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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机动车
专属加油二维码诞生

“麻烦你，加个油！”6月7日下午，
开着自己的残疾人专用机动轮椅车，
居住在成都龙泉驿区的李德友，在位
于龙泉龙都北路的加油站成功加油，
加油站距离他家不到2公里。

因为肢体残疾，李德友为了代步需
要骑行专属的机动轮椅车。对于小半个
月就需要加一次油的残疾人专用机动
轮椅车来说，加油是一件麻烦事——即
使李德友携带《残疾证》、身份证再三解
释，也不一定能加上油，“因为这种残疾
人专用的机动轮椅车无牌，很多加油站
工作人员就不会给加油，甚至我打过
110找来警察才加成油。”

“我们陆续接到很多残疾人朋友
反映，说残疾人专属机动轮椅车加油
难，经过和相关部门多次沟通，初步商
讨出解决办法。”成都龙泉驿区残疾人
联合会就业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刚聪透
露，今年4月推出针对全市肢体残疾人
加油的专属二维码，在全市多个加油
站自由选择加油。

“从本周一开始，二维码陆续发
放。二维码一式两份，一份贴在残疾人
的车身上，一份贴在残疾人所持的《残
疾证》上，二维码下方还会有对应的编
号。”刘刚聪表示，两个二维码编号一
致，加油站工作人员通过扫描二维码
可以查询到该残疾人持有的《残疾证》
编号。

昨天李德友开车去加油，加油站
工作人员扫描其车身及《残疾证》上的
二维码，确认与李德友所持《残疾证》
的编号对应，即给予加油。从查验残疾
人证二维码，到最后加油，用时不超过
10分钟。

成都商报记者还从成都市残疾人
联合会相关人员处了解到，这项针对
肢体残疾人的惠民加油措施陆续在全
市展开，届时残疾人只需凭借加油二
维码就可以加油。目前第一批次、第二
批次二维码已经发放，仅龙泉驿区就
有198位肢体残疾人获得二维码，可以
在龙泉驿区16个加油站加油。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为强力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战，严厉惩处环境违法行为，近年来彭
州环保局与公安局密切协作，建立联
动执法常态化机制，形成打击环境违
法行为的合力。

5月7日，彭州环保局执法人员与公
安民警共同前往彭州市隆丰镇，对该镇
富豪家具厂和彭州市双恒家私有限责
任公司两家存在环境违法的企业进行
了查处，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
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依法将企
业相关人员移送至公安机关。

3月26日晚接人民网投诉后，环境
监察执法大队会同公安局环侦大队对
上述两家家具厂进行联合检查，发现两
家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均未经
活性炭吸附处理直接排入环境。3月30
日，执法人员向两家企业送达《责令改
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企业立即停
止违法行为，对喷漆过程中产生的废气
进行有效处理，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两家企业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二款

“禁止通过偷排、篡改或者伪造监测数
据、以逃避现场检查为目的的临时停
产、非紧急情况下开启应急排放通道、
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
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之规定，
均被处以罚款人民币10万元。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环境违法 曝光台

废气直接排放
彭州两家具厂被严惩

记者获悉，于6月5日开始网上登
记的天府新区奥园公园府邸楼盘，昨
晚6点已截止报名。该小区预售房源数
464套，其中棚改47套、刚需251套。至
登记截止，棚改登记人数0、刚需登记
人数119、普通登记人数163，登记人数
总计282人。

也就是说，这一新开盘小区的登
记人数仅占房源数约60%，中签率可
达100%。

位于剑南大道南段的奥园公园
府邸，并不是近期成都首个可达到
100%中签率的楼盘。记者了解到，

“5.15”限购加码后，成都楼市摇号命
中率迅速上升。例如中海锦江城，供
应房源1866套，最终交资料人数1550
人；第五城公园九里，报名人数700
人，房源数705套。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刘
璐分析，摇号中签率大幅提升，除了新
政之外，也缘于政府持续加大住宅的
供应放量，房源供应充足。成都房地产
市场正在逐渐向买方市场倾斜，购房
者可以从容地选房。

