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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长沙知识产权法庭这个
相对独立、集中的审判机构，有利于
推动知识产权审判专门化、 管辖集
中化、程序集约化和人员专业化，有
利于用好‘一把尺子’提高办案质量
和效率，有利于凝聚创新保护合力，
营造公平公正的创新投资发展环
境。”曾得志一连用“3个有利于”来
阐明长沙知识产权法庭成立的重大
意义。

陈小珍是湖南省第二届审判业
务专家、 省高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
从事知识产权、涉外等民商事审判工
作10余年。在她看来，近年来我国不
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卓有成
效。但保护知识产权最有效、最根本、
最权威的手段，还是司法手段。长沙
知识产权法庭设立，能更好地以法律
手段保护好创新的“源头活水”，为企

业的“智慧成果”保驾护航，给企业吃
下“定心丸”。

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
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理事何炼红认
为，设立长沙知识产权法庭，既有利
于提高案件审判水平、 统一裁判标
准，用系统思维统筹解决知识产权司
法实践难题，又有利于发挥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主导作用，使之和行政保护
形成有机衔接，与社会力量形成良性
互动，从而提升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整
体效能。

省知识产权局局长段志雄表示，
我省将以长沙知识产权法庭成立为
契机， 加快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步伐，
进一步完善行政司法协同保护机制，
实现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
护，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让创新者有
力，让侵权者难行。

“一把尺子”办案，凝聚创新保护合力
———走近长沙知识产权法庭

●拉菲商标案

【案情】
“拉菲”商标纠纷案，即尚杜·拉菲特罗兹施德民

用公司与深圳市金鸿德贸易有限公司、湖南生物医药
集团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 不正当竞

争纠纷案。尚杜公司系“LAFITE”商标注册人，金鸿
德公司在其葡萄酒产品、网站和宣传手册中使用
“Lafite Family”“拉菲世族”等标识，对其历史渊
源的介绍与尚杜公司历史部分相同。2010年，
尚杜公司提起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诉讼。

【判决】
长沙中院判决金鸿德公司停止在葡

萄酒产品、 网站及宣传资料中使用
“Lafite Family”及“拉菲世族”文字、停
止虚假宣传、注销“lafitefamily.com”
域名并赔偿损失30万元。省高院二审
维持原判。

【影响】
该案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2011年中

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三一重工商标案

【案情】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是第 1550869号及第

6131503号“三一”文字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马鞍山市
永合重工科技有限公司未经三一重工公司许可，在
其企业名称中冠以“三一”文字，并在其机床类产品、
厂房外墙、广告宣传及网站首页中使用“三一重工”
“三一机床”等标识。2011年，三一重工公司据此提起
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诉讼。

【判决】
长沙中院一审判决永合公司停止商标侵权及不

正当竞争行为， 赔偿三一重工公司经济损失40万
元，并认定“三一”汉字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省高院
二审维持原判。

【影响】
该案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2012年中国法院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

●真假王跃文案

【案情】
原告湖南王跃文系国家一级作家，在全国范围内

享有较高知名度，其小说《国画》被称为十大经典反腐
小说的代表作。被告华龄出版社、中元公司出版发行
了署名为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国风》，并虚假宣传该书
作者河北王跃文（小学文化、农民）为“职业作家、发表
作品近百万字”。2004年，真假王跃文对簿公堂。

【判决】
长沙中院创造性地使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原

则性条款， 依法判决被告立即停止对原告湖南王跃
文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影响】
这是全国首例同名著作权纠纷案 。2008年11

月，此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改革开放30年来
“100件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梦洁商业诋毁案

【案情】
湖南省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富安娜

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均系中国家纺行业知名企
业，南通市名巢靓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与富安娜系特
许经营的被特许人与许可人的关系。2014年， 名巢公
司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3.15家纺不合格品牌，看看你
家的床品合格吗？》一文，披露不合格床品涉及湖南梦
洁、恒源祥等品牌。梦洁公司认为，名巢公司贬损其商
业信誉和商品声誉， 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
为，富安娜公司作为特许人，应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判决】
长沙中院二审判决， 名巢公司在其微信公众号

平台上发表澄清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梦洁公司经
济损失人民币15万元。

【影响】
该案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2016年中国法院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50件典型案例”。

