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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院发布2014年度烟台市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

受受理理知知产产案案333300件件，，商商标标案案占占一一半半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张琪 通讯员 旷翔宇 )

在世界知识产权日(4月26日)

来临之前，烟台市中级人民
法院23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布了2014年度烟台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例，还发
布了《2014年度烟台市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据介
绍，去年烟台市中院受理知
产案330件，是2002年受理数
的十十几几倍，同比2013年增长
15 . 8%，呈现出数量快速增
长、商标案比重大、结案方式
以调撤为主等明显特征。

朋友同事闲暇之余去
KTV唱唱歌，是大家日常生
活中经常有的娱乐行为，但
MTV作品未经权利人许可
是不允许公开放映的，我们
在包房里点唱的歌曲可能就
未被授权。这种行为，其实就
是侵犯知识产权的典型代
表。2014年，市区一家KTV被
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
会起诉。理由就是未经其许
可，以营利为目的公开放映
其MTV，侵犯其放映权。最
终，法院依法判令该KTV经
营者赵某立即停止侵权，从
曲库中删除侵权作品，赔偿
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
会经济损失5万元。

在十大案例中，还有大
酒店侵权使用“五粮液”商
标、烟台某商贸公司未经
VMI荷兰公司许可侵害VMI

荷兰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等
案件。

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
《2014年度烟台市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白皮书》显示，2014

年烟台中院新收一审知识产
权案件329件，二审知识产权
案件1件，总计330件，比2013

年上升15 . 8%；审结一审知识
产权案件329件，二审知识产
权案件1件，总计330件，比
2013年上升20%。

从受理知识产权案件的
类型上看，2014年受理专利
权属纠纷51件、专利侵权纠
纷18件、著作权纠纷77件、商
标专用权纠纷158件、不正当
竞争纠纷1件、技术合同纠纷
5件、商业秘密纠纷1件、特许
经营合同纠纷1件、其他案件
18件。

从审结知识产权案件的
类型上看，2014年，审结专利
权属纠纷51件、专利侵权纠
纷18件、著作权纠纷73件、商
标专用权纠纷158件、不正当
竞争纠纷5件、技术合同纠纷
6件、商业秘密纠纷2件、特许
经营纠纷2件、诉前保全15

件。
从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结

方式上看，2014年，判决方式
结案64件、调撤方式结案243

件、其他方式结案23件。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副

院长梁明对案件调撤率高的
原因进行了解释。“一方面在
于知识产权法官对案件调解
的重视和努力。另一方面则
主要在于近年来，烟台中院
通过不断加大知识产权审判
的司法保护、司法公开和宣
传力度，知识产权裁判公信
力不断提高，以致当事人对
自己的案件结果能够在法院
裁判前就获得较稳定的预
期，从而在法官的指导下，多
数人能在裁判前理性地选择
达成和解。”

梁明介绍，从2002年受
理知识产权案件20余件到
2014年受理知识产权案件330

件，市中院受理知识产权民
事案件数量一直呈持续增长
趋势，企业知识产权存量持
续增多，企业和社会重视知
识产权的研发、协作和保护
的意识正进一步增强。

KTV点唱歌曲侵权

2014年，市区一家KTV被中国
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起诉。理
由是未经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
理协会及上述著作权人授权，以营
利为目的，公开放映其MTV，侵犯
其放映权。

烟台中院经审理判令KTV经
营者赵某立即停止侵害中国音像
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享有的涉案
100首音乐电视作品放映权的行
为，立即从其曲库中删除涉案的
100首音乐电视作品，并赔偿中国
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经济损
失5万元。

五粮液商标被侵权

五粮液是我国著名的高端白
酒，其知名度高，广受欢迎，五粮液
公司也享有第160922号“五粮液”
等多个注册商标专用权。烟台某大
酒店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
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
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
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
标。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在发
现烟台某酒店的这一行为后诉至
法院。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第五十七条规定，“未经商标注册
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
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
近似的商标的”，构成侵权。烟台中
院经审理判决该大酒店停止侵权，
赔偿经济损失。

商贸公司涉外侵权

VMI荷兰公司是全球知名的
橡胶轮胎机械生产商，在我国注册
了第G1063799号VMI、第G746143

号VMI商标。VMI荷兰公司主张烟
台某商贸公司大量销售标有VMI

荷兰公司注册商标VMI标识的产
品，使消费者误以为是VMI荷兰公
司产品，严重侵害了VMI荷兰公司
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烟台中院经审理判令烟台某
商贸公司立即停止侵害VMI荷兰
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一切行为，
并赔偿VMI荷兰公司经济损失20

