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张斌 何淼玲 通讯员 彭斌韬）
今天上午， 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了2011
年湖南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白皮书。

2011年， 我省法院坚持以执法办案为第一要务， 突出
审判重心， 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 为促进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2011年，
全省法院新收和审结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分别为1059件
和1000件， 同比分别增长了80.4%和83.2%,知识产权民事一
审案件审结首次突破了1000件。 同时， 发挥刑事司法对知
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 全省法院受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24
件， 审结21件， 42人被判处刑罚。

会上， 省高院宣布与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合
作设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发布基地， 与湘潭大学
合作设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理论研究基地， 与株洲硬质合
金集团有限公司合作设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调研基地， 并
签署合作协议。 这是我省法院与知名高校、 企业和园区共
同搭建平台， 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新举措。

我省发布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状况白皮书
去年知识产权民案审结首次突破1000件

长沙摧毁一特大跨省贩毒集团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周璐 刘孝红）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公安局获悉， 长沙警方经过近两个月的
缜密侦查，在深圳警方的协助下，于近日在长沙、深圳两地
统一行动， 一举摧毁以诸梅妹、 陈建辉为首的跨省贩毒集
团 ，抓获团伙成员9人 ，缴获毒品冰毒5159.4克 、麻古599.5
粒、大麻3.97克、含咖啡因白色混合粉末1487.9克，吸毒工具
247套、毒资1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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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学慧 姜洪

【百姓点题】
日前， 绥宁县一些群众向本报反映：

绥宁县文化馆不顾群众反对，将文化馆内
供中老年健身跳舞的活动场所出租了，并
且是出租给他人经营网吧。 网吧开业后，
给院内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各类闲杂人
员不分白天深夜都在院内出入， 高声喊
叫，机关院内顿时被弄得乌烟瘴气，一片
狼藉。

投诉者说，他们查阅了互联网的相关

条例，里面明确规定机关住户院内禁止设
立网吧。 何况文化馆是国家划拨的土地，
是国家投资建设的场所，理应向社会免费
开放。 为此，他们曾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
反映， 但文化馆里的网吧依然我行我素，
继续在营业。 他们希望有关部门能拿出切
实的行动来，让网吧尽快搬离文化馆。

【记者追踪】

绥宁县文化局负责人：请
群众放心，网吧很快就会搬走

4月12日， 记者就此事与绥宁县文化
局取得联系。 一位姓宋的负责人告诉记
者，群众反映的情况属实。 网吧所处位置
在文化馆的二楼，原是一个舞厅，因生意
不太好，舞厅老板便关闭了舞厅，并私自
将自己在外经营的网吧搬了进来。 群众意
见极大，纷纷向县有关部门反映。 对此，他
们十分重视，已经给网吧下了通知，要求

限期搬离，现文化馆已退还网吧老板一部
分租金。 这位负责人表示，请群众放心，网
吧很快就会搬走，他们一定还群众一个有
益身心健康的活动场所。

省文化厅社会文化处：“三馆
一站”免费开放工作必须落实

4月22日， 记者采访了省文化厅社会
文化处，他们也就绥宁群众反映的问题进
行了督办。 据了解，我省文化系统公共图
书馆 、文化馆 、群艺馆 、乡镇综合文化站
（简称“三馆一站”）总数为2685个，其中，
省级馆3个，市级馆28个，县级馆233个，乡
镇文化站2421个。 2011年，省文化厅和财
政厅等部门4次组成联合督查组， 赴全省
各地进行专项督查， 推动免费开放工作。
目前，省群众艺术馆、湖南图书馆、省少儿
图书馆已于2011年6月率先实行免费开
放，市、县图书馆、文化馆也要求在2011年
10月1日前实行免费开放， 大多数馆站已

按要求开始实行免费开放。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我省文化系统

的“三馆一站”多年来普遍存在着馆舍及
设施设备落后、运转经费不足、人员素质
和服务水准偏低等问题。 特别是一些县、
乡，因财力有限，仍然存在免费开放滞后
的现象。 省文化厅社会文化处下一步将继
续贯彻文化部、财政部的要求，切实把免
费开放工作做实、做细、做好，努力为公众
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主持人语】
“三馆一站”是政府设立的群众文化

事业机构， 是推进群众文化事业健康发
展、丰富城乡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主要场
所，对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 目前，我省文化系统正
在积极推进“三馆一站”的免费开放工作，
各地应充分认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下真
功、用实劲，确保“三馆一站”免费开放这
一国家重大惠民举措落到实处。

