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中国日报 据报道袁美国洛杉矶
警方日前公布了一名中年男子抢劫
便利店的监控视频袁并要求知情人士
提供线索遥 与其他抢劫案不同的是袁
他其实并未持有武器袁而是全凭野演
技冶抢走了 300美元遥
去年 11月 16日袁 一名头戴牛仔

帽尧身穿蓝色衬衫的男子走进位于洛
杉矶市中心菲格罗亚街的一家 7-11
便利店遥 为了佯装成自己有枪的样
子袁他先是把右手藏在衬衫下袁然后
又放在了背后遥 受到惊吓的店员以为
这名男子有枪袁便将收银台的抽屉打
开了遥 该男子最终抢走了 300美元遥

美国

男子用手当枪
抢走300美元

据人民日报 近日袁公安部发出 A
级通缉令袁 公开通缉第三批 10名特
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逃人员遥这 10
名在逃人员是院张旭昌尧汤仕先尧吴少
炎尧潘芳芳尧汤黄勇尧胡大龙尧胡小平尧
肖健春尧苏建军尧黄有利遥 公安机关欢
迎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有
关线索袁同时检举尧揭发电信网络诈
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遥 发现有关情况袁
请及时拨打 110报警遥 对提供线索的
举报人以及检举尧揭发犯罪的有功人
员袁公安机关将给予奖励遥

公安部通缉
十名在逃人员

芝加哥是美国第三大城市袁也是奥巴
马开始政治生涯的地方遥当晚的会展中心
人头攒动袁 闻讯而至的民众约有两万人遥
演讲时袁人群不时发出野再干 源 年冶的呼
声袁奥巴马回应称院野我可做不到冶遥在演讲
结束时袁奥巴马抬手拭去眼角的泪水遥

回顾 愿年白宫生涯袁奥巴马在演讲中
把应对金融危机尧重启汽车工业尧持续增
加工作机会尧美古关系正常化尧达成伊朗
核协议尧击毙野基地冶恐怖组织领导人本窑

拉丹尧 推动使 圆园园园多万美国人获得医保
的叶平价医疗法案曳等列为自己的执政亮
点遥

据此间媒体 怨日发表的一项民调结
果袁即将卸任之际袁奥巴马在美国民众中
的人气支持率为 缘苑豫袁 反对者占 猿苑豫袁但
民众意见的党派分野明显遥

奥巴马将于 圆园日告别白宫遥演讲时袁
奥巴马表示将与候任总统特朗普顺利进
行权力交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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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法院 11日公布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曳袁根据这份司
法解释袁政治尧经济尧文化尧宗教尧民族等领域公众人物姓名不能注册为商标遥 该司法解释将自 2017年 3月 1日起施行遥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 3月 1日起施行

公众人物姓名不能注册为商标

我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渊八冤
项规定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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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使用遥 此次发布的司法解释对此明
确袁 商标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可能对
我国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
极尧负面影响的袁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
属于野其他不良影响冶遥 将政治尧经济尧
文化尧宗教尧民族等领域公众人物姓名
等申请注册为商标袁也属于野其他不良
影响冶遥

司法解释明确指出袁 商标法第十
条第一款第渊一冤项规定的同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国家名称等 野相同或者近

似冶袁是指商标标志整体上与国家名称
等相同或者近似遥 对于含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国家名称等袁 但整体上并不
相同或者不相近似的标志袁 如果该标
志作为商标注册可能导致损害国家尊
严的袁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属于第渊八冤
项规定的野其他不良影响冶遥

同时袁 商标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
带有欺骗性袁 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
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袁 商标评
审委员会认定其属于商标法规定的
野带有欺骗性袁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
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冶情形袁
人民法院予以支持遥

奥巴马告别演讲 民众高喊“再干四年”
承诺与特朗普顺利交接 强调美国面临挑战

据新华社尧中新社电 当地时间 10日晚袁美国总统奥
巴马在芝加哥麦考密克会展中心发表告别演说袁 宣告 8
年总统生涯走向结束遥 10天之后袁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
普就将上任袁开启一个很可能与奥巴马截然不同的任期遥

8年前袁 奥巴马接过了一个处在经济危机之中的美
国曰8年后袁他留下了一个裂痕深刻的美国遥 在告别演说
中袁他历数自己执政 8年的成果袁并对美国未来面临的挑
战提出忠告遥 他说袁种族主义仍是美国的野分裂力量冶袁美
国面临挑战遥

演讲中袁奥巴马再次强调他 愿年前上
台时喊出的野变革冶口号袁称进步之路总是
坎坷不平袁每进两步就可能倒退一步遥 他
表示袁当年他赢得总统选举胜利后袁部分
民众一度认为美国进入了野后种族主义时
代冶袁但这与现实不符遥他呼吁美国能够弥
合分裂袁团结在一起遥

奥巴马说袁圆员 世纪初的国际形势严

峻袁经济不景气袁不平等在加剧袁人口结构
在变迁袁恐怖主义挥之不去遥 同时袁面对这
些长期性问题袁野谁也没有快速解决之道冶遥

他警告说袁下一波经济紊乱不是来自
海外袁而是野来自于机器自动化不舍昼夜
的脚步冶袁 而机器自动化势将使得大量中
产阶层失去工作袁因此尤其需要形成新的
社会契约袁保证教育等民生遥

