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窨井盖是城市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它

们却状况百出。“城市看海”、井盖“吃人、吃车”事件

屡屡发生，使窨井盖成了人们担忧的城市“黑洞”。

公众出行安全如何保障？不久前，最高法院、最

高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

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及典型案例，明确盗窃、破坏

窨井盖行为可依法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

处罚，通过法律手段减少窨井伤人事件的发生。

从智慧“上云”到法治“兜底”，窨井盖这一关乎

群众脚下安全的城市细节，折射出城市治理哪些问

题？关注城市细节，还需做些什么？

智慧井盖助力治理“城市病”

我国城镇化已进入关键发展阶段。然而，快速的

城镇化进程也引发了一些经济社会问题。人口拥挤、

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呈高发态势。其中，

小小窨井盖引发的“城市故障”，也牵动着公众的心。

窨井盖相当于城市地下空间的“守门人”。近

几年，全国范围内因井盖缺失导致伤人、损车的事

件时有发生，其中不乏一些儿童、老人、孕妇“受害

者”。“守门人”的擅离职守，严重威胁到公众的生命

安全。2017 年—2019 年期间，仅媒体报道的窨井

“吃人、伤人”事件就有 70余件。

本该是生命防线的窨井盖，为何频频“吃人、伤

人”？“窨井盖事件，折射出我国传统城市管理方式

过于粗放，城市治理理念亟待变革，城市治理法治

化保障还有待进一步增强，城市治理体系与能力现

代化步伐有待进一步加快。”福建工程学院管理学

院副教授王小增说。

近年来，不少地方的路面上出现了智慧井盖，

这能否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现在这一问题在福州极少出现，因为福州的

井盖正在全面智能化。”福建三鑫隆信息技术公司

董事长张木成说，目前福州市政工程大概有 10 万

个雨水/污水井盖，其中近 6 万个井盖安装智能电

子标签，类似于身份证。

“其中，市政工程单位还在重点区域、敏感地段

安装了 800多个智能井盖，不仅能第一时间发现丢

失等异常情况，还可以监控地下管网水位，及时发

出汛情警报。”张木成说，同时，为了防止丢失，井盖

的第二层还安装智能锁将井口锁住，非授权人员无

法打开，能有效防止井盖掉落。

目前，我国多省市都在试点推行窨井盖智慧化

管理，如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重庆等城市都在一

定区域范围内安装了智慧井盖。“据媒体报道，在北

京亦庄已有3500个智慧井盖，井盖‘身份证’按不同

区域、道路记录了井盖的产权单位、负责人等信息，

结合城市电子地图，管理人员可以实时检测城市井

盖的各种状态信息；而在重庆，当地针对交通道路的

各类井盖部署了智慧井盖系统，已成为重庆大学城

附近道路交通安全的一项样板式工程。”福建工程学

院生态环境与城乡建设学院教授蒋柱武介绍说。

“采用智慧井盖系统可以有效地解决井盖监管

难、维护成本高等管理问题，不仅可以及时发现相

关城市基础设施的异常情况，还可以为城市运行与

管理提供第一手的决策信息，大大提高了城市基础

设施管理水平和城市治理的能力。”王小增说。

需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城市井盖保有量高达数亿

套，涵盖市政工程、电信、燃气、道路建设等。“智能

井盖在打造智慧城市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反

映了一个城市的智慧化水平。”中国工程院院士王

浩说，“智能井盖已成为非常重要的‘管理界面’，全

