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知识产权？2020年5月28日通过、2021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这样定义——知识产权是权利人依法就下列客体享有的专有的权利：作品；发明、实
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地理标志；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法律规定的其
他客体。这些都是智力劳动成果的结晶，是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系高质量发展，关系人民生活幸

福，关系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关系国家安全。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自建院以来，秉持“高起点、高
标准、高质效、高满意度、高公信力”理念，2020年案件类型实现“零”突破，受理我市历史上首例垄
断纠纷案、首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纠纷案。判赔数额远超往年，知识产权保护效果逐渐显现。

与法同行 典亮生活——法律人士教你如何正确“打开”《民法典》

李金文 畑颐

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
——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

践行绿色原则
保护鸟语花香

检察官说典

《民法典》第9条明确了绿色原则，从而为
在民事活动中强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
鲜明的导向。物权编所有权分编项下第251
条明确，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植物
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与此相呼应的是《野生
动物保护法》第3条之规定，野生动物资源属于
国家所有。《民法典》第251条是对国家所有权
内容的具体规定，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同时，其规制对象系野生动物植物资源，
是生态环境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落实《民法
典》绿色原则的重要领域。由此，《民法典》关于
野生动物植物资源的国家所有权的内容彰显
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需求，是检
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必须关注的范畴。

案情：
2020年初，北辰区检察院在履行职责过

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杨某某非法猎捕野生鸟
类，并造成大量野生鸟类死亡，其中包括东方
角鸮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杨某某非法猎捕
野生鸟类的行为在构成刑事犯罪的同时，还破
坏了国家的野生动物资源，损害了国家利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对此，北辰区检察院启动了公
益诉讼程序，并对死亡的野生鸟类进行了价格
鉴定。在履行公告程序的基础上，向杨某某提
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其承担非法捕
猎造成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的民事赔偿责
任。之后，北辰区法院作出判决，支持了北辰
区检察院提出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说法：
鸟类是国家野生动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内容。曾经，有太多
的人认为捕杀、买卖、食用野生鸟类是稀松平
常的事情，与违法犯罪相去甚远。今天，检察
机关就非法猎捕野生鸟类的行为，一方面追
究了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还要通过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被告人就自己
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承担侵权责
任。这既是要挽回国家所蒙受的经济损失，
更是为了向被告人和社会公众传达一种理
念，践行《民法典》绿色原则，保护国家野生动
物资源，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为保护我
们的蓝天碧水、鸟语花香做出自己的贡献。

北辰区检察院供稿

王赞

2020年本市三中院共受理知识产权案件
2899件，其中一审案件2156件，二审案件743
件；受理著作权纠纷案件1863件，专利权纠纷
案件168件，商标权纠纷案件87件。全球知名
企业选择三中院作为知识产权纠纷诉讼优选
地，如百胜公司、戴森公司、腾讯公司等。

典型案例：利用平台资源实施诱导分享
属不正当竞争
【案情摘要】 原告腾讯数码公司、腾讯计

算机公司、腾讯科技公司诉被告，湖南某公司在
微信平台上实施了以下行为：（一）在种子视频
中以诱导性表述和界面设计诱导用户通过微信
传播、扩散种子视频链接；（二）在收到相关内容
链接的用户点击链接后，进一步诱导用户下载、
安装、使用种子视频软件；（三）在原告持续采取
平台管理措施封禁相关内容链接的对应域名
后，被告仍通过不断变换域名以使得上述相关
内容链接持续在微信中传播、扩散；（四）在种子
视频的相关内容链接中嵌入特殊识别码抓取微
信关系链。原告以不正当竞争为由，要求法院
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互联网平台经济

背景下，作为互联网平台运营方的经营者依托
互联网平台生态系统所产生的商业利益和竞争
优势，应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互联网
平台运营方有义务制订、执行、完善相关治理规
则，维护平台秩序。互联网平台内经营者则负
有遵守互联网平台相关规则的义务。被告作为
互联网平台内经营者，违反平台治理规则，恶意
攫取平台核心竞争资源谋取竞争优势，破坏了
平台生态系统健康、有序的动态平衡，影响了平

