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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论场

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发现好的经
验及时吸收，做好防疫的每一个
细节，才能让各项防疫措施合情
合理又合法。

扑杀宠物犬，防疫如何合情合理又合法？ 规范“剧本杀”，需要好剧本

锐评

众议

画中话

□于怡冉

据天眼查 APP 显示，河北某公司近日

申请注册的两个“人类高质量男性”商标流

程状态均变更为“驳回通知发文”。这两个

商标分别于今年 7 月和 8 月申请注册，国际

分类涉及广告销售、服装鞋帽。值得一提

的是，“人类高质量女性”商标也被贵州某

公司申请注册，国际分类为广告销售，当前

商标状态为“等待实质审查”。（据 11月 12
日红星新闻）

“人类高质量男性”这个梗，源于爆红

网络的一段视频：今年 7 月，有人在微博发

布一则“人类高质量男性求偶人类高质量

女性”的视频。视频中，此人梳着油头、画

着白脸纸人妆，将脸对着摄像头磕磕巴巴

地介绍自己，显得紧张慌乱，语句和语气都

十分诡异。在意外走红之后，此人因油腻

的装扮和“割粉丝韭菜”的行为而迅速凉

凉。

一时间，“人类高质量男性”的说法在

网络上一炮走红，河北这家抢注“人类高质

量男性”商标的公司，可谓闻风而动、见缝

插针，不择手段蹭热度的“小心机”也暴露

无遗。事实上，恶意抢注商标之风由来已

久，每逢热点事件发生，总有人试图通过抢

注商标来谋取不正当利益。恶意抢注商标

的做法，不仅挑战了公序良俗和道义底线，

而且暴露出始作俑者的粗鄙和浅薄。

近年来，类似与法律打“擦边球”的商

标注册行为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一个

又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注册商标。这不仅

严重干扰了市场秩序，而且挑战着法律的

权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明确规定，

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

影响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以审丑

为看点的“人类高质量男性”迅速凉凉，或

许也是在于其“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

实际上，除了“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

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之外，此类抢注行

为还有一个显著特征：抢注商标者只是为

了囤积居奇，而不是为了实际使用，这本身

就是对商标注册资源的极大浪费。据笔者

了解，今年 3 月 15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

《打击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专项行动方案》，

要求集中开展打击商标恶意抢注行为专项

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依法驳回“人类高

质量男性”商标只是第一步，只有严格规范

商标注册的相关程序，敢于向恶意抢注商

标行为“亮剑”，才能彻底清除此类荒唐的

闹剧。5

□本报评论员 吕志雄

近日，据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一网民反

映，他们全家在隔离期间，留在家中的宠物狗

疑被扑杀。当地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回应说，

该网民所在小区为防疫封控区，需对居家环境

进行全面消杀。社区要求居民前往集中隔离

点时不锁门，但该住户锁了门。工作人员在当

地民警的见证下，开门消杀，但未与该网民进

行充分沟通，就对宠物狗进行无害化处理。目

前街道办已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调离

相应岗位，并责令其向当事人诚恳道歉，已取

得该网民的谅解。

当事人谅解了，但部分网民并不谅解。网

上有一些声音，指责甚至谩骂防疫工作人员，

这实在不应该。从具体情况来看，狗主人一家

全部被隔离，宠物是否染有病毒，这些工作人

员并不清楚。所以，为更安全起见，工作人员

采取果断措施也无可厚非。《吕氏春秋》上有一

段话说得好：“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

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

