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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5日讯(记者 胡
泉 通讯员 王琦) 25日，淄
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
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16
年以来，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
一审知识产权案件327件，其中
商标权案件130件。

发布会上，淄博市中级人
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王淑
玲说：“从近年来知识产权审判
呈现的特点来看，专利案件占
比增大，主要涉及了全市陶瓷、
机械行业的实用新型、外观设
计专利和化工行业的发明专
利。同时，案件类型也一改过

去以关联商业维权案件为主
流的特点，案件类型从专利、
商标、著作权、不正当竞争等
侵权纠纷不断扩展到网络著
作权、特许经营、民间文学艺
术、企业名称、网络域名、地
理标志、特殊标志等领域，新
型案件和技术含量较高的案
件明显增多。”

据统计，2016年以来，全市
法院共受理各类一审知识产权
案件327件，其中，受理一审知
识产权刑事案件2件，一审知识
产权民事案件325件。民事案件
中，涉著作权案件89件、商标权

案件130件、专利权案件84件；
审结323件，其中判决89件，调
撤195件，调撤率为60 . 37%。

王淑玲还表示，为依法公
正保护淄博本地自主创新，自
2014年开始，淄博中院制定出
台了企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联
系人制度，采用企业定岗一人
与法官一对一联系方式，由责
任法官向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法
律咨询、信息交流、法制宣传、
纠纷预警等司法服务。记者了
解到，近两年来，本地企业作为
原告提起诉讼的案件已占收案
总数的40%。

本报讯 近日，张店区第
八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第一届

“三玉窗业杯”跆拳道邀请赛在
王东社区三玉文体中心顺利举
行。全区280多名小跆拳道爱好
者参赛。

小选手们在赛场上挥汗如
雨、敢打敢拼，赛出了风格、赛

出了水平。这次比赛为跆拳道
爱好者提供了一个技术交流及
展现自我的平台。

据了解，此次比赛是张店
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参赛人
数最多的跆拳道比赛，也是王
东社区践行全民健身行动的又
一次体现。 (郑丽娜 庞建军)

本报讯 为继承和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高广大青少年的国学素养，
近日，张店五中成功举办了

“国学小名士”经典诵读大赛。
近年来，张店五中积极推

进中华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

开展了传承中华传统美德、诵
读国学经典等一系列活动，把
经典诵读作为推动学校内涵
发展的重要载体，确立出具体
培养目标，让经典诵读与学生
的习惯养成、人文素质的培养
等有机结合，形成了具有学校
特色的发展亮点。 (王来)

淄博两年受理一审知识产权案件327件

专专利利权权案案件件占占四四分分之之一一，，占占比比增增大大

228800多多人人聚聚王王东东社社区区““比比功功夫夫””

张店五中：

开开展展经经典典诵诵读读比比赛赛活活动动

本报讯 近日，张店五中
开展了防溺水主题安全教育，
提高学生安全防范意识。

连日来，学校为扎实开展
“防溺水”安全教育，通过主题
班会、国旗下讲话、队会、手抄
报等形式进行防溺水安全教
育，通过典型案例让学生提高

警惕。还向学生介绍自救知识，
严禁学生到河、塘、桥、低洼地
带等有溺水隐患的地方玩耍。

学校还向家长发放《“防溺
水教育”告家长书》，希望学生
家长履行好监护人的职责和义
务，与学校联手共同筑起学生
安全防范的长城。 (王来)

张店五中：

开开展展防防溺溺水水主主题题安安全全教教育育

本报4月25日讯(记者 胡泉
通讯员 王琦) 25日，淄博市

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10件知识
产权案件典型案例，其中包括源
德盛塑胶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原告）诉济南迪信电子通信技
术有限公司、张健（被告）侵害实
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等。

自拍杆是许多市民自拍的
好帮手，原告为专利权人，并且
目前该专利处于有效状态。但
原告却发现被告在市场上销售
的自拍杆不仅是“三无”产品，

而且该产品技术特征与原告专
利完全相同，侵犯了原告的专
利权，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
因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被告立即停止销售侵犯原告实
用新型专利权的“自拍杆”商品
的行为，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
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享有
“一种一体式自拍装置”实用新
型专利合法有效，任何单位或个
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
施其专利。而被告未经原告许

可，销售涉案被控侵权产品，其
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实用新型专
利权，依法应承担停止侵权、赔
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因此法院依
法酌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1 .1万元。

淄博中院公布10起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自自拍拍杆杆也也有有专专利利，，侵侵权权者者赔赔了了万万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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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词语听写赛 为使学
生养成规范书写汉字的习惯，
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日前，桓
台县起凤镇起凤小学举行“智
慧课堂词语听写”大赛。(王会)

举行法制教育 日前，沂源
县鲁村中学邀请律师事务所为
全校师生举行了法制教育报告
会。增强了师生辨别是非和自我
保护、自我防范的能力。(唐传成)

