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高度肯定和
赞赏尼日利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陆慷表示，近日，尼日利亚政府
就台湾地区驻尼机构存在的违背一
个中国原则问题作出政治决断，并
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严令台湾地
区驻尼机构摘牌更名、迁出首都、削
权减人，并禁止尼政府官员和机构
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往来，彻底解
决了这一影响中尼政治互信的历史
遗留问题，排除了干扰两国关系健
康发展的政治障碍。

陆慷介绍，在中尼两国外长11
日签署的联合声明中，尼政府重申
一个中国政策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
的核心，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
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确承诺将不
会同台湾地区发生任何官方关系，

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并强调支持
中国为维护国家统一所作的一切努
力。

“中方高度肯定和赞赏尼方坚
持一个中国原则。这也再次证明，坚
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
所趋。”陆慷说。

有记者问：有评论称，这是继中
国同圣普复交后大陆打压台湾“国
际空间”的又一举措。是这样的吗？

陆慷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尼
日利亚等国基于一个中国原则作出
了正确的政治决断，为增进中国同
有关国家政治互信、互利合作和人
民福祉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开
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这符合有关国家人民的根本
利益，也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
原则，更符合国际社会早已形成的
一个中国共识和世界大势。”他说。

据新华社

因为摆气球射击摊而一审获
刑的天津大妈赵春华，也许要在看
守所度过 2017 年的春节了。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赵春华代理律师
徐昕处获悉，在为赵春华提交了取
保候审申请后，他接到了主审法官
的电话，法院口头答复，不同意取
保候审。

徐昕告诉成都商报记者，除了此
前递交取保候审申请外，他和赵春华
的另一位代理律师斯伟江，前日已向
天津第一中级法院寄出了律师对于
二审的主要辩护一间，并申请赵春华
案中多名警察及鉴定人出庭。

在此前提交的取保候审申请书

上，徐昕曾提出，赵春华没有犯罪的
主观故意，不知道玩具是枪支，也不
知道摆气球射击摊涉嫌犯罪，仅仅
是把气枪射击游戏当成娱乐活动，
缺乏犯罪故意。此外，赵春华摆摊谋
生，并没有造成任何人身、财产方面
的损害，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再加
上身体不好，对赵春华取保候审也
没有任何社会危险性。

昨日下午，徐昕接到了主办案
件法官的电话，表示不同意对赵春
华取保候审。徐昕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律师将再次提交取保候审申请，
希望尽快给赵春华予以取保候审。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赵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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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最美的玫瑰”

方舟子等人就此事评论称，“他
们是不是……觉得已经被揭露是假
的了，有专利也没用了？”

该专利代理人、杭州求是专利
事务所有限公司郑海峰也公开表
示，他收到了此份通知书。他还表
示，据他与专利发明人的交流，这一
决定是作为申请人的浙江大学和河
北科技大学，还有主要发明人韩春
雨和沈啸共同做出的。

韩春雨回应称，“有的人整个胡
说八道”，之前一版的专利保护不够
全面，写的不够好，现在有一版加强
版，会覆盖被撤回的这一个专利，

“具体的情况我不方便细说。”
一位代理人说，河北科技大学

有他们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策
略，虽然暂没有官方公布撤回原因，
但他认为应该是正常的过程。

昨晚，韩春雨向成都商报记者提
供了由河北科技大学宣传部官方提
供的一份声明，指出，已经聘请了国
际一流专利代理机构来进行专利保
护的全球化布局。从知识产权保护策
略的角度，他们选择采取国际专利向
中国递交的方式来保护中国国内专
利。该声明称，第一个专利的 PCT
（注：专利合作条约）文本已于2016年
提交，并已包括原申请的中国专利内
容。这份声明的署名为韩春雨、沈啸。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王毅

近日，方舟子等学术
“打假”人士发布了“河北
科技大学生物科学与工
程学院生命科学系副教
授韩春雨与浙江大学基
础医学院研究员沈啸作
为发明人的专利申请‘以
Argonaute 核酸酶为核
心的基因编辑技术’被撤
回”的消息。