者，仁乎其类者也。”爱心的第一对象是人，由

人而爱及别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爱心。

当 然 ，这 并 不 是 赞 成 网 上 另 一 方 的 意

见 ——一些网民既不顾狗主人与爱狗人士的

情感，又罔顾法律，认为扑杀宠物狗理所应当，

这也走向了极端。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实在欠

妥。未与宠物主人沟通，擅自做无害化处理，

就是侵犯了别人的财产权。另外，隔离不准带

宠物的规定是否也值得商榷？隔离十多天，不

让带宠物，宠物如何生存？如果寄养别处，岂

不又增加了传染新冠病毒的风险？上海在隔

离时允许带宠物的做法得到网友一致点赞。

宠物虽然不是人，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与宠物

会产生极强的情感，更何况宠物也是一种私有

财产，善待宠物也是尊重别人，是保护他人的

财产权。

为了生命与健康，严格落实防疫措施，这

需要大家的理解、支持、配合。矛盾无处不

在，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和事，防疫措施也一

样，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对此，我们不应吹

毛求疵，更不能用过激的言论、行为影响防疫

工作的大局。但另一方面，防疫相关部门也

要注意防控疫情的科学性、精准性，最重要的

是依法防疫，要听取群众意见，发现问题及时

纠正，发现好的经验及时吸收，做好防疫的每

一个细节，才能让各项防疫措施合情合理又

合法。5

向恶意抢注商标行为“亮剑”

□毛建国

随着“剧本杀”的风靡，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沉浸于这种“社交+游戏”的体验之中。现

在，“剧本杀”已经不限于案件推理，而是发展

为玩家通过文字剧本或其他信息载体来实时

角 色 演 绎 的 游 戏 。 这 一 新 兴 市 场 的 快 速 扩

张，也伴生了入行门槛过低、审核把关缺失、

版 权 保 护 不 足 等 问 题。（据 11 月 14 日《法治
日报》）

作为新兴的社交游戏，近年来“剧本杀”的

风头不可谓不盛。据相关调查显示，2019 年中

国剧本杀行业市场规模超过百亿元，同比增长

68.0%，2020年受疫情影响市场规模依然逆势增

长，但增幅回落至 7.0%。预计今年中国剧本杀

行业市场规模将增至 170.2亿元。

“剧本杀”的走红并非毫无缘由。作为一

种社交游戏，它满足了现代人休闲娱乐、社交

互动、展现智商、体现存在等多方面的需求。

如果运作得好的话，具有线上线下双向发展的

可能，而当下正流行的“元宇宙”概念，也将为

“剧本杀”开启新的创作空间。

市场红火并不能掩盖行业乱象，有些问题

甚至还相当严重。譬如，一些不良商家为了吸

引客流，会提供一些黄色、暴力的剧本。在版

权上，剧本是消耗品，再好的剧本，有些玩家也

只玩一部分，由于生产能力和生产成本问题，

导致市场上抄袭现象严重，版权问题得不到应

有的重视。除此之外，许多“剧本杀”推理馆存

在防火、防疫等安全隐患。

顾名思义，“剧本杀”是建立在剧本基础上

的，可谓是“得剧本者得天下”。但反过来讲，

“ 剧 本 杀 ”本 身 发 展 何 尝 不 需 要 有 一 个 好 剧

本？如果纽扣不从一开始就扣好，就会产生一

系列问题，乃至尾大不掉，积重难返，危及行业

发展基础，带来灭顶之灾。比如说，在安全问

题上，无论消防安全，还是疫情防控，都不能有

丝毫大意；在版权问题上，如果长期得不到正

视，则很难吸引优质作者，难以形成内容生产

的良性循环。

作为一种新兴的娱乐形式，“剧本杀”能做

什么、不能做什么，应该优先发展什么、如何去

优先发展，尤其是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更应该

明确底线、画准红线。约束是最好的保护，规

范是最大的鼓励。就拿剧本来说，只有把版权

意识牢记于心，舍得在内容生产上投入真金白

银，才能吸引高质量作者加入，让整个行业的

发展蒸蒸日上。

总而言之，“剧本杀”的发展，也需要一个

好剧本。期待这个行业从一开始就能走对路，

更期待“剧本杀”成为内容生产的新赛场，给当

前文学创作带来无限可能。1

据新华社报道，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治化
程度达到新水平。据调查，在多地偏远农村，有不法分子以“推广医保电子凭证”为名，骗取村民重
要个人信息牟利，需要引起警惕。5 图/王鹏

□李保平 石五一

立冬后的郏县大地洋溢着奋进的
气息。省第十一次党代会胜利闭幕，
全县正向着“两个确保”阔步迈进。

在郏县产业集聚区 16.26 平方公
里的热土上，规上企业 103家，正谋划
跨越式发展，1.7万名产业工人正在建
设美好生活，欣欣向荣的土地每天在
创造着奋进的故事。