成都某知名房产公众号创始人吴
思竹也表示，成都的局部楼盘供需从
供不应求到供大于求，这一现象，说明
了成都的房地产市场供需正在发生逆
转，对于市场的长期平稳健康发展而
言，无疑是利好。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预售房源464套、登记人数282人
成都又现100%中签楼盘

近年来市面上出现了许多方便
学生整理错题的笔记本，成都一家
公司认为生产错题本的同行侵犯了
其著作权，诉至法院索赔20万元。

此案经两级法院审理，判决结
果迥异：一审法院认定构成侵权，二
审法院则认定不构成著作权侵权。

事件/
“错题本”引发著作权之争

近年来在市面上出现了多种
错题本，成都瑞铭宝文化用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瑞铭宝”）生产的
错题本就属于其中之一。2013~2016
年，经瑞铭宝申请，国家版权局对
其名称为“错题本”的作品先后三
次进行了登记。瑞铭宝据此认为，
该公司的“错题本”依法应受著作

权法保护，而市面上湖北双佳纸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佳”）生产
的一款“纠错本”内页编排与之类
似，侵犯了其著作权。瑞铭宝将双
佳告上法庭，请求判令被告赔偿经
济损失20万元。

而被告双佳认为瑞铭宝所主
张的著作权权利不成立。双佳出
示了从上海图书馆调取的文献资
料（发表时间早于瑞铭宝作品登
记日期），材料说明了错题集的制
作方法及主要构成要素，这些构
成要素与瑞铭宝公司错题本内页
完全一致。此外，错题本早在2005
年前就已经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学
习工具和学习方法，且其功能相
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明确的
限定，是常识。

判决/
一审：构成侵权判赔15万
二审：独创性不高，不构成侵权

一审法院成都中院经审理认
为，案涉作品“错题本”作品具有“找
出学生学习过程会遇到的问题，找
出解决办法”的设计理念，具有独创
性，属于著作权法所称作品。将被诉
侵权商品“纠错本”与涉案作品“错
题本”对比，两者内页排版格式完全
相同，内容除局部差异外基本相同。
据此法院指出，双佳侵犯了瑞铭宝
享有的著作权之复制权、发行权，一
审判决双佳承担15万元经济损失。

双佳公司对判决结果不服，提
起上诉。2017年12月25日，本案二审
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二审法

院认为，瑞铭宝对“错题本”进行了功
能性的表达及相应编排，属于劳动成
果，但独创性不高，不是著作权法规
定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因此不具有
著作权，不具有法律保护的必要性。
据此法院认为不构成侵权，撤销一审
判决并驳回瑞铭宝全部诉讼请求。

律/师/说/法
进行了著作权登记
未必代表取得著作权

四川方策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刚
指出，著作权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
著作权登记证书不是著作权权利凭
证，仅仅是备案登记证书。著作权的
取得与著作权登记没有关系，作品
一旦完成就取得了著作权，而著作

权登记的意义相当于一种宣誓，如
果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进行登记的
人不拥有著作权，那么著作权登记
完全有可能被推翻，不能认为进行
了登记就拥有了著作权。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徐
秉晖告诉记者，即使进行了著作权
登记，也不一定就能据此认定是著
作权意义上的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
护，因为在著作权进行登记时不会
对作品进行实质审查，仅仅进行形
式上的审查，如手续、材料是否齐全
等。判断其是否是“作品”，关键在于
是否有一定独创性的表达，而这需
要经过司法判断。那著作权登记有
何用？徐秉晖介绍，著作权登记可以
在发生纠纷时作为初步证据使用。

成都商报记者 祝浩杰

成都公司将同行告上法庭索赔20万
一审法院认定构成侵权，二审法院认定不构成著作权侵权

““错题本错题本””的错的错？？

近日，在刚刚结束的清华大学信息体验营活动中，
成都外国语学校（以下简称“成外”）初三学生凭借优异
的成绩，获得清华大学高考加60分录取的优惠，被清华
提前锁定。据悉，这也是成外首例初中生签约清华。