成都商报记者在国家
知识产权局官网查询，证
实了这一消息。

12日，韩春雨独家告
诉成都商报记者，因为头
一版本的专利保护不够全
面，写的不够好，现在有一
版加强版，将会把之前的
撤掉。

昨天上午，中科院官方微博@中科院之声 发
布消息，昨日凌晨1点26分56秒，我国著名语言学
家、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李佩（上图）在京去世，享年
99岁。

李佩先生是“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遗孀，她
曾和李政道一起帮助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
门，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她就自己出题，李政
道在美国选录学生。

李佩在英语教学改革方面成果丰硕，并被外国
教授称作“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她一生都是时
间的敌人。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
课。晚年的她用10多年，开设了600多场比央视“百
家讲坛”还早、还高规格的“中关村大讲坛”。

没人数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学家有多少是李佩
的学生。甚至在学术圈里流传一个说法：从外地给她
带东西，只要说是送给“中关村的李佩先生”，她就能
收到了。她的“邮差”之多，级别之高，令人惊叹。

李佩教授1918年出生于北平，
她曾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

“中关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
等，曾长期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教授。

李佩中学就读于美国教会学校
贝满女子中学，1937年考入北京大
学经济学系，1938年至1941年在昆
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习，曾任西
南联大学生会副主席。1956 年 10
月，郭永怀带着妻子李佩和女儿历
经周折从美国回到了祖国，后来，李
佩曾在中科院行政管理局西郊办公
室任副主任。

快60岁时，李佩筹建了中国科
学院研究生院（后更名为“中国科学
院大学”）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

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
81岁那年，李佩创办中关村大

讲坛，从 1998 年到 2011 年，总共办
了 600 多场。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
各个领域的“名角儿”，黄祖洽、杨
乐、资中筠、厉以宁、饶毅等名家，都
登过这个大讲坛。而且，这些“大人
物”来讲课全都是免费的。94 岁那
年，李佩先生实在“忙不动”了，才关
闭了大型论坛。

在李佩90多岁的时候，她还组
织了20多位专家，把钱学森在美国
20年做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翻
译成中文，出版《钱学森文集（中文
版）》。对外人，李佩先生常常讲钱学
森，却很少提郭永怀，旁人说李先生
太“大度”了。

中国科学院网站显示，李佩曾于
1987年获中国科学院“三八”红旗手
称号，1988年获中国科学院“老有所
为精英奖”，1992年获中央国家机关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7年获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突出贡献荣誉奖”和

“中国科学院教书育人特别贡献奖”。
李佩教授一生获得荣誉众多，但

她的生活却特别质朴。
2003年，中国科大45周年校庆

时，李佩教授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

央军委追授给郭永怀先生的纯金质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捐赠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校史馆永久珍藏。2007年生
活俭朴的李佩教授将个人的全部积
蓄分别赠与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和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郭永怀奖学金。4
月27日，力学所隆重举行了李佩教
授捐赠仪式。6月5日，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五十周年校庆筹备组宣布，89岁
高龄的李佩教授向中国科大郭永怀
奖学金捐款30万元人民币。

告别语言学家李佩教授去世语言学家李佩教授去世
为为““两弹一星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遗孀元勋郭永怀遗孀
是博学是博学、、爱心爱心、、美丽美丽、、优雅的象征优雅的象征

上世纪50年代回国 曾办中关村大讲坛

荣誉 一生获无数赞誉 积蓄捐给奖学金

评价 博学爱心美丽优雅“院里最有威望的人”

韩春雨：
现在有一版加强版

被撤回：
专利逾期未答复

韩春雨在他的实验室里 资料图片

“红通”三号人物乔建军的前妻赵世兰
图据新华国际

韩春雨基因编辑专利申请
“视为撤回”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发布《视为撤回通知书》韩春雨接受采访作出回应

韩春雨和沈啸等人针对以Argonaute核酸酶为核心的基因编辑技术在《自然-生物技术》发表论文，并申请了发明专利。
但是，因为该实验无法被大量国内外学者重复，引发争议。

20162016年年55月月22日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发布《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通知书指出，审查员认为申请人应当在意见陈述书中论述其专
利申请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理由，并对指出的不符合规定之处进行修改，否则将不能授予专利权。

20162016年年66月月66日日

《视为撤回通知书》称，因申请人未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16年6月6日发出的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
答复，根据专利法第37条的规定，该申请被视为撤回。

今年今年11月月99日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