精彩大课间活动 本学期，
沂源县南麻街道北刘庄小学结
合自身实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大课间活动。为全面提升学生身
体素质奠定了基础。 (孙庆梅)

做好传染病防控 日前，沂
源县张家坡中心学校开展做好
春季传染病防控工作。定期对学
生宿舍进行消毒，为学生的健康
成长提供了保障。 (任晓寒)

. 家长进课堂活动 为丰富
幼儿知识，发挥幼儿家长职业资
源优势，近日，沂源县振兴路幼
儿园开展家长进课堂活动。活动
得到了家长的大力支持。（李欣）

开展植树活动 日前，沂
源县鲁村镇草埠中心小学开
展了“绿化环境从我做起”为
主题的植树活动。增强学生绿化
环境、保护环境的意识。(周洋)

开展防火安全教育 为有
效预防和控制校园火灾事故发
生，近日，沂源县历山街道鲁山
路小学开展了“春季防火安全
教育”班会活动。(王晗 高红)

开展安全排查 近日，沂源
三中邀请县第二消防中队官兵，
集中对校园内消防器材和消防
设施进行一次认真检查，以全面
消除各类火灾隐患。（江秀德）

重视师德教育 近日，沂
源县南麻街道中心幼儿园召开
了师德师风会议。旨在提高师德
修养，争做孩子喜欢、家长放心、
社会满意的幼儿教师。(亓永玲)

开展读书活动 世界读
书日之际，沂源县悦庄镇中心
小学开展了系列读书活动。
营造了和谐美好的书香校园
氛围。 (张仁春 万秀明)

为让学生养成“读好书、好
读书、读书好”的习惯，营造浓厚
的书香氛围，日前，高城学区中
心小学采取多举措丰富了教室
图书角。把学校图书室的藏书搬
到了班级中，还鼓励同学们把家
里的藏书带到教室。 (邵明国)

高青县高城学区中心小学：

丰富教室图书角

近日，张店第六中学“家
长学校”大讲堂再次隆重开
课。该校邀请了优秀家庭教育
专家巩玉梅老师为学校400余
名家长做了主题为《家校沟通

读懂孩子》的报告，赢得了全
体家长的极大认可。 (黄友珍)

张店六中：

家长学校大讲堂开课

为加强学校食品安全管理
工作，日前，朱台中心小学严格
按照《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
规范》的要求，严把食堂各种原
材料进货查验关，加强各个流
程的安全防范和日常监管，全
面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郭庆)

临淄区朱台中心小学：

加强食品安全规范管理

日前，朱台镇高阳小学开展
“爱护校园”系列活动。向全体师
生发出倡议书，举行师生签名活
动；倡导从点滴小事做起，为校
园的美丽添砖瓦；开展美在身
边，让学生寻找校园美活动，达
到学生爱护校园的目的。（李晓）

临淄区朱台镇高阳小学：

开展爱护校园活动

为保障师生健康快乐地
学习工作，日前，马尚一中

“五到位”做好春季传染病防
控工作。组织领导到位，宣传
教育到位，检疫制度落实到
位，环境卫生整治到位等。

(李娜)

张店区马尚一中：

做好春季传染病防控

近日，皇城二中举行了
“厉行勤俭节约，争做阳光少
年”宣誓签名活动。活动的目的
是让同学们明确认识到勤俭节
约是一种行为，一种责任，一种
义务，更是一种美德。打造“文
明、节约型”的校园。 (杜丽娥)

临淄区皇城二中：

开展共建节约型校园活动

近日，张店九中党支部开
展新《宪法》专题学习活动，组
织全体党员集体学习了新《宪
法》。要求全体党员不仅认真
学习宪法，还要遵守维护宪
法，掌握宪法知识，做到“以法
为镜”，“依法育人”。(商明珠)

张店九中党支部：

开展新《宪法》学习活动

日前，历山街道教体办建立
网络教研工作平台，面向辖区教
师进行以备课研讨为基本形式
的网上教研。任课教师借助平台
发布教学设计，参与教学思路、
教学方法、教学重难点等交流和
研讨，发表观点。（崔国利）

沂源县历山街道教体办：

建立网络教研平台

为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增强
学生学习兴趣，近日，铝城一中
高中部召开“一卷多考”教学推
广研讨会。通过生物学科的教学
实验，从不同的方面阐述了“一
卷多考”、“一题多考”的优点和
具体的操作流程。（石小刚）

张店区铝城一中：

“一卷多考”教学研讨

近日，齐都镇中心校党支
部召开了民主生活会，中心校
班子成员、小学校长参会。首先
由中心校李成岗校长传达了区
教育局全面从严治党、校园安
全工作会议精神，并就校园安全
工作作了部署强调。 (刘明华)

临淄区齐都镇中心学校：

召开民主生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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