台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商业利益。被告实施的
诱导分享并抓取用户关系链等行为有违公平、
诚信原则，构成对互联网平台运营方的不正当
竞争。故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
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3000000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因微信平台相关经营

者在其产品中利用平台资源实施诱导分享行为引
发的一起新类型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生效判决
对于微信平台生态系统的商业模式特点、是否应
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平台运营者与平台内
经营者的责任、被诉诱导分享行为的不当性及损
害后果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为网络平台治
理的司法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解决路径。被告
在明知微信平台内严格禁止、清理诱导分享类内容
情况下持续实施被诉诱导分享行为，既损害了相关
经营者群体的合法权益，又破坏了微信平台生态系
统健康发展的良性循环，损害了网络平台经营者依
托该经营模式所获得的竞争优势和商业利益，违反
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不正当竞争。本案的审理，为
互联网平台企业规制平台中经营者的不正当竞争
行为提供了范例，同时对于促进互联网企业规范经
营、发挥平台治理的积极作用、引导平台有序发展
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典型案例：法院判决为APP商标侵权
提供经济损失计算范例
【案情摘要】 北京人人车公司系36类第

16069876号“人人车”商标权利人，北京人人车
旧机动车公司及天津人人车公司系普通被许可
人。三原告发现，某舫公司在各大应用市场大
量上传假冒的“人人车”APP，某估公司通过某
舫公司的假冒“人人车”APP进行线下交易行

为，致使相关公众混淆，误以为该假冒“人人车”
APP为原告正版APP。被告的上述行为致使原
告遭受极大的用户流量损失，减少了用户在原告
人人车平台的交易机会，给原告造成了较大经济
损失。被告某某信公司系侵权APP储存手机的
出售方，构成共同侵权。故原告以侵害商标权及
不正当竞争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停止侵权、消
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在互联网商业模式

下，使用服务商标作为销售商品的APP名称能够
起到标识服务来源的作用，且经过长期使用具有了
一定知名度的商标更容易被消费者识别。本案中
被告明知原告人人车公司的APP名称使用了原告
注册在先的“人人车”商标，仍在其开发运营的APP
名称上使用相同商标，存在侵权的主观故意。被告
在自己开发运营的APP名称上使用了“人人车”商
标后，原告APP的上架量、通过APP销售的商品销
量明显下降，造成了原告较大的经济损失。法院参
考原告为宣传“人人车”商标投入广告费用及原告
从事的互联网二手车经纪服务的商业模式特点，酌
情确定了“人人车”商标为原告经济收入的贡献率
为30%以上，进而酌情确定了原告的经济损失赔偿
数额。故法院判决被告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赔偿
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9800000元。
【典型意义】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原告承

担的举证义务较重，且客观上很难取得满足法定
证明标准的证据，造成原告诉请被告承担的赔偿
数额很难计算，法院酌情确定的赔偿数额偏低，且
难以弥补原告实际的经济损失。本案中双方当事
人均是互联网二手车行业内知名企业，区别于传
统商业模式，双方通过线上APP和线下居间服务
结合作为销售商品的主要渠道。因此APP在应用

市场的下载量和企业的收入呈正相关。原告提交
了被告侵权期间APP在应用市场的下载量数据，以
及同期的市场交易量和服务费数据。判决中准确
认定了原告服务费断崖式下降与被告侵权行为具
有因果关系，还计算出被告侵权期间的服务费损
失，并参考原告的行业特点和APP广告的巨额投入
确定了商标的贡献率，最终得出原告仅在苹果应用
市场中的服务费损失数额便高达9800多万元，以此
酌情确定了原告的经济损失，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
求。该判决为法官计算互联网行业中因APP侵权
造成当事人的经济损失提供了较好的参考和范例。