记者从校方获悉，因综合成绩优异、竞赛特长突出，
该男生已获得学校特批，将直升学校高中竞赛班，并享
受高中全额奖学金。

成都初三娃娃
高考享60分加分

清华提前锁定他

上阵父子兵上阵父子兵
儿在考场儿在考场，，父在父在““烤场烤场””

“老爸放心，不会让你失望的，我
在里面经受考验，你在外面经受‘烤
验’，相信我！”

7日上午，江油中学考点，一对特
殊的父子，紧紧相拥在一起。父亲戴
涛，是江油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
长，也是此次江油辖区整个高考期间
路面保畅工作的负责人。儿子戴子靖，
是江油一中2015级10班的考生。当日
上午，接送考生的公交车在交警引导
下全部安全按时到达考场，此时戴子
靖看见了正在指挥的戴涛，他立刻上
前抱住了父亲，两人相拥欢笑。

作为警察，戴涛已为高考学子值
守了近20个夏季。谈起儿子，他的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儿子成绩一直在全
年级名列前茅，由于工作原因，他不
能腾出更多时间陪伴儿子成长。儿子
戴子靖从不理解父亲的工作到支持
父亲的工作，用了将近10年的光阴。
戴涛希望在今天的考试中，儿子能够
正常发挥，高榜得中。

打不到车交警护送打不到车交警护送
考生下车后送上大大拥抱考生下车后送上大大拥抱

7日上午8点30分，达州市城区达
高中考点。一名考生从警摩上下来，
在进入考场前，她给了护送交警张允
一个大大的拥抱。

据张允介绍，这名女学生住在达
城西外，一直拦不到出租车，焦急万
分之下求助于交警，达州交警直属一
大队安排他驾驶摩托车将考生送到
考点。许雯 樊英 李春雨 陈兴隆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张杨
摄影记者 刘海韵

达州考生拥抱护送的交警

联系上温铠瑞时，他刚结
束白天的军训。谈及自己获得
清华大学高考加60分录取的优
惠，这个年仅15岁的少年显得
很沉稳，他表示，这些成绩只是
暂时的荣誉，自己将继续努力，
争取进入信息学奥赛国家集训
队出征国际信息学奥赛。

记者了解到，从五年级开
始接触编程，到初一系统学习
信息竞赛相关内容，温铠瑞仅
用3年时间就被清华锁定。比起
老师和同学们所称呼的“天
才”，他觉得聪明只是一部分，
更重要的还是勤奋。

温铠瑞告诉记者，刚到成
外时成绩并不理想，“有些不适
应，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追赶，

一点点地进步。”如何在短时间
内提高学习成绩？温铠瑞认为，
提高学习效率是争取更多时间
来学习的重要途径，为此他总
结了自己的一套学习方法：上
课安心听讲，认真做笔记；课间
不急于合上书本，而是将上一
节课的内容温习一遍；等到晚
自习时，则是先对全天的学习
进行归纳和总结后，再进行全
面的温习。“我的时间比较紧，
但无论如何我还是会在下一节
课上课前，对所学的内容进行
预习，以便提高学习效率。”

温铠瑞喜欢阅读，历史和
科普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最
近我在看《明朝那些事儿》，都
是看第二遍了。”温铠瑞说。

在班主任杨红玲眼里，温铠
瑞是一个对自己有高要求，积极
向上，且十分自律的学生。“在学
校的第一次考试，他排名年级
600多名，可以说一来就被打懵
了。”杨红玲回忆，温铠瑞还曾为
此大哭，不过很快他就调整了状
态，并定下了下一次考试要进年
级前111名的目标。之所以是111
名，据温铠瑞介绍，这是英文字
母“A”排第1、“K”排第11的组
合，而“AK”在信息学用语中意
为“获得满分”。

杨红玲介绍，通过自身的努
力和超强的适应力，温铠瑞的学
习很快就跟了上来，“每一次大
考我们都能看到他巨大的进步，
到现在，温铠瑞已经稳居年级前
60名，能够拿到一等奖学金，并
且已经确定直升成外高中。”

