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知
识产权保护状况（2019年4月至2021年3月）》和
典型案例。天津知识产权法庭于2019年4月1
日起正式履职办案，至2021年3月31日，共受理
案件5313件，其中2021年1季度受理案件1182
件。案件中著作权案4090件、专利案399件、计
算机软件案221件、商标及不正当竞争案179件，
其他案件424件（包括知识产权刑事案件4件、行
政案件3件）。
案件呈现以下特点：持续增长态势明显，

2020年收案较2019年增加61.5%，今年一季度
收案远超去年同期；案件类型多样，知识产权“三
合一”审判的刑事、行政案件逐渐增多，新类型案
件不断出现，包括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纠纷、垄断
纠纷、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纠纷，涉及互联网黑灰
产业、诱导分享的不正当竞争纠纷以及涉及域
名、软件应用市场的著作权纠纷等；技术类知识
产权案件以及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占一定数量；众
多案件涉及知名作品、知名企业、知名商标。
两年来，知识产权法庭创新工作机制，实现

以创新保护创新——技术事实查明创新，率先
引入技术调查官制度，聘任了涵盖机械、光学、
电学、通信等技术领域共计16名技术调查官，制
定《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工作规则》，技调
官全程参与案件，协助法官准确、高效查明技术
事实，办案质效大幅提升；庭审方式创新，率先
推广在互联网线上开庭模式，制定《在线庭审规
程》，规范在线庭审活动，两年来，采用互联网方
式开庭询问的案件超过千件，极大地方便了当
事人参加诉讼；协作机制创新，与专利审查天津
中心，市知识产权局、滨海新区知识产权局两级
行政机关及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滨海新
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两级保护中心分别建立了
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机制，并在工作中积极落实，
形成全方位保护合力。

■典型案例一：
专利申请权到底该归谁

【案情摘要】崔某曾作为公司技术研发人员
参与并完成公司拥有的脉冲涡流扫查技术成果
的研发。崔某离职后创建新公司，从事与原公司
相同技术领域的技术服务与技术研发，并在劳动
合同终止一年内作为发明人，以新公司名义申请
发明专利并获得授权。原公司认为，诉争专利的
技术方案与崔某在原公司任职期间承担的本职
工作或者分配的任务密切相关。因此，崔某作出
的诉争发明创造属于职务发明创造，其发明专利
申请权应归原公司享有。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
诉争发明专利申请权属于原公司。
【裁判结果】虽然劳动合同中记载崔某系

销售人员，但诸多证据证明其工作内容包括相
关技术问题研发，且其作为发明人申请的诉争
专利技术与其在原公司工作期间的本职工作及
工作任务所涉及的技术领域相同。技术方案依
据的基本技术原理、采用的主要系统架构、工作
流程为崔某在原公司工作期间所熟知的技术原
理、系统架构和工作流程。崔某在与原公司劳
动关系终止后一年内作出的诉争发明创造，与
其在原公司承担的本职工作及公司分配的任务
密切相关，属于职务发明创造，该职务发明创造
申请专利的权利依法属于原公司。一审法院判
决确认申请号为201710872279.6的发明专利
申请权属于原公司。
【典型意义】对于离职后的发明创造是否构

成职务发明创造，认定的思路包括：诉争发明创
造是否在离职后一年之内作出；明确在原单位的
本职工作内容；明确原单位分配的任务内容；诉
争发明创造本职工作及单位分配的任务是否相
关。本职工作的具体内容是此类案件认定的前
提，一般情况下会以劳动合同为证据。但是司法
实践中经常遇到，劳动合同对劳动者的工作职责
约定过于宽泛，或者约定的职责和实际承担的工
作内容不同。此种情况应当以实际承担的工作
内容为准，不能机械地引用劳动合同的条款，劳
动合同并非认定本职工作和分配任务的唯一证
据，应当结合劳动者的实际工作内容进行认定。

■典型案例二：
同一行为无必要不认定驰名商标
【案情摘要】百度在线公司于2001年注册

“百度”文字注册商标。百度商务酒店在其经营

的酒店店面招牌、酒店内设施上使用“百度商务
酒店”等字样，并在“携程网”“去哪儿网”等使
用，提供订房服务。百度在线公司认为，百度商
务酒店恶意注册包含有“百度”文字的企业名
称，给公众造成混淆，并且在酒店的企业标识及
宣传资料中对“百度”文字商标进行了突出使
用，其目的在于利用百度在线公司的市场信誉
及声望，误导公众，使得公众误认为二者存在某
种联系，进而选择入住。该行为既侵犯了百度
在线公司的商标专用权，又属于不正当竞争行
为。故诉至法院请求认定百度在线公司所持有
的“百度”文字商标为驰名商标，并判令百度商
务酒店立即停止其侵权行为并赔偿损失及合理
支出共计300余万元。
【裁判结果】“百度”二字经百度在线公司