典型案例：举证不能
承担侵害网络传播权后果
【案情摘要】 中央电视台为《舌尖上的中国》

《国家宝藏》《大国崛起》的著作权人，其将著作权相
关权利授权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独占行使，央视
国际网络公司将其经中央电视台授权的、在全世界
范围内独占享有的对中央电视台享有著作权及相关
权利或获得相关授权的所有电视频道及其所含之全
部电视节目，通过互联网电视业务模式向公众传播、
广播、提供之权利以独占许可形式授予未来电视公
司行使。微某公司是微某电视的制造销售企业，原
告公证的被控侵权事实显示，在微某电视机中，微某
公司运营的“微某电视”上经搜索、点击，可直接播放
涉案《国家宝藏》节目。从外在表现形式看，尽管选
择并点击相应节目后，页面有加载过程中的缓冲提
示，但缓冲后的页面并无来源网站的网络地址，整个
播放过程也没有出现跳转链接的情况。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原告就其所主张被告实

施了提供涉案作品的行为，已完成初步的证明责任，而
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实施的仅为链接服务，其
虽提交了公证书、技术说明，但该组证据系为诉讼取证
需要重新上架作品后的技术演示公证，该行为与本案
被控侵权行为非同一行为，不能证明两者作品来源方
式相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可以认定被
告未经原告许可，在其运营的平台向公众提供涉案《国
家宝藏》节目的点播服务，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
时间和地点在线观看涉案节目，侵害了原告享有的涉
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应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因侵权所致的实际损失，亦未举
证证明被告因侵权所获的利益，考虑涉案节目的知名
度、被告的注意义务等因素酌定赔偿数额。天津市滨
海新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赔偿未来电视公司经济损失
及合理开支共计200000元。2019年12月，天津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中，很多被告

会抗辩其提供的仅是链接的网络服务，因此判断该抗
辩是否成立便成为此类案件的重点。判断网络服务
提供者是直接提供作品内容，还是提供链接服务的基
本原则：链接服务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动设置与其他网
络服务提供者的网络地址、名称、标识、网站首页、网
页的链接，正确、完整、清楚显示被链接网页原貌的，
应当认定为链接服务。如果直观判断无法直接得出
是否系链接服务，则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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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间速递

619公里解决百姓“急难愁盼”
——武清区大力建设现代综合道路交通体系促经济惠民生

新农村关注

六埠“雪乡”

迎八方游客

乡村走笔

■本报记者 陈忠权
通讯员 励维竹张巳初吴奕君

■本报记者王音

蓟州区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模式

日前，东丽区德锦里社区志
愿者为辖区寒冬中坚守岗位的
环卫工人送去保温杯等生活用
品，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
温暖。

本报记者刘玉祥
通讯员 翟鑫彬摄

本报讯 (记者 陈忠权 通讯员 曾子
益 杨天宇 湛洋）为保护农村生态环境，
变废为宝，蓟州区积极推进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成效显著。2020年，全区畜禽粪
污总量140余万吨，农家肥、肥水资源化利
用130万吨，综合利用率达92.9%。
截至2020年年底，全区571家规模

养殖场、养殖小区全部实施粪污治理
工 程 ，粪 污 处 理 设 施 装 备 配 套 率
100%，治理比例100%。政府加大政策

资金支持力度，累计投资 33322.62 万元，
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通过种
养结合，对畜禽养殖固体和液体粪污进
行资源化处理与综合利用，提高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率。

坚持种养结合、农牧结合循环利用的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模式，打造种养循环示
范场36个。积极推广优质经验，引领畜牧
养殖业绿色循环可持续发展，持续释放生
态效益。

超万人的小区，直达市区的公交车少；为减轻城区103国道交通压力，急需
建东外环线路；619公里国省干道和区乡道路需精细化科学化养护。

武清区地处京津黄金走廊，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百姓出行对道路交通需求
越来越高。为此，武清区委、区政府积极谋划，统筹部署，主动作为，攻坚克难，下
大气力重点解决百姓“急难愁盼”，打通道路交通的赌点、痛点，建成了安全、绿
色、便捷、高效的现代综合道路交通体系，促进了经济增长，方便了百姓生活。建公交场站