县文化馆岂能出租开网吧
编者按

从今天起 ，本报推出 《民生热线 》
专栏 。专栏将以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 、
贴近群众为宗旨，通过与读者的互动，
就读者关心的各种民生话题进行调查
和探讨，力求为读者解难释惑。诚请读
者积极参与 ，提供线索 ，发表意见 ，让
该专栏成为沟通民意的桥梁。

恶意驾驶混凝土搅拌车撞人案
罪犯李成刚伏法

本报4月25日讯 (通讯员 王力夫 胡淋伟 记者 张
斌）今天上午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
达的执行死刑命令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对2011
年 “4·25” 恶意驾驶混凝土搅拌车撞人案罪犯李成刚验
明正身后 ，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

经最高法院复核确认，2011年4月25日10时许， 李成刚
驾车运送混凝土至长沙市某建筑工地，在卸货过程中，李成
刚因倒车不慎压坏工地一台斗车， 与工地工人郑某发生争
执， 郑某将其驾驶的牌照为湘A73015的混凝土搅拌车右反
光镜、车门左侧玻璃损坏，并用脚踢李成刚。李成刚自认为
受到欺辱， 遂产生开车撞人泄愤的念头。11时40分至12时
许， 李成刚驾驶重达25吨的混凝土搅拌车从该建筑工地出
发，快速驶入长沙市洪山路、二环线、曙光路等主干道，肆意
冲撞行人车辆，致5人死亡、1人重伤，2人轻伤，共造成29辆
汽车受损，经济损失25万余元。

最高法院认为，李成刚为泄私愤，在公共道路上以驾车
肆意冲撞行人、 车辆的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已构成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其犯罪性质特别恶劣，手段特别
残忍，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坏，应依法严惩。原审判决
和复核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
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本院核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判处李成刚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张斌 何淼玲
通讯员 傅召平 彭斌韬）今天上午 ，省高
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2011
年度我省法院保护知识产权的一批典型
案件。

“拉菲葡萄酒”案
原告尚杜·拉菲特罗兹施德民用公

司系第1122916号“LAFITE”和G764270号
注册商标专用权人。 被告深圳市金鸿德
贸易有限公司未经许可， 在其生产和销
售的葡萄酒商品、 公司网站及宣传资料
上使用 “Lafite Family”、“拉菲世族 ”及相
关系列标识，对其葡萄酒商品进行宣传 、
推广。 湖南生物医药集团健康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销售了深圳市金鸿德贸易有限
公司生产并标注 “LAFITE FAMILY”文
字及相关标识的葡萄酒。法院认为，两被
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
权，亦构成对原告的不正当竞争，判令两
被告停止侵权行为， 被告深圳市金鸿德
贸易有限公司注销侵权域名并赔偿原告
经济损失30万元。

“千金”商标侵权案

原告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系
国内知名药品生产企业，拥有“千金”商标
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先后被认定为湖南省
著名商标和中国驰名商标。被告殷永球系
湖南高桥大市场医药流通园天姿保健品
商行经营者，经销外包装标有“妇科千金
洗液”的洗液。一审法院认为，殷永球销售
的“妇科千金洗液”侵犯了原告注册商标
专用权， 判令其停止侵权并承担赔偿责
任。二审中，经法院辨法析理，被告撤回上
诉。

“全友家私”案
原 告 全 友 家 私 有 限 公 司 拥 有 第

1993755号商标和第4123659号商标的商
标权。2008年3月， 第1993755号商标被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驰名
商标。被告田邦菊在其经营的店面销售贴
有相似标识的“全友牌乳胶漆”和“全友牌
木器漆”。法院通过认定第1993755号商标

为驰名商标，认定田邦菊销售“全友牌乳
胶漆”和“全友牌木器漆”行为构成侵权，
判令其停止侵权行为并予以赔偿。

“余氏烟花”案
原告浏阳市余氏科技环保烟花厂是

专利号为ZL03118384.0 “一种无烟焰火”
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第三人黄维租赁被
告湖南银达利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冷井工
区全部生产生活用房及附属设施生产烟
花。公证员在被告的冷井工区提取了被控
侵权的烟花效果筒，经检验该烟花效果筒
落入原告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一审法
院认为，该烟花效果筒构成对原告涉案专
利权的侵权，但第三人黄维系该侵权行为
的实施主体。因原告在法院释明后仍不申
请追加第三人黄维为被告，故驳回原告的
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由第三人黄维对原告进行了赔偿。