多年使用宣传，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已经达到与
百度在线公司紧密联系的状态。百度商务酒店
将“百度”二字作为其企业字号，并将“百度商务
酒店”使用在其店面招牌及店内设施物品上，将
导致消费者对百度商务酒店的商品和服务的来
源产生混淆，足以引人误认为百度商务酒店与百
度在线公司存在特定联系。百度商务酒店主观
上有利用“百度”商誉的过错，客观上会借助“百
度”作为百度在线公司注册商标所累积的声誉，
其行为会造成市场混乱，构成不正当竞争。故应
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关于驰
名商标认定问题，对于涉及驰名商标与企业名称
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如果被告的同一行为在不
认定驰名商标的情况下，依照相关规定仍然能够
制止的，则没有认定驰名商标的必要性。本案
中，针对百度商务酒店的侵权行为，已依照其他
相关法律规定，判决其停止侵权。故对于同一行
为无必要再通过认定驰名商标的方式进行再次
评判。一审法院判决百度商务酒店立即停止不
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150000元。
【典型意义】近年来，在大量企业名称与商

标权权利冲突、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中，原告往
往都是基于不正当竞争、驰名商标认定等多项权
利基础主张权利。本案在原告同时主张认定驰
名商标和不正当竞争的情形下，严格遵循驰名商
标认定的因需认定原则，适用驰名商标认定的必
要性前置审查，在认定被告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并判令被告停止侵权的情况下，已实现制止被告
侵权行为的效果，没有再认定驰名商标的必要
性。排除无需进行驰名商标认定的情形，对于
平衡商标权人与他人利益、防止权利滥用、规范
企业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的竞争秩序具有重要
意义，对同类案件的裁判具有参考意义。

■典型案例三：
短视频平台企业应提高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案情摘要】天津字节跳动公司经权利人
许可，获得涉案录音制品《CHU DESU!》的信息
网络传播权及维权权利，该录音制品在“抖音短
视频”平台上深受用户喜爱，使用该录音制品作
为背景音乐录制的短视频已超过三百万条。
2019年2月，天津字节跳动公司发现在某APP
及网站上有《CHU DESU!》传播，用户可以播放
并使用该音乐录制短视频。天津字节跳动公司
请求判令其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
失100000元及合理开支45000元。
【裁判结果】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音乐制作

委托协议》及《音乐版权注册证书》显示，涉案录
音制品权利人为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字节跳动公司经其授权，享有涉案录音制品
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及维权权利。北京某公司、华
某某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许可向用户
提供了涉案录音制品，构成直接侵权。用户使用
涉案录音制品录制短视频并上传至APP及网站
后，公众可观看并播放前述短视频，二公司构成
帮助侵权。故一审法院判决立即停止侵权并赔
偿天津字节跳动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
100000元。二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并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被告二公司提供涉案制品
供用户通过下载、浏览的方式获得使用，未提交
证据证明涉案制品系用户上传，其未经权利人
许可为用户提供涉案制品构成侵害涉案制品的
信息网络传播权；且明知使用涉案制品制作的
短视频侵权，在收到权利人的删除通知后，仍继
续为侵权用户提供网络存储服务，与实施侵权
行为的用户构成共同侵权。二审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在平台上向用户提供音乐、滤镜

等服务供用户制作短视频已成为短视频平台维系
用户黏性的重要渠道与方式。目前，随着短视频
平台的蓬勃发展，平台间“网络搬运”的行为屡见
不鲜，并广受权利人诟病。对未授权的视听作品、
录音、录像制品直接切条、剪辑、搬运、传播的“搬运
行为”，构成侵害作品或制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互联网短视频平台企业应加强著作权保护意识，
严格规范经营行为，充分履行审查义务。短视频
平台在运营过程中，既能直接向用户提供录音制
品，又能为用户使用该制品制作的短视频提供存
储服务。在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制品系用户上

传的前提下，应认定平台直接向用户提供录音制品。
在提供存储服务时，应在收到权利人删除通知后，对
存在侵权可能的短视频及时采取删除、断开链接等必
要措施。互联网短视频平台企业的主要商业竞争资
源就是点击率高的视听作品、录音、录像制品，而且这
些作品、制品知名度高、点击下载浏览的用户众多，因
此围绕这些商业竞争资源的侵权行为较多。互联网
短视频平台企业对平台中经营者、用户的监管缺失，
或者自身经营不规范，会导致侵权行为频发甚至泛
滥。因此，互联网短视频平台企业要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正确引导网络经营者、用户的行为，为营造晴朗的
网络空间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本案对规范短视频
平台的运营及审查义务、强化互联网环境的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典型案例四：
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刑事责任
【案情摘要】被告人魏某某网购大量印有“太太