万元。

专利权纠纷案

张树锋为专利号为ZL20 0 9
20236977 . 8、专利名称为“改进的铝
型材护栏”的专利权人。张树锋主
张，烟台某置业有限公司在其开发
的楼盘项目上安装使用了大量由
山东某装饰配套有限公司提供的
与自己上述专利所描述技术特征
及功能相同的护栏产品。为此，将
上述两被告诉至法院。

烟台中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所
涉及的被控侵权产品没有覆盖涉
案专利权利要求具有的全部必要
技术特征，没有落入涉案专利的保
护范围，张树锋关于两被告侵犯专
利权的主张不能成立，因此判决驳
回张树锋对烟台某置业有限公司、
山东某装饰配套有限公司的诉讼
请求。

诉前行为保全案

申请人龙口中宇汽车风扇离
合器有限公司、龙口中宇机械有限
公司因被申请人龙口市某技术公
司侵犯其200920029608 . 1实用新型
专利权，于2014年4月28日申请，要
求诉前责令龙口市某技术公司停
止生产、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的行
为，申请人提供现金200万元予以
担保。

烟台中院经审理认为，龙口中
宇汽车风扇离合器有限公司、龙口
中宇机械有限公司的申请符合法
律规定。依照规定裁定被申请人龙
口市某技术公司停止生产、销售被
控侵权产品的行为。

本报记者 张琪 通讯员
旷翔宇

案例精选

保护知识产权
烟台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把

保护知识产权作为服务企业发
展重点，深入工厂生产车间，认
真了解商品工艺流程、标识防伪
技术等情况。去年以来，他们先
后破获侵犯知识产权案116起，捣
毁制假售假犯罪团伙79个，抓获
犯罪嫌疑人187名，收缴各类假冒
伪劣商品390余万件、生产加工设
备277台(套)，涉案价值约12 . 5亿
元。图为经侦支队民警在威龙葡
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调查走访。

通讯员 徐忠 记者 张
琪 摄影报道

法院：

重重视视加加强强诉诉前前保保全全
让让旁旁听听庭庭审审成成为为市市民民的的生生活活方方式式
本报记者 张琪

《白皮书》中，除了对案
件数量、构成、特点等的分析
外，还有案件之外法院进行
司法保护的重要举措。市中
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
庭长任广科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提到了诉前临时措施的重
要性。

“由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的隐蔽性、多发性等特点，知
识产权权利人调查取证存在
很大困难，对于可能由于证据
本身原因或因证据持有人毁
损、转移、隐匿、篡改证据等原

因，发生证据灭失或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烟台中院及时依
职权或依当事人申请采取证
据保全措施来固定和保存证
据，保障案件事实的查明。”任
广科说，法院还重视和加强行
为保全。在知识产权纠纷发生
后，法院就该纠纷作出终局判
决之前，为防止侵害行为继续
给知识产权权利人造成不可
弥补的损害，根据权利人的申
请，依照法律规定，烟台中院
积极采取行为保全措施，责令
被诉侵权人临时停止被诉侵
权行为，从而及时保护权利人
的利益。

此外，在知识产权审判中
贯彻以“陪审为原则、不陪审
为例外”的原则，全面落实人
民陪审员制度。任广科介绍，
2014年共有200余起案件由人
民陪审员参加审理，充分发挥
人民陪审员的参审作用。

任广科还说，2014年，烟台
中院审理的所有知识产权案
件，除依法不公开审理之外，
全部公开审理。对于典型案
件，多次邀请大学教授、专家
学者、企业代表和知识产权从
业者旁听庭审，努力“让旁听
庭审成为市民的一种生活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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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案件同比增一倍

2013年受理著作权案件38件，
2014年受理77件，数量增长了一倍
多，占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总体比
重从13 . 24%上升到23 . 33%，增长了
10个百分点。

7成案件以撤诉、调解方式结案

2014年烟台中院审结的知识产
权案件中，有73 . 63%的案件是以撤
诉、调解方式结案。

2014年新收案件330件，比2013年增加15 . 8%

商标案件占比最大

虽然2014年中院受理的商标案
件数量，从2013年的208件下降到158

件，比重从72 . 47%降至47 . 88%，但商
标案件仍占全部知识产权案件的
最大比重。

据悉，去年受理的商标案件涉
及红双喜、苏泊尔、五粮液、康恩
贝、珍视明、六神、黑方、红方、VMI

等国内外知名商标，大多数商标侵
权案件均发生在商品零售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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