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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4日讯（记者 沙兆华 何淼玲
通讯员 文闻 ）今天上午，省高级人民
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2012年度
我省法院保护知识产权10大典型案
件。

侵犯三一重工商标权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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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工据此提起商标侵
权及不正当竞争诉讼。法院一审判决永
合公司停止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
为，并赔偿三一重工经济损失40万元。
永合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省高级人民
法院经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垄断诉讼被驳回

刘大华系东风日产天籁牌小型轿
车车主，因其车辆门锁损坏，到东风汽
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4S店
（湖南华源实业有限公司）维修。车辆维
修过程中，刘大华以东风日产乘用车公
司及其4S店通过对原厂配件的垄断获
取高额维修费为由提起垄断诉讼。法院
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刘大华不
服，提起上诉。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刘大华应当对东风日产乘用车公
司及其4S店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
位承担举证责任，但他未提交证据予以
证明，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侵犯深湘公司发明专利

长沙深湘通用机器有限公司系专
利号为ZL94110912.7发明专利的独占
实施被许可人。湖南广义科技有限公司
在2001年因制造、 销售侵犯深湘公司
上述专利权的产品，被法院认定构成侵
权，并判令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赔偿
深湘公司50万元。 广义科技公司并没
有停止侵权行为，而是和湖南广义粉磨
设备有限公司共同销售侵犯涉案专利
权的产品。法院经审理判决两被告立即
停止制造、销售等侵权行为；广义科技
公司赔偿深湘公司60万元， 湖南广义
粉磨设备有限公司在40万元额度内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高雷公司专利权诉讼请求
被驳回

张超原系湖南高雷同层排水科技
有限公司员工， 在职期间从事产品解
说、 安装和施工等技术工作。 张超于
2009年10月20日辞职，2010年1月28
日以自己的名义申请了涉案诉争权属
的ZL201020301813.1实用新型专利，
该专利于2011年1月5日被授权公告。
法院经审理认为，高雷公司无直接证据
证明张超的本职工作包含了包括涉案
专利在内的发明创造，亦未能直接证明
其利用了高雷公司的物质技术条件，故
张超离开高雷公司一年内作出的发明
创造不属于职务发明，判决驳回高雷公
司的诉讼请求。

侵犯晚安家居商标专用权

湖南省晚安家居实业有限公司系
第1685000号注册商标专用权人。张伟
明、 沈少妹通过其经营的灵点设计室，
向长沙市情思佳实业有限公司等销售

“晚の安” 商标标识， 情思佳公司则将
“晚の安”商标标识用于生产床垫包装。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伟明、沈少妹印制
和销售的“晚の安” 商标与原告第
1685000号注册商标主要部位相同，构
成商标法上的近似商标，对相关公众产
生误导，扰乱了市场秩序。判决情思佳
实业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使用“晚の安”
标识，张伟明、沈少妹立即停止印刷、销
售“晚の安”标识并赔偿晚安家居公司
30万元。

娱乐城侵犯作品放映权
被判赔

根据著作权人的授权，中国音像著
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取得了《一千年以
后》 等13首涉案MTV音乐电视作品的
放映权、出租权、复制权、广播权、信息
网络传播权。常德市梦幻星空娱乐城向
消费者提供涉案作品点播服务，但未向
任何权利人缴纳版权许可使用费。法院
经审理认为，梦幻星空娱乐城应停止侵
权并立即从曲库中删除涉案侵权作品，
赔偿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
10400元及合理支出4232元。

夫妇侵犯著作权获刑

2009年3月至2012年5月，陈立平、
汤佩玲夫妇未经著作权人上海盛大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授权，擅自在互联网上
下载《热血传奇》软件，由汤佩玲在网上
联系上线广告代理商，委托广告代理商
发布其盗版《热血传奇》游戏广告，募集
更多游戏玩家， 从中获利。2011年9月
至2012年4月，两被告人非法经营额达
728965元，非法获利14万余元。法院经
审理认为，陈立平、汤佩玲均已构成侵
犯著作权罪， 判处陈立平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10万元；判处
汤佩玲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
罚金4万元； 两人犯罪违法所得14万
元，予以没收。