郏县县长、产业集聚区党工委书
记李红民说：“项目谋划一刻不停，今
年以来，我们共派出招商小分队 125
批次，对接项目87个，签约项目22个、
总投资 53 亿元；高质量发展日新月
异，前 9 个月，集聚区完成产值 105.5
亿元，同比增长 13.97%；固定资产投
资 38.6 亿元，同比增长 3.2%；已实现
税收2.43亿元。”

医疗器械行业培优固势

医疗器械行业一直是郏县的优势
产业，如今，整个行业纷纷发力产品创
新，科技引领，向高质量发展快速转型。

在产业集聚区立科达医疗用品科
技有限公司车间内，员工正在紧张组织
生产，“我们的产品比如冷凝消融刀、一
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肛肠吻合套扎
器、耳廓矫形器等都是国内第一家注
册，填补了国内空白，现广泛应用于神
经外科、泌尿外科、新生儿科、老年康复
科等，我们的产品在郑大一附院、省肿
瘤医院、省人民医院、北京 301医院和
湘雅医院使用量都很大，实现了让国民
以低廉价格享受国际器械品质的梦
想。”公司总经理梁春艳说。

集聚区内另一家闻名全省的龙头
企业圣光集团 2017年进入破产重整，
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推进下，企业破

产重整成功，重组后的圣光焕发出勃
勃生机，2020 年营业收入 29.3 亿元，
占全区比重22.5%。今年1—9月份实
现收入 22.95 亿元，纳税 2597.04 万
元。为郏县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壮大，
为郏县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控作
出了较大贡献。

像圣光集团、立科达公司一样，医
疗器械生产企业在郏县还有河南广德
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河南德客达卫
生用品有限公司等 17家，主要产品有
一次性高频消融电极系列、腹腔镜线
结推送缝合器、一次性止血镊、留置
针、输液器、注射器、隔离服、防护服、
口罩、棉签等医用耗材产品和口服液、

压果糖片等保健食品。产品远销美国、
德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目前从业
人员2600余人，2020年产值达33.5亿
元，占全产业集聚区比重 25.4%，营业
收入33.1亿元，实现税收1.2亿元。今
年1—9月份产值已达25.19亿元，占全
产 业 集 聚 区 比 重 23.9%，实 现 税 收
3919.85万元。

装备制造谋求腾飞

集聚区内龙头企业平顶山平煤机
煤矿机械装备有限公司是在全球煤机
装备领域都有话语权的企业。年产各

种型号液压支架 8000架，装备了全国
大型煤炭基地的 1700多个工作面，填
补了多项国内空白，创造了多项世界第
一。2020年营业收入 17.3亿元，占全
区比重 13%。2021年 1月—9月份实
现收入12.03亿元，纳税3481.78万元。

区内电气装备企业天晟电气是国
内优秀的可靠变压器服务商，公司建
设有河南省三角节能变压器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拥有实用新型专利 96项，
发明专利 32项，凭借多年在变压器行
业的积累及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为
中国电力行业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为了实现产业链式发展，天晟电气
建设了河南最大的高低压电器产业园
区项目——中原电气城，距离高铁站仅
0.8公里，距离郑尧高速不足2公里，此
园区总占地 20万平方米，车间将配备
河南最先进的智能高低压配电设备生
产线，投产后，该产业园项目年产值可
达 18亿元，解决 1500人的就业问题。
目前已经相继引进浙江博时达电气、河
南拓宇电气、河南锦钰电气、新庆电工
材料公司、河南天翼捷电气公司、河南
甲衡电气公司等近10家上下游企业。

为了实现装备制造向高端发展，
规划建设了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占
地约 238 亩，总投资 22 亿元，拟引进
12家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入驻，兼顾产
业链配套项目和企业孵化，已开工建
设，年底前具备入驻条件。

作为集聚区的一个主导产业，装

备制造共有装备制造企业 57家，其中
规上企业41家，2020年营业收入68.1
亿元，占全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比重
49.5%，税收收入7438万元，占全区税
收的19.2%。