国各个城市都在提升智能井盖的普及率，在应用方

面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但张木成也指出，为防止窨井盖下沉、损坏问

题，更主要是加强井盖质量，降低维护成本。同时

井盖虽实现信息化，但还需要建立厂家、施工规范、

保修等一套监管、溯源体系。

当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带

来的精准高效，正在为城市治理按下“快进键”。王

小增认为，信息化能在很大程度上有效解决诸如

“窨井盖吃人”等城市细节管理问题，但要取得长久

的治理效果，仅依靠科技手段还远远不够，还需要

相对完善的制度来支撑。

为此，蒋柱武建议，相关部门首先要按照现行

国家标准和规范，抓好地下排水管道系统及其附属

设施的施工质量，严把竣工验收程序，在此基础上，

可进一步建立信息数据管理体系，着力于整合信息

资源，推动建立数据决策机制；构建先进的城市信

息基础设施，探索建立智慧城市管理模式；搭建城

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鼓励社会各方参与城市管

理，建立公共服务公众参与机制。

“城市的主体是人民，城市治理的目的也是为

了人民，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感和生活品质应该是城

市治理的最高追求。”王小增认为，要树立科学的城

市治理理念，应从单一治理向多元治理转变，努力

构建由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的城

市综合治理模式；同时，城市治理是系统性工程，可

借鉴企业精益管理方法，依靠科技手段，提升城市

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治理的人文情

怀，增强城市居民的幸福感。

我国城市井盖保有量达数亿套，伤人事件频发——

科技出手、法规“兜底”，共同填补城市“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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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Oh my god！买它买它！”经常刷抖音看直

播的人们一定对“口红一哥”李佳琦这个招牌吆

喝非常熟悉。

近日，有媒体报道，上海妆佳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申请将“Oh my god！买它买它！”注册为声

音商标，李佳琦则是该公司第二大股东。对此，

李佳琦方面回应称，此举系保护性注册，目的是

避免某些卖家恶意使用，从而误导消费者。

生活中，大家对琳琅满目的文字商标并不

陌生，但对于声音也能注册为商标，很多人却是

第一次听说。更让人感兴趣的是，声音商标注册

有何不同，该怎样审核，以后会成为常态吗？

本报记者 付丽丽

据了解，该商标申请注册的信息描述是这样

的：“本件声音商标以知名网络主播李佳琦人声，

念出‘Oh my god！买它买它！’语速较快，奔放

有力，极具情绪调动性，声音具有极强的个人风

格和识别度。”

对此，有专家表示，从内容到形式，“Oh my

god！买它买它！”注册成功的可能性都微乎其

微。从内容来说，首先，“god”涉及宗教内容。最

高人民法院曾审理的一起案件中，一个名为“泰

山大帝”的商标就因为被认为在宗教内容方面易

审查经验少，注册难度较大

尽管“路途艰难”，但声音商标还是有申请成

功的先例。

小时候玩过小霸王游戏机的朋友，一定还对

成龙大哥的一句“望子成龙小霸王”记忆犹新，这

句当年风靡大江南北的广告词，就是在 2016年成

功注册的声音商标。成功注册的还有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那段著名的开场：“小朋友，小喇叭开始

广播了。”