●伏特加商标案

【案情】
瑞典绝对有限公司是知名跨国酒企，旗下绝对品

牌伏特加酒作为该公司主打产品，在世界多个国家获
得奖项。绝对伏特加酒进入中国后，在大陆市场出现
一批假冒、仿冒该品牌伏特加酒。2013年，瑞典绝对公
司将蓬莱市威亚德葡萄酒有限公司和湖南高桥大市
场股份有限公司诉至长沙中院。

【判决】
2014年，长沙中院一审判决，被告威亚德公司

生产和销售的伏特加酒使用了与原告绝对有限公司
六枚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识， 侵犯了原告的注
册商标专有权。判令被告停止使用侵权标识、赔偿损
失和赔礼道歉。一审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上诉，
该判决生效。

【影响】
这是绝对有限公司在中国提起的第一起民事维

权诉讼， 长沙中院在判决中对绝对有限公司主张的
两枚瓶形商标予以保护， 这也是原告瓶形商标在中
国首次获得保护。2015年， 瑞典绝对有限公司知识
产权顾问专程来华致谢。 （何金燕 整理）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何淼玲

4月24日上午，风光秀美的长沙梅溪湖畔，新成立不久的长沙知识产权法庭正式开庭审案。
把卡通形象喜羊羊与灰太狼印在烟花包装盒上销售，涉嫌侵害著作权，浏阳市颐和隆烟花集团有

限公司和汨罗市港鑫商行被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至法院。
端坐审判席的，是年轻的主审法官周平平，她驾驭庭审，驾轻就熟、有条不紊。
静坐旁听席的，是受邀的湖南湘江新区、长沙高新区企业代表及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们认

真观摩，专心听审。
在4月26日第18个世界知识产权日来临之际， 长沙知识产权法庭在新址开庭审理第一案，

初试啼声，引人关注。
这个专门法庭，将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承担怎样的时代使命，又如何为我省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保驾护航？湖南日报记者带你一探究竟。

长沙知识产权法庭位于梅溪湖
畔的智控中心，是一座“自带知识产
权范儿”的建筑，获得过意大利设计
大奖。这座建筑透露出浓郁的意大利
风格，在山水间显得别具一格。

2018年3月1日， 长沙知识产权
法庭在这里正式成立。 省委常委、长
沙市委书记胡衡华和省高级人民法
院党组书记、院长田立文共同揭牌。

“长沙知识产权法庭成立，是为
最终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做准备。” 省
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知识
产权审判庭庭长曾得志说。

他介绍，2018年2月12日， 最高
人民法院作出批复，同意长沙市中级
人民法院内设长沙知识产权法庭。根
据最高法院批复，长沙知识产权法庭
管辖以下知识产权案件：

发生在湖南省辖区内有关专利、植

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
术秘密、计算机软件、涉及驰名
商标认定及垄断纠纷的第一审
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

发生在长沙市辖区内
有关商标、著作权、不正
当竞争、 技术合同纠
纷的第一审知识产
权民事和行政案件；

不服长沙市
辖区内基层人民
法院审理的第一审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的上诉案件。

曾得志介绍，目前，我国仅有3个知
识产权法院和15个知识产权法庭。“最高
法院批复同意专门设立长沙知识产权
法庭，既是对我省近年来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的肯定，同时又寄予了新的厚望。”

“长沙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打造了
‘长沙模式’，跑出了‘长沙速度’，成
立长沙知识产权法庭，顺时应势。”长
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肖
新平说。

他介绍， 设立长沙知识产权法
庭，主要基于三大优势。

首先， 我省知识产权事业发展
成果显著，具有设立专业知识产权法
庭的现实基础和迫切需要。

近年来，湖南积极推进实施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知识产权强省建
设成效显著。2017年，我省创新综合
实力由2012年的全国第15位上升到
第11位，科技进步贡献率由52.3%提
高到 55% ， 发明专利申请量增速
30%，专利综合实力升至全国第7位，
涌现出超级计算机、 超级杂交稻、中
低速磁悬浮列车、深海钻机等一批在
国内和国际上领先的先进科技成果。
同时，作为支柱产业的文化创新产业
快速发展。2017年11月，长沙正式加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新城市网
络”，成为中国首个获评世界“媒体艺
术之都”称号的城市，为湖南文化创
新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新契
机。