今年以来，为确保集聚区高质量
发展，郏县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一号
工程”、头等大事，坚持大员上前，县
委、县政府建立了由县级领导为链长、
相关单位统筹推进的重点产业链工作
机制。1—9月份，签约入驻亿元以上
项目 22个，总投资 38.59 亿元。其中
中外合资企业 2家，台资企业一家，中
加合资河南晟仕博新材料公司已建成
投产，引进落地总部经济5家。

郏县县委书记王景育说，全省开
发区高质量发展大会刚刚召开，省委
对全省开发区给予厚望，郏县县委、县
政府将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强化“工
业为先”，抓住“招商引资”，全力“优化
环境”，以全新业绩再造产业新城。

郏县集聚区：砥砺奋进再创新业绩

揭牌仪式

电气产业园

“咱们村今年新建改造 6 个供
电台区，老旧低压线路也都换了，供
电能力大幅提升！”11月 8日，国网
延津县供电公司组织人员在胙城乡
东辛庄村开展农网改造工程，向围
观村民介绍。

2021年，延津供电配电网建设
工程拟投资 6976.2 万元，其中包含
投资约 1767万元的 14项民生实事
电网工程，民生实事电网工程将新
建改造配变台区38个，新建10千伏
线路 18.14千米，新建 0.4千伏线路
50.31千米。12月底整体工程全部

投运后，116 个村庄配网主干线路
“强筋壮骨”，支线线路“深入末梢”，
设备隐患“连根拔除”。

为切实做好电网民生实事，该
公司全力打造高质量工程建设标
准，践行“两全三必须”工程建设理
念，积极构建配网工程精益化管理
体系，制定了领导包片责任制，部署
专业部门分工协作，严把设计质量
关、物资验收关、施工工艺关、竣工
验收关，确保施工质量全过程管控，
确保设备零缺陷入网，工程建设高
质量交付。 （申红波 陈云东）

11 月 2日，从中国水利电力质
量管理协会传来喜讯，卫辉市供电
公司选送的 QC 成果《研制表箱剩
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安装转换底座》
荣获该协会 2021 年电力行业质量
管理小组活动成果交流三等奖。

本次交流活动，卫辉市供电公
司奋进 QC 小组从全国 1000 多支
战队中脱颖而出，以扎实的研究成
果、清晰的逻辑结构和生动的过程
展示，赢得了全场评委的一致好
评。本次获奖 QC 成果《研制表箱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安装转换底
座》紧贴工作实际，通过优化剩余电

流动作保护器安装转换底座，不仅
提高了操作进度，也大大节省了配
电抢修进度，有效地提高了企业供
电服务质量。

近年来，卫辉市供电公司把提
升能力素质、鼓励创新创效作为加
快员工成长成才的重要途径，围绕
安全生产、优质服务为主题开展创
新创效、技术比武等专项活动，进
一步激发员工学习、探索、创新的
积极性与主动性，充分发挥科技创
新引领作用，推动公司发展再上新
台阶。

（王若瑄 张琳）

“李经理你好，最近公司用电方
面有啥需求没？”11月 8日，原阳县
供电公司焦裕禄共产党员服务队，
走进原阳县产业聚集区河南省熙康
食品有限公司送服务时，一箱箱土
豆粉、面筋泡等食品加工产品，正等
待运送到郑州、新乡的“姐弟俩”土
豆粉连锁餐饮店。

“别一来就忙活，先看看我们舌
尖上的美味……”该公司负责人李
铭看到服务队员们，赶紧热情地迎
了上去，“我们的生产离不开咱供电
公司的贴心服务，感谢你们！”

针对近期入冬气温“断崖式”下
降，原阳县供电公司坚持以客户为
中心，组织焦裕禄共产党员服务队
主动上门进行走访。重点围绕电网
迎峰度冬方面与企业负责人进行交
谈，征求意见，掌握企业用电需求。
该公司从企业生产经营实际需求出
发，在深入分析每月用电量及用电
负荷的基础上，提供个性化服务，保
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此外，还积
极开展安全用电宣传，向企业发放
安全用电宣传单，用心当好企业的
贴心“电保姆”。 （郭昆 董鹏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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