在臧宝清看来，由于声音最基本的作用在于

表达和沟通，所以人们普遍很难把某种声音和商

标联系起来。但这并不是绝对的，产品的名称、

包装、装潢、形状、广告语等，一开始都不是作为

商标出现的，其中有些标志经过大量的使用和推

广，在相关公众的心目中将这些标志与商品或服

务的出处建立起了联系。这时候便是经使用获

得了显著性，就有了作为商标注册的可能性。

要具体判断某一声音商标能不能注册，就

是要看相关公众有没有建立起这种联系。转换

成法律语言，就是要看有没有证据支持这个声

音通过使用获得了显著性。通常会参考声音的

使用时间、方式、强度、受众、使用领域、在受众

中的效果等因素。声音商标最终能不能注册，

里面既有客观证据方面的考量，也有审查人员

主观判断的成分。

“随着社会生活的网络化、信息化，人们的生

活方式、消费方式、认知习惯都在发生变化，声音

作为一种直观的、高效率的沟通工具，在社会生

活各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声音商标有可能更

为常见和普及。”臧宝清说。

而对于声音商标注册申请人，臧宝清提醒有

几点需要注意：在形式上，即以声音商标申请注

册商标时的文件要求方面有特殊之处，要按照商

标局要求的格式、内容等提交相应文件；在审查

程序上，国家知识产权商标局对于声音商标的注

册申请人，可能会发出审查意见书，要利用好这

个制度，阐述自己的意见，并提交相应的证据；最

核心的一点是要充分提交证据，这是声音商标能

被核准注册的关键所在。

认知习惯在变，声音商标将更常见

产生不良影响而被宣告无效。

其次，“买它买它”只是一个日常推销用语，

打开所有的带货视频和直播，几乎都在用各种

语调和字体说这句话，一般人也不会把它识别

为商标。

至于李佳琦语调的特别表现方式能不能算

作有显著性，专家认为，不能说经过大量使用，人

们一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是李佳琦，所以这个声

音就是商标了。“大量使用必须是作为商标使用，

相关公众把这个标志当作商标来识别才可以。

能够识别来源的东西不都是商标，特定的装饰装

潢也可以识别商品来源，但并不会因此就变成商

标。”陈尽说。

事实上，尽管声音注册成为商标已存在多

年，但截至目前申请量只有数百件，注册成功的

更是寥寥无几。

据臧宝清分析，目前声音商标无论是总量还

是准予注册的比率都偏低，主要有以下原因：声

音商标是 2014 年《商标法》第三次修改后才引入

的商标类型，时间较短，可借鉴、参考的案例不

多；大多数声音在其出现之初，不是作为商标使

用的。要想证明其具有可以作为商标注册的显

著性，难度比较大；与声音商标相关的审查经验

少，相关单位态度慎重等。

至于很多公众关心的问题——声音商标如

何界定侵权，臧宝清表示，声音商标侵权判断和

保护，原理上与其他商标是一样的，权利人维权

的重点在于正确界定自身的权利边界，划清他人

的行为边界。“对于声音商标的权利人来说，关键

是弄清楚自己的声音商标的显著性在哪里，他人

的行为只有在破坏了这种显著性，造成对商品或

服务来源的混淆时，才构成商标侵权。”他说。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讯员 曾宪平

““买它买它买它买它””将成声音商标将成声音商标？？
成功的成功的““前辈前辈””不多不多，，显著性是重要标准显著性是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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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商标和三维标志商标、颜色组合商标

一并被称为非传统商标或者新类型商标。”中华

商标协会副秘书长臧宝清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说。

臧宝清介绍，“新类型商标”这种称呼本身就

表明声音商标并非人们所常见的商标形态，与人

们通常所认识的商标相比有其特殊之处。然而，

声音商标虽然在形式上有其特殊之处，但本质上

与其他商标并无区别，即都是用来识别商品或服

务来源的商业标识。

和普通商标一样，声音商标要审查其合法

性、显著性、在先性。臧宝清表示，部分声音可能

具有某种功能，这时就需要进行功能性审查。声

音商标审查的难度一般在于其显著性，也就是在

人们的认知中，某种声音会成为区别商品或服务

来源，并有别于他人的标志。有些声音商标是文

字内容以某种声音表达出来，文字和声音内容都

是审查对象。

无独有偶，北京鸿山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尽也

认为，声音的商标注册应满足实质条件，具备显

著性和非功能性显著性是商标保护的灵魂，声音

商标应当与普通商标一样满足显著性要求。《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第九

条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

识别。声音商标显著性的判断标准是，消费者在

一般注意情况下能否从听觉的角度根据声音标

识实现对商品或服务来源的区分。对于那些不

能实现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功能的通用性声音，

如普通的鸟鸣狗叫、喇叭声、爆竹声等，则不能获

得核准注册。

“声音商标的注册也要满足非功能性的要

求。”陈尽说，标志的功能性是指该标志的特性是

由商品自身的性质产生、为获得技术效果而需要

或者使商品具有实质性价值而必不可少的。例

如，普通的 ATM 机在出钞时会发出“哗啦啦”的

数钞声，这种声音就属于功能性，不能注册。

虽形式特殊，本质与其他商标无异

声音商标和三维标

志商标、颜色组合商标一

并被称为非传统商标或

者新类型商标。声音商

标虽然在形式上有其特

殊之处，但本质上与其他

商标并无区别，即都是用

来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

的商业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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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臭氧浓度明显上升，是继 PM2.5后又一影响优良天