破解小区公交出行难题

新年伊始，武清区下朱庄龙湾城片区广贤公
馆附近出现了一个新的公交车场站。

地面全部采用混凝土浇筑，平坦坚固，面积
2500平方米，场站四周建了蓝色围栏，还建有两
处办公用房，用来进行车辆调度等，周边道路通
畅，接驳十分便利。

武清区交通局运管所李洪波介绍，建这个场
站，目的就是让更多公交车开进龙湾城小区，方便
百姓乘坐公交车到达市区。目前该场站已基本建
成，只需配套搞好自来水、电力、灯光等建设，本月
底前就可投入使用。

武清区下朱庄龙湾城片区位于外环线北侧
10公里，分布着十几个小区，常住人口超万人。
虽入住多年，但这里开往市区的公交车少，再加上
原来的看房临时公交班车停运，百姓乘坐公交车
到市区遇到很大困难。

李洪波介绍，为方便百姓顺利出行，武
清区交通局急百姓所急，首先联手下朱庄
街选定了一个临时停车站，然后积极协调
市公交运营部门，将 770 路公交车线路引入
龙湾城片区，配备了 2 部公交车，每日运营

16 车次，填补了该地区没有开往市区正式公
交车的空白。

770路公交车虽然开进了龙湾城片区，但由
于临时停车场站面积小，造成770路车辆较少，居
民们迫切希望有更多的公交车开进来，班次加
密，缩短候车时间。这就急需兴建一个大型公交
场站，但由于多种原因，下朱庄街道提供场站地
块有困难，遭遇赌点。武清区交通局作为牵头单
位，主动作为，不等不靠，主要负责同志亲临一
线，在片区多次勘查，并多次召开现场办公会，最
后终于确定了场站地块。

接下来，双方合作又紧锣密鼓规划具体建
设方案，明确场站归属、出资方，扫清了一切施
工建设障碍，得以顺利施工。武清区交通局还
第一时间跟市公交运营部门沟通，实时提供施
工进度等信息，确保场站建设一次性达标并高
质量建成。

李洪波介绍，目前他们已经与市公交车运营部
门达成协议，将增加车辆、加密班次，在龙湾城片区
增设9处停车站点，彻底破解这一片区百姓出行乘
车难题。

攻坚克难
确保东外环尽快通车

随着地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武清区杨村城区
103国道通行压力逐年增大，为此，武清区政府实施
了东外环线拓宽工程，分流大货车，缓解城区段交通
压力，这是一项重大惠民工程，备受当地百姓关注。

日前，记者在现场看到，整条东外环线拓宽分成两
段：嘉河道到杨六公路段；杨六公路段到京津公路段，
其中，嘉河道到杨六公路段已全部完工，双向6车道，
平坦宽阔，还安装了3层钢结构防撞梯和绿色防炫
板。为严防夏季高温和冬季冬雪带来的不利影响，施
工人员在路面铺设的材料中添加了相关材料，可降低
炎热天气路面温度、自动融化冬季道路冰雪，百姓出行
更安全、更舒适。

雍阳集团工程队项目指挥部负责人陈开成介绍，
东外环线拓宽施工线路全长14.65公里，任务已完成
80%以上，仅剩下杨六公路段到京津公路段的北京排

污河大桥没有完工，目前正在积极兴建当中，整条道路
预计今年7月全线通车。
在北京排污河大桥施工现场，20多名工程技术人

员坚守在一线，在寒风中对大桥桥墩、桥面等进行精确
测量和认真观测，为加快施工进度商议最佳建设方案。
陈开成告诉记者，这座大桥全长333米，是东外

环线拓宽的关键部位，为确保大桥坚固，他们采取多
项先进的施工手段，113根桥墩直径达到1.2米，平
均高度达到4.2米，钻入河底深度超过4米，目前大
桥施工任务已完成70%，预计今年6月全部建成，不
耽误全线7月正式通车。