《新概念英语》案
原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

任公司拥有《新概念英语》系列图书在中
国内地的复制发
行权 ， 我省部分
书店经营业主未
经授权销售侵犯
原告著作权的盗
版书籍 。 法院认
为 ， 我省部分书
店经营业主的行
为侵犯了原告合
法权利 ， 判令其
承担停止侵权 、
赔偿损失等民事
责任。

“龙脑樟”植物新品种案
原告新晃侗族自治县龙脑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系龙脑樟L-1的植物新品种权人，其
与被告杨国峰于2006年签订《龙脑樟种苗培
育承包合同》，约定由被告到原告的采穗圃
基地采集插穗进行龙脑樟种苗的培育，并
由原告回收。 后因双方就种苗的回收产生
争议，被告未经原告许可便将培育的龙脑樟
穗条和树苗运往外地销售。法院认为，被告
行为系为商业目的销售授权品种繁殖材料
的行为，构成对原告龙脑樟植物新品种权的
侵犯，判令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万元。

耐克、阿迪达斯、KAPPA案
被告人高保成与其妻何江红（另案处

理） 以株洲市芦淞区中国城服装大市场3
楼170号“威龙外贸”商铺为窝点 ，未经耐
克、 阿迪达斯、KAPPA等品牌的商标权人
授权许可，擅自从他人手中购进假冒上述
注册商标的系列服装并销售，被公安机关
扣押服装共计7211件，经鉴定价值人民币
384372元 。法院认为 ，高保成销售明知是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销售金额巨大，其
行为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考虑其犯罪未遂且认罪态度较好，判处其
有期徒刑二年，宣告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5万元，没收侵权服装。

“旺旺”案
宜兰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系 “旺旺”

文字商标和图形商标的商标注册人，核定使
用商品中包括果汁、制饮料用糖浆、果汁饮
料等。2011年2月，被告人彭桂阳以营利为目
的，在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村早禾组租赁民
房生产“碎冰冰”，在外包装上使用“旺旺”及
其商标，至案发共计销售82件，价值人民币
5576元；未销售的1602件，经鉴定价值人民
币108936元。法院认为，彭桂阳的行为构成
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六个
月，宣告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

省高院公布一批知识产权案例

民生热线
主持人：史学慧
电话：18907312110
QQ：103112121

4 月 25
日，长沙市天
心区知识产
权局和书院
路街道楚湘
社区，联合举
办知识产权
知识抢答赛，
迎接“4·26世
界知识产权
日”。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2年 4月 25日

第 2012109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816 1000 816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133 160 181280

1 02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1 3689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26
645
7590

4
12
140

2938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2516
95926

197
1942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2年4月25日 第2012047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2324471 元
01 2502 12 15 21 23 26

天心区法院举行“公众开放日”
本报4月25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杨军 黄姝）今天

下午，长沙市天心区法院举行“公众开放日”活动，吸引了全
省各地200名人民陪审员参加。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陪审员们参观了法院各设施，并旁
听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庭审。 该案由民一庭副庭长
罗霖及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审理， 全程采用先进的
数字化科技法庭系统。

据介绍，天心区法院目前有65名人民陪审员，通过多方
提供平台支持参与案件审理， 使得一大批矛盾突出纠纷得
以妥善解决。2011年， 该院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1484件，占
普通程序案件总数的98.02%。

《槟榔传奇》首映式湘潭举行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吴宇航）“我们大

多数人天天吃槟榔，对槟榔的故事你了解多少？”4月24日晚
7时，彩色故事片《槟榔传奇》首映式在湘潭市群艺馆举行，
该片诠释了很多有关槟榔的故事。

这是首部由湘潭市民营企业投资出品的电影， 是一部
演绎商界沉浮的励志片，它讲述了湘潭槟榔人艰苦创业、锐
意进取，成就地方独特槟榔产业的传奇故事。《槟榔传奇》主
人公张策因父亲病重接管父亲的槟榔企业， 但他是一个没
有真才实学的纨绔子弟。直到有一天，他遭人暗算，丧失全
部家产并沦落街头，饱经磨砺后如梦方醒，张策痛定思痛，
逐渐明白“踏实做人、诚信经商”的道理，在父亲好友的帮助
下，以自创的“传奇槟榔”在槟榔大赛中胜出。槟榔产业是我
省食品产业的龙头， 目前从事食用槟榔加工的规模企业已
达50余家，年产量20余万吨，槟榔产业链年产值近60亿元，
吸纳了20多万人的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