数的重要因素。近日，在生态环境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生态

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刘炳江指出，与去年相比，2020 年大气

污染治理的最大变化是，针对臭氧浓度上升问题，夏季将实施

VOCs（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已经启动的“十四

五”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规划编制中，特别针对臭氧的两项前体物

VOCs、氮氧化物设计减排目标。

监测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 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臭氧浓

度同比上升 6.5%，以臭氧为首要污染物的超标天数占总超标天

数的 41.8%，导致全国优良天数比率同比损失 2.3个百分点。

刘炳江说，蓝天保卫战以来，全国空气质量改善取得明显成

效。但这些目标都是阶段性的，距离全国所有城市空气质量达

标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蓝天保卫战还会继续打下去，升级版的

蓝天保卫战行动计划也在制定中。”

臭氧污染形势为何如此严峻？刘炳江分析说，从污染成因

看，臭氧前体物氮氧化物、VOCs 排放量依然居高不下。VOCs

排放来源多、分散，尚未得到有效控制。高温少雨等极端天气有

利于臭氧的生成，从 2013 年到 2019 年，有 5 个年份属于最暖年

份。全球臭氧背景值不断提升，平均每年上升一微克，欧美日等

北半球国家的臭氧浓度也呈增长趋势。

刘炳江说，在控制 VOCs和臭氧污染上要突出时间精准、空

间精准、行业精准。时间尺度上聚焦臭氧污染严重的夏季，也就

是 6—9月份；空间尺度上聚焦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

汾渭平原、苏皖鲁豫交界地区；行业上聚焦石化、化工、工业涂

装、包装印刷和油品储运销。

“还应突出科学治污。VOCs存在于原料和产品中，对企业

来说，挥发了就是损失利润，有效回收和控制就能增加利润，有些

VOCs属于易燃易爆物，治理对安全隐患的防控也是很有效的。”

刘炳江说，生态环境部将出台和采取多种政策、措施指导各地实

施VOCs治理。其中包括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等尽可能使

用低 VOCs含量的产品，相关产品 VOCs含量限值国家标准已经

出台；聚焦于已经安装治污设施的企业，通过提高VOCs收集率、

治污设施同步运行率及去除率，确保提高综合效率。

从污染程度看，苏皖鲁豫交界地区已成为全国污染最严重

的地区之一，秋冬季 PM2.5污染严重，夏季臭氧污染突出。苏皖

鲁豫是长三角和京津冀及周边两大区域的连接带，与这两大大

气治理重点区域间存在明显的传输影响。

刘炳江说，苏皖鲁豫交界地区集中了近 8000 万吨钢铁、

4000 万吨焦化、1.4 亿吨水泥、1.1 亿吨石化产能，半数城市耗煤

量超过 1000万吨，单位面积煤炭消耗强度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26”城市相当，大气污染物基础排放量大，治理难度高。生

态环境部今年将推动苏皖鲁豫交界地区 22 个城市建立大气污

染联防联控机制，补短板，提升治理水平，推动整个区域空气质

量的加速改善。

蓝天保卫战升级

臭氧将成“十四五”治理重点

5 月 18 日，位于四川合江县的飞燕式钢管混凝土系杆拱
桥——合江长江公路大桥主梁正在进行最后的吊装作业，为
2020年底建成通车奠定基础。该大桥是“渡改桥”重点工程，建
成后将结束两岸群众摆渡过江的历史。 新华社发

合江长江公路大桥主梁合龙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在不断加强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基础
上，坚持分区、分类、分级精准有序原则，全力推进企业“应开尽
开、应复尽复”。截至目前，全市规上工业企业开工率100%。图
为 5月 18日，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在
进行生产作业。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牡丹江市加速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记者 李 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