宋晓明说袁 这份司法解释体
现了保护诚实经营尧 遏制恶意抢
注商标的司法导向遥

野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禁
止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抢注被代理
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袁 实践中
有的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不以自己
的名义袁 而是以与其有密切关系
的其他主体袁比如近亲属袁或者其
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等来抢注
商标遥 冶宋晓明说袁司法解释对此
规定袁 商标申请人与代理人或者
代表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等特定
身份关系的袁 可以推定其商标注

册行为系与该代理人或者代表人
恶意串通袁 人民法院适用商标法
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审
理遥 对于涉及姓名权的问题袁这份
司法解释从 野相关公众认为商标
标志指代了该自然人袁 容易认为
标记有该商标的商品系经过该自
然人许可或者与该自然人存在特
定联系冶的角度袁认定对姓名权的
损害遥 对于实践中出现的并非以
自然人的户籍姓名袁而是以笔名尧
艺名尧 译名等特定名称来主张姓
名权的袁司法解释规定野如果该特
定名称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袁 与该

自然人建立了稳定的对应关系袁
相关公众以其指代该自然人的袁
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冶遥

野关于作品名称尧角色名称的
保护也是实践中非常受关注的问
题遥 冶宋晓明说袁司法解释规定袁对
于著作权保护期限内的作品袁如
果作品名称尧 作品中的角色名称
等具有较高知名度袁 将其作为商
标使用在相关商品上容易导致相
关公众误认为其经过权利人的许
可或者与权利人存在特定联系袁
当事人以此主张构成在先权益
的袁人民法院予以支持遥

将公众人物姓名作为商标属“其他不良影响” 知名度高的作品名称、角色名称给予保护支持

变革之路坎坷 强调美国面临挑战

回顾执政生涯 民众高喊“再干四年”

据新华社电 早在 5000多年
前袁中国人就拥有了长伴一生的
独特印记要要要名字袁但对于名字
的研究袁 由于缺乏数据支持袁从
古至今都比较稀少遥
日前袁中国首份姓名大数据

报告叶2016大数据野看冶中国父母
最爱给宝宝起什么名曳出炉遥 该
报告由清华大数据产业联合会
发起之一尧清华大学野幸福科技
实验室冶支持项目尧国内唯一以
大数据和心理学为基础进行姓
名研究和起名服务的专业机构
野起名通冶耗时 3个月完成袁抽取
整理了平台 2015年 540万新生
儿姓名数据尧2010后 2000万姓
名数据袁 并综合覆盖了 11亿人
口的历史数据袁是国内首份关于
名字的全景式报告遥
最新一年的热名榜单袁能看

出新一代父母对孩子最集中的
期望是野阳光尧快乐冶袁传统对女
子美丽温柔的要求已经不占主
流袁男孩起名也不像其父辈更强
调坚强伟大尧个人奋斗遥 一些代

表美德的字袁如诺尧芷尧恩尧允尧
谦袁 正开始受到年轻父母的青
睐袁体现了时代对于野德行冶的呼
唤遥

此外袁报告对中国人的民族
性格袁 子随父姓观念的松动袁父
母在育儿中的参与度袁 中性现
象袁流行尧地域和外来文化对新
生儿影响等袁都从姓名视角进行
了深入剖析袁并提供了多纬度榜
单遥

野DT时代的大数据袁必将深
入各行各业袁 以服务大众为主袁
以给社会创造多少价值作为衡
量标尺遥 姓名大数据报告的发
布袁是这样一个大趋势下的必然
产物遥 冶报告领衔人张襦心表示袁
野名字反映了父母的价值观袁对
孩子的性格引导具有重要意义遥

所以这份报告袁不仅从姓名
的微观视角记录了这个时代正
往何处去袁我们也希望它能为下
一代文化素养和价值观提升尽
一点力量袁帮助他们耶遇见更好
的自己爷遥 冶

中国首份姓名报告出炉浴

快来看看你的名字是“爆款”吗？
2016男宝宝热名榜 TOP30
基于 2015全年新生儿 540万姓名数据

1 浩然
2 子轩
3 皓轩
4 宇轩
5 浩宇
6 梓睿
7 梓轩
8 浩轩
9 俊熙
10 梓豪

11 子墨
12 博文
13 一诺
14 子涵
15 子睿
16 睿
17 雨泽
18 铭轩
19 宇航
20 子豪

21 俊杰
22 致远
23 天佑
24 明轩
25 梓涵
26 俊豪
27 昊然
28 一鸣
29 皓宇
30 梓宸

2016女宝宝热名榜 TOP30
基于 2015全国新生儿 540万姓名数据

1 梓萱
2 梓涵
3 诗涵
4 可馨
5 一诺
6 雨萱
7 欣怡
8 子涵
9 晨曦
10 子萱

11 瑾萱
12 思涵
13 可欣
14 紫萱
15 若曦
16 紫涵
17 雨涵
18 雨彤
19 欣妍
20 若溪

21 梦琪
22 钰涵
23 梓萌
24 芷萱
25 艺涵
26 若萱
27 依依
28 若熙
29 艺馨
30 诗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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