侵权正版软件获刑

王桂光系广西鑫威科技有限公司
和湖南新太极计算机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 彭勇坚负责鑫威公司的商务工
作。太极公司中标湘潭县某单位正版软
件采购后， 王桂光授意彭勇坚从微软
（中国） 有限
公司购得of-
fice� 2007� 软
件1套以及其
他软件5套，并
对《微软开放
式许可协议》
上许可的数量
进行篡改，并
按篡改后的数
量将软件通过
太极公司交付
给某单位，两
被 告 人 获 利
122120元。法
院 经 审 理 以
侵 犯 著 作 权
罪 判 处 王 桂
光 有 期 徒 刑
六个月，缓刑
一年，并处罚
金2万元； 判
处 彭 勇 坚 拘
役四个月， 并
处 罚 金 1 万
元。

销售假“梦特娇”获刑

2010年12月至2011年1月，肖鸿吉
在明知广州白马服装市场某门店内有
假冒“梦特娇”品牌服装销售的情况下，
仍购进大量假冒“梦特娇”品牌服装在
长沙天剑百货服装商城2楼专柜销售，
涉案假冒“梦特娇”品牌服装价值17.23
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肖鸿吉行为已
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
其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缓刑二年，并
处罚金8万元，没收假冒“梦特娇”品牌
的服装433件。

销售假五粮液获刑

2008年5月至6月，胡正前先后两次
将从长沙市一假酒制造者付某手中购得
的假五粮液、 假茅台酒销售给汉寿县某
单位。2008年至2009年，他3次将从付某
手中购得的假五粮液、 假茅台酒销售给
临澧县某单位。案发后，他向公安机关退
赃9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其行为已构
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3万元。

本报4月24日讯（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文闻）今天上午，省高级人
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12
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白皮书。

2012年，省高级人民法院制
定了《关于为创新型湖南建设提
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意见》，指导
全省法院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力度，降低权利人的维权难度，为
自主创新品牌、核心关键技术、地
方特色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良好

司法保障和服务。2012年， 我省
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1064件。其中，专利权纠纷案件
112件， 商标权纠纷案件288件，
著作权纠纷案件638件， 不正当
竞争纠纷案件5件，技术合同纠纷
案件14件，其他知识产权纠纷案
件7件。 审结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909件，结案率85.4%。另受理知
识产权刑事案件34件 ,� 审结28
件，共有62人被判处刑罚。

本报 4月 24日讯 （通讯员
彭耀华 欧阳岳奇 记者 张斌 ）
昨天，桂阳县“3·29”涉黑专案在
桂阳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受审
的被告人达22人， 起诉移送案卷
达111卷，涉嫌犯罪事实33起，罪
名达13个。

该涉黑团伙成员多为桂阳县
人。 桂阳县检察院指控，2004年
以来， 被告人林飞等人纠集部分
社会闲散人员， 在桂阳县城及其
周边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通过为
组织成员提供生活费用、灌输“江
湖义气”、控制组织成员，逐步形
成了以林飞为组织领导者的黑社

会性质组织， 有组织地实施了故
意伤害、强迫交易、聚众斗殴、敲
诈勒索、非法拘禁、寻衅滋事、开
设赌场、放高利贷、非法持有枪支
等违法犯罪活动， 其犯罪行为严
重干扰和破坏了桂阳的经济发展
和社会稳定， 给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带来了威胁。

由于案件社会敏感度高、涉
案人数众多、涉案罪名多、作案时
间跨度长、证据材料特别繁杂，桂
阳县人民法院采取庭审节点管理
等措施， 精心组织了庭前准备工
作，确保公正高效审理“3·29”专
案。据悉，该案庭审预计需要7天。

省高院公布保护知识产权10大典型案件2012年受理知识产权案1098件
62人被处刑罚

桂阳“3·29”涉黑案开庭
22名被告人涉嫌犯罪事实33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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