“具有湖湘特色的创新经济的
快速发展，既为知识产权专业审判
机构的建立提供了丰厚的现实基
础，同时又迫切需要更专业的司法
引导和更有效的司法保障。” 肖新
平说。

其次，长沙知识产权发展走在全
国前列，亟须加强长沙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

2017年，长沙市GDP总量10200
亿元，经济总量跻身“万亿俱乐部”，
居全国省会城市第6位。 长沙创新驱
动引领转型发展，万人有效发明专利
拥有量居省会城市第5位， 新认定高
新技术企业800多家，增幅居中部首
位， 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

元。长沙市知识产权事业实现跨越式
发展，先后获批国家重点产业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建设城市、国家知识产权
强市创建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
建设重点城市、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
革首批试点城市。长沙是全国唯一获
得知识产权四个国家重点支持牌照
的城市，在全国知识产权发展中地位
独特。

“长沙知识产权工作成就巨大，
亟须建立健全与之匹配的知识产权
审判执行体系，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力度。”肖新平说。

第三，长沙知识产权审判量大质
高， 设立长沙知识产权法庭条件成
熟。

近年来，长沙各级法院审理的
各类知识产权案件逐年增长，从
2013年到2017年增长了6倍多，尤
其近3年平均每年增长率达90%。
2017年度全市知识产权案件6623
件，占全省8234件知识产权案件数
的近80%。先后审理了拉菲商标案、
三一重工商标及不正当竞争案、王
老吉与加多宝不正当竞争案等一
系列国际、 国内有重大影响的案
件。长沙中院知识产权审判团队被
最高人民法院评为2017年“全国法
院先进集体”。

当前，长沙知识产权成果和申请
呈爆发式增长，原有的审判架构已逐
渐跟不上审判实践及知识产权创造、
保护和运用的需要，亟须优化整合知
识产权案件管辖格局和审判资源，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

“长沙知识产权审判力量雄厚、
办案水平高，在长期审判实践中，长
沙中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打造了
‘长沙模式’，跑出了‘长沙速度’，并
已形成专业化、 精英化的知识产权
审判团队， 长沙中院有能力有条件
建设一流的知识产权法庭。”肖新平
说。

“长沙知识产权法庭成立，是为最终设立知识产权
法院做准备”

在长沙设立专门知识产权法庭，基于三大优势

用好“一把尺子”提高办案质量，凝聚创新保护
合力———长沙知识产权法庭将如何发力

� � � � 4月24日上午，长沙知识产权法庭正式开庭审案。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长沙中院保护知识产权
部分经典案例

何淼玲

长沙知识产权法庭成立，
是我省推动司法体制改革，服
务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战略
举措。

当今时代，知识产权是发
展的重要资源，是竞争力的核
心要素。 没有知识产权保护，
就没有创新创造。 近年来，长
沙这座人文厚重的楚汉名城，
以“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锐
意进取 ，勇于创新 ，知识产权
的创造、运用、保护突飞猛进，
实现跨越式发展 。2017年 ，长
沙经济总量跻身 “万亿俱乐
部”，巨大的体量，迫切呼唤长
沙法院进一步强身健体，实现
华丽转身 。于是 ，长沙知识产
权法庭顺时应势，应运而生。

盛名之下， 烦恼时有。这
是老字号和新品牌时常遇到
的尴尬。 当正版遭遇山寨，李
逵遇到李鬼， 创新遇到克隆，
需要法律之剑及时出鞘，扶正
祛邪 ，打假护真 。今年3月 ，李
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强调， 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实行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向
社会清晰传递了进一步加大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强烈信
号 。因此 ，要把法律威慑作用
充分发挥出来，就要让侵权者
把违法成本显著提升上去，才
能使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咽
下“伤心果”,才能让创新者免
除后顾之忧,吃下“定心丸”。

我们相信，长沙知识产权
法庭成立， 有利于握指成拳，
打造专业化 、 专门化审判团
队 ， 凝聚成创新保护最大合
力 ， 有利于塑造良好营商环
境，在三湘大地催生更加蓬勃
的创新创造创业热潮，推动湖
南由知识产权大省向知识产
权强省迈进 ，推动从 “湖南制
造”到“湖南智造”“湖南创造”
的有力跨越。

■短评

让侵权者咽下“伤心果”
创新者吃下“定心丸”

漫画/傅汝萍

保护
知识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