乐”“家乐”“皇品”等注册商标的包装袋、包装箱等，并
从批发市场购入大量廉价鸡精、鸡粉、味精，将其拆分
后重新包装，后将这些印有“太太乐”“家乐”“皇品”等
注册商标的产品向多家商店销售牟利。
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市场调查员向公安

机关报案，民警发现大量印有“太太乐”“家乐”“皇
品”等商标的鸡粉、鸡精、包装袋、包装箱及生产设
备等物品，遂扣押。后将魏某某传唤到案，魏某某
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截至案发，魏
某某非法经营数额为40368.85元。
【裁判结果】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魏某某的

行为属于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
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行为。魏某
某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
40368.85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假冒注册商
标罪。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犯假冒注册商标罪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法院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魏某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0元；缓刑考验期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缓
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缴纳）；对本案中所扣押的假冒注册
商标商品、制造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机器设备、工
具、原材料、包装，以及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所
用的手机依法予以没收。
【典型意义】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认

罪认罚从宽是一项重要刑事司法制度。在一般知识
产权犯罪案件中，被告人可能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以下刑罚且社会危害不大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
用的范围较广，本案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魏某
某将其他品牌的廉价鸡精等调味品拆分后装入印有
“太太乐”等商标的包装袋中，法院认定这种行为属
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权行为。本案对犯罪行
为准确定性，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对商标权和食
品安全的保护作用，打击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犯罪
行为，维护市场正常秩序。同时，按照“罪责刑相适
应”原则，根据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认罪
态度等情节，判处相应刑罚，也遵循了宽严相济的刑
事司法政策，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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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生态绿廊里”

乡村走笔

■本报记者陈忠权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杜洋洋
通讯员张红李海燕

枝头花正好 田野春意浓
——静海区着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静海区着眼于发展特
色农业，不断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让广大农民通过产业兴旺致富，实
现乡村振兴。

发展现代农业产业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抓手，也是拓宽农民就业增收的
重要渠道。

设施农业“钱景”好

春风和煦、绿意盎然。眼下，在静海区
沿庄镇天地人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温室
大棚里，甜瓜、豆角、西红柿等果蔬陆续成
熟进入采摘期。随处可见的繁忙景象，不
仅丰富了百姓的“菜篮子”，也鼓起了种植
户的“钱袋子”。

温室大棚内，一串串饱满、香气扑鼻的
甜瓜挂满瓜蔓，种植户段玉祥正忙着用推
车将采摘好的甜瓜分装，丰收的喜悦溢于
言表。

据了解，肥沃的土壤、优质的水源
以及合作社立体栽培、水肥一体化等
种植技术的应用，不仅有效降低了生
产、管理的成本，也使得种出来的果蔬
品相优、口感好，得到广大市民的认
可。未来，合作社将继续优化种植管
理模式，培育、引进新品种，在丰富市
场供应的同时积极开拓市场，更好地
助力百姓增收。

据介绍，近年来，沿庄镇以发展特色农
业产业为突破口，主动求变，不断提高土地
产出效益。截至目前，全镇总耕地面积
95000多亩，其中设施农业大棚占地580
多亩，拥有的108家农业专业合作社，为当
地百姓就近务工提供了便利，有效助力农
民增收。

灼灼桃花春意闹

迎着明媚的春光，记者来到台头镇
的李兄庄园。此时，技术人员正在查
看桃树的生长情况。据技术人员介
绍，眼下是桃子的最佳疏果期和坐果

期，在桃树的管理上非常关键，要根据
桃树的长势和天气情况，进行精细化
管理。

据介绍，李兄庄园从 2015 年开始
建设，目前种植 200 亩桃树，主要以黄
油桃、春雪等精品桃树为主。近年来，

李兄庄园实施精细化管理，严把果品质
量关，用质量换效益，不断夯实精品化
发展路子，在果品销售市场中赢得一席
之地。
为了保证果品质量，他们严格按照标

准进行疏花疏果，用质量换产量。“如果不
进行疏果，桃的亩产量可达五千公斤左
右，疏果后亩产会控制在一千五到两千公
斤。虽然产量降低，但是桃子的品质、口
感都会提升。”李兄庄园的运营经理宋媛
媛介绍说。
2017年，不断得到市场认可的李兄庄园