温铠瑞的数学、物理、化学
等成绩都很拔尖，英语也进入
了优生行业。杨红玲笑着说：

“刚来班上，我介绍新同学时，
还跟大家说在英语上要多帮助
一下他，结果现在很多同学都
在笑我，说我看走了眼，如今英
语也是温铠瑞在帮助其他同学
了。”说到学习的诀窍，杨红玲
认为，温铠瑞良好的学习习惯
和端正的学习态度，是他取得
如此成绩的坚实保障。学习时，
温铠瑞十分专注，常常很快就
能进入学习状态。“比如背英

语，很多同学两个小时才能背
下来的文章，他基本上半个小
时就会背了，效率很高。”

“这个娃儿相当聪明，拥有
天赋和勤奋两种特质。”提及爱
将，成外信息竞赛教练张柯的话
语中满是赞许。与温铠瑞相处的
日子里，“不服输”、“聪明”、“勤
奋”便是他对这名少年的印象。

张柯介绍，学校在2015年
成立了学生特长发展中心，主
要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信
息学、生物五大学科竞赛，温铠
瑞很有天赋，成了发展中心的
首届学生。“从优生选出精英学
生，这样的竞争并不轻松，就目
前来看，我们还是对温铠瑞充
满了期待，希望他在竞赛的路
上越走越远，取得更多的好成
绩。”成都商报记者 许雯 张瑾

图据成都外国语学校

初中就被清华提前锁定初中就被清华提前锁定，，这个这个
娃娃到底有多牛娃娃到底有多牛？？

签约清华
五年级开始接触编程
三年信息学系统学习

初中就被清华大学锁定初中就被清华大学锁定，，
温铠瑞在成外尚属首例温铠瑞在成外尚属首例。。

老师眼里的他
良好的学习习惯
端正的学习态度

穿旗袍着红衣穿旗袍着红衣 送考老师也拼了送考老师也拼了

早上8点，树德中学宁夏街校
区考点外就开始有考生陆续进入
考场，而送考的家长们也抱着望
子成龙的期待，用各种方式将祝
福送给孩子们。

考场外，一朵朵向日葵分外
抢眼。树德中学高三（1）班近百名
家长统一着装，爸爸们全部身穿

印着“树德加油 英才必胜”的红
色T恤，妈妈们除了身穿旗袍，还
集体手持向日葵，大声为考生加
油打气。家长李阿姨告诉记者，这
是家长们早就计划好的，“举向日
葵是寓意一举夺魁，穿旗袍是希
望旗开得胜，我们都希望孩子们
能考出好成绩。”

手举向日葵手举向日葵 儿女必能儿女必能““一举夺魁一举夺魁””

送考

娃娃人生中重要的一次转折娃娃人生中重要的一次转折 我们不能缺席我们不能缺席 陪伴

拥抱

温铠瑞

早上9点，语文正式开考，成都
七中林荫校区考点外，家长扎堆摆
着龙门阵打发时间。其中一对夫妻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两人在确定孩
子进入考场后，才掏出面包享用早
餐。据李先生介绍，由于家里距离
考点有20余里，头一天他们就带着
孩子在附近的宾馆落脚。

没有上前与其他家长讨论高

考，两人默默靠墙休息。听完现场
家长谈论孩子以后的专业选择和
就业方向，一旁有些沉默的妻子
说：“孩子有自己的主见，我们都
尊重。”李先生则表示，高考是孩
子人生中重要的一次转折，两天
的考试都将与妻子陪伴在考场
外，“我们没有太多的想法，就是
想陪着孩子就好。”

高考如战场，拼搏的可不只
有学生哦。昨日，玉垒中学的送考
老师们，女老师穿红色旗袍，男老
师穿红色衣服，一起送学生进入
考场。看到老师们突然穿着别样
的服装出现在考场外，同学们纷
纷表示太惊喜了！

该校周老师说，老师们穿旗
袍，象征旗开得胜；穿红衣，象征开
门红。高考前，经过集体商量，他们
决定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来缓解孩
子们的紧张心情，为他们送上特别
的祝福。“这样特别的祝福方式，也
受到了众多家长与学生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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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穿旗袍为孩子祝福

家长手举向日葵为考生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