步步精心
保全区619公里道路畅通

6日上午，在武清区大碱厂镇附近一条道路上，一辆
货车突然自燃，熊熊烈火上的浓烟遮蔽天空。众人赶紧
用水灭火，条条水柱浇在车体上，大火被扑灭了，但由于
寒潮来袭，残存在路面的积水迅速结冰，形成了480平
方米冰带，如不及时清除，将给通行车辆带来极大安全
隐患。冰面必须立即铲除，绝不能影响交通。武清区
公路养护服务中心党总支一致行动，带领所属公路站
工作人员全员立即上岗除冰，大家不怕严寒，在光滑
的冰面上一块一块地铲除。经过2小时奋战，终将冰
面全部清除，过往司机频频颔首称赞。
8日中午12点，趁河西务镇境内北运河桥上车

辆特别稀少之际，5名养护人员立即上桥，用吹风机
等工具对准桥梁前部的一块伸缩面板，对其沟槽进
行清扫，里面的树叶、尘土逐渐被清除掉。河西务公
路站站长梁鹏介绍，如果对沟槽的杂物垃圾不及时
清扫，就会严重影响伸缩板的伸缩，进而影响整个大
桥的路面安全。
武清区公路养护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刘国介绍，

道路养护需步步精心，夏天需及时排水，冬天更要快
速清雪，绝不能让雨雪长时间浸泡路面；日常要及时
填补道路坑洼，浇灌道路裂缝；对道桥重点保护，保护
好行道树等，这是一项系统工程。目前武清区道路养
护总长度达到619公里，在他们精心养护下，原本8
年要大修的道路延长到14年，并依然保持完好，节省
了建设资金，确保了道路正常通行，2020年，在全市
同行业评比中，武清区路况养护成绩获得第一名。

刺激的冰雪滑梯、多彩的旋转
木马、有趣的雪地碰碰球、热情的民
俗舞蹈……新年伊始，西青区辛口
镇第六埠村成了一片欢乐海洋。随
着生态六埠第二届冰雪节拉开帷
幕，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在冰
雪世界里体验自然生态，享受别样
冬日乐趣。
第六埠村党委副书记倪国志

介绍，本届冰雪节，第六埠村打造
了200余亩的冰雪乐园，几十种
丰富有趣、互动性强的雪地游戏
项目，让游客尽情地在雪地中“撒
野”。今年还扩大了冰雪乐园规
模，增加了多个亲子互动的游戏
项目。比如，雪地碰碰球、气垫蹦
床、雪地摩托等，还有欢乐套大
鹅、冰上爬犁等带有农家特色的
项目，吸引不同年龄段的游客。
放眼望去，整个冰雪场地一

片欢腾。年轻的游客偏爱刺激冒
险的冰雪滑梯，乘着充气轮胎从
长长的滑道“疾速”而下，引得体
验者惊叫连连；孩子们喜爱趣味
雪圈、冰雪滚筒，肆意在雪地中自
由打滚、堆起雪人、打雪仗，与卡
通玩偶一起拍照互动。不远处传
来欢快的锣鼓声。村里文艺队队
员们穿着喜庆的服装，敲起欢快
的锣鼓，扭起火热的大秧歌。
“这里的雪场面积大，玩的项

目也多，特别适合带孩子来。跟
孩子滑雪、打雪仗，感觉像回到了
自己小时候。”从市区慕名而来的
陈女士笑着说道。
倪国志介绍，游客们玩累了，

可以到农家特色美食街饱餐一
顿，品尝第六埠村出品的水稻。
这里有香喷喷的小站稻，有鲜美
的鱼汤，都是原生态。有吃有玩，
家长孩子都快乐。
1月底，第六埠村还将举办

第一届生态六埠冬捕节，弘扬当
地的渔猎文化。冬捕节集捕
鱼、赏鱼、尝鱼为一体，其间将
设置头鱼竞拍会、趣味捕鱼比
赛等，计划从1月20日持续到2
月3日。

志愿精神
温暖寒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