决定扩大种植面积，品种的选择成为进一步
发展的关键。
“我们以嫁接的方式来代替新品种桃树

种植。桃树嫁接是个技术活儿，嫁接的母本
和选择的枝芽直接关系到后期果品的质量和
效益。我们选择1年的桃树作为母本，从成
树上选择叶芽去嫁接，从肥料、根系生长到树
木的成长全过程去精心管护。”宋媛媛喜滋滋
地说。
经过不断地摸索，他们成功嫁接2000株

桃树，从源头保障果品的质量。今年，第一批
新嫁接的桃树即将进入坐果期。

千亩梨花富农家

日前，静海区良王庄乡罗阁庄村三千亩
梨花盛装开放，果农们开始疏花工作，为后期
梨果高产丰收提供良好的条件。随风飘荡的
繁花预示着果农们的美好生活如花海一样似
锦绚烂。
记者看到，罗阁庄村三千亩梨花美而不

娇，靓而不俗，犹如花海随风荡漾。
在天津市树奇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

的果园里，果农们正在为果树疏花。被摘
下来的花瓣至纯至洁，漫天飞舞，犹如精
灵一般。
据了解，近年来，良王庄乡罗阁庄村通

过引进红香酥、玉露香、佛见喜、丑梨等新
品种，优质的梨果成为良王庄乡罗阁庄村
村民增收致富的“金蛋蛋”。
树奇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王树奇介

绍，这几年，合作社不断引进适合当地种植的
新品种，丰富合作社的梨果品种的同时，也让
市民们尝鲜儿。
据了解，良王庄乡罗阁庄村去年梨树

总产量约 700 万公斤，雪花梨、鸭梨等产
量较大的品种以批发为主，红香酥、玉露
香等高端品种以社区配送为主，通过线
上线下齐发力，罗阁庄的梨果效益非常
可观。
“合作社今年继续扩大社区配送的范

围，目前正在与三个社区的物业进行协
商。”树奇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王红蕊告诉
记者。
下一步，罗阁庄村将进一步拓宽线上销

路，同时加大与电商的合作力度，为果农们铺
好铺平致富之路。

杨柳依依，法桐如绿盖，银翘开满遍地黄花……暮春时节，
走进武清区杨村城区翠亨路西界渠西侧生态绿廊，这里已经成
为附近居民健身、娱乐、游玩的乐园，浓厚的绿意将人们带进一
个野趣自然的优美环境。

56岁的李女士笑着说，这里紧邻一条大马路，车多人多，环境
嘈杂，小区又很多，大家都非常渴望有一个绿色大公园，区政府及
时安排，在这里建设生态绿廊，施工部门精心设计、科学施工，将这
里建成了一个纯天然的带状大公园，很多居民整天“长”在了这里。

天津雍阳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副经理李志军介绍，2020年11
月，在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组织的2020年全国优秀绿化工程评选
中，该公司承建的翠亨路生态绿廊工程获得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科
学技术奖（园林工程奖）金奖。获奖原因是精心设计、科学施工。
以“城市森林”为主题，将自然野趣与精细园林相结合，呈现茂林修
竹、绿树成荫、繁花似锦、鸟语花香的绿化生态效果，打造集居民休
闲场所、生态防护功能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一体的多功能绿地。

记者看到，生态绿廊入口与居住区步行道无缝对接，特别方
便周边居民进入。居民刘强说：“从小区到这里只需5分钟，我
家其实就住在了这片生态绿廊里。我感到这个绿廊设计、建设
得特别好。你看，紧邻马路栽种的是高大的法桐、国槐等，瞬间
把外边的嘈杂隔离，大树枝叶繁茂，就能更好地防尘降噪，营造
了一个安静的绿色空间，居民更舒服。”

李志军说，生态绿廊设计还特别注重森林景观的塑造，充分
考虑植物的生态内涵，结合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武清区生态储
备林项目，建立集生态展示、游览等功能于一体，可持续发展的
森林生态系统，这要比普通公园植被更加丰富，形成了野趣、自
然的效果。另外，这里还栽植武清乡土树种，增加物种多样性。

行走在绿色生态绿廊，只见广场上铺的不是普通的混凝土，
而是黄色、绿色的彩色透水型混凝土，不但很漂亮，还可透水，下
雨通过地下管道进行雨水收集，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环
境效益。一位市民赞叹说，这种地面具有吸声降噪、抗洪涝灾
害、缓解“热岛效应”的作用，生态绿廊处处设计、建造得科学细
致,堪称民心工程样板。

五月的津城，青翠欲滴。宝坻区青龙湾自然保护区，绿树成荫，
吸引市民前来休闲放松。 通讯员赵新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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