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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知识产权审判新闻发布会召开

55年年共共审审结结知知识识产产权权案案件件550033起起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李

孟霏) 23日，在威海中院召开
的知识产权审判新闻发布会现
场，记者了解到，自 2010年至
2014年，5年间威海市知识产权
案件呈现出直线式上升的态
势，共审结503起。其中，2014年
案 件数量 比 2 0 1 0 年 增 长 了
330%。

自2010年至2014年，威海
市共审结了503起知识产权纠
纷案件。其中，侵害著作权案件
245起，侵害商标权案件236起，

不正当竞争纠纷5起、商业秘密
纠纷4起、特许经营合同纠纷4
起、技术开发合同纠纷5起、技
术服务及转让合同案件各2起。
知识产权案件呈现出大幅度直
线式上升的态势，2014年案件
数量比2010年增长了330%。

在上述案件中，涵盖了知
识产权的创造、保护、运用和管
理的全过程，体现了司法在保
护知识产权方面日趋重要的作
用。在结案方式上，以调解、撤
诉方式结案365起，调撤率72%，

调 撤 案 件 的 即 时 履 行 率 达
100%。威海的知识产权审判始
终保持着“零错案、零投诉、零
上访”的记录。

目前，知识产权案件主要呈
现四个特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与企业创新之间的联系更加紧
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行业秩
序维护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与日常生活的
联系更加紧密；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宣传力度进一步加大。

据了解，2015年威海中院

将积极探索知识产权案件审理
新模式，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力度，降低维权成本，
提高侵权代价，以保障知识产
权人经济利益的充分实现；加
大与行政管理部门信息沟通力
度，强化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
协作机制，形成依法保护知识
产权的合力，加大对知名品牌、
驰名商标及高新技术产业的保
护力度；增强司法能动性，为培
植支柱产业、大型企业和知名
品牌搞好司法服务。

周六有场公益讲座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许君
丽) 4月25日(周六)上午9点，崔
克广老师和姜伟家长就《怎样学
得好考得好》进行一场精彩的公
益讲座，想参加的家长和孩子赶
紧报名吧。

崔老师是威海一中的数学老
师，曾经担任省数学改革负责人，
他发明的“五字教学法”在聊城市
得到推广。本次讲座地址在小商
品5楼507室，家长可短信报名，
李老师电话13361167705。更多
资讯欢迎加入修远润生QQ 群
162207196。

周六乐游团

体验绿色生态园

本报 4月 23日讯 (记者 刘
洁) 25日(本周六)上午，齐鲁晚
报小记者乐游团将带小记者们参
观大规模的无土立体栽培草莓种
植，食用菌、多种无公害蔬菜的生
长、种植环境，了解相关种植知
识，品尝无公害绿色蔬菜水果，亲
自喂食小兔子，现场写作。

本次活动设置两个集合点，
经区：蒿泊小学对面的“快乐起航
教育”中心，高区：电视台金螺号
幼儿园东停车场(快乐作文站)。
集合时间为 25 日 (周六 )上午 8
点，小记者须带笔和本。

活动名额为30人(包括家长
和小记者)，成本费50元，包含“快
乐作文”体验课、车费、饭费、活动
费等全部费用。小记者编辑姓名、
年级，写明家长是否陪同以及集
合地点发短信至18863177982报
名。报名成功的如遇特殊原因，不
能按时参加活动，请提前告知。

周日看奶牛品酸奶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陈乃
彰 ) 小记者们想近距离全方位
地认识了奶牛吗？想知道一包牛
奶究竟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想
免费品尝刚“出炉”的酸奶吗？4
月26日(本周日)，本报小记者体
验活动将带领小记者们参观威海
嘉盛乳业有限公司的牛奶加工
厂，奶场将赠送每位小记者一大
袋(10包装)酸奶。我们还将带领
小记者走进荣成市海洋科技馆，
领略到极地海洋世界的魅力。

该活动名额仅限45人，只接
受电话(18963173031)报名。活动
将收取每人10元车费，报名成功
的小记者请于4月26日上午8点
30分准时在市政府广场集合乘
车。活动结束后，小记者请将活动
感受整理成文，发送至电子邮箱
1021651475@qq.com。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李
孟霏) 在威海中院召开的知识
产权审判新闻发布会现场，威
海中院还公布了五起近年审理
的知识产权典型案例，这五起
案例不仅包括上千万的技术转
让合同纠纷，“光头强”、“阿
狸”、动漫形象侵权案，服饰特
许经营权案等，还包括一起威
海某公司与北京某高校申请撤
销仲裁裁决纠纷案，这也是威
海中院首次审理涉及专利权的

仲裁案件。
在这些案例中，“光头强”、

“阿狸”等动漫形象侵权案无疑
成为亮点。

威海某公司未经许可，
擅自销售使用《熊出没》中光头
强卡通形象的产品，被深圳华
强数字动漫公司起诉至威海中
院，经过 承办法官通过多次
与双方沟通，做调解工作，最终
将原告已诉的案件及准备立案
的案件达成了一揽子的和解协

议。而乳山某商厦未经北京某
公司的授权，擅自使用阿狸的
形象，销售“阿狸故事王”智能
学习机，被北京某公司起诉至
法院，要求该商厦停止侵权并
赔偿其经济损失等共计3万元。
经过审理，法院认定乳山某商
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此外，威海中院还公布了
威海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烟
台某公司技术转让合同纠纷，
威海某公司与北京某高校申请

撤销仲裁裁决纠纷案，谷某与
孙某、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
纷案三起案件，分别涉及合同
纠纷，专利侵权、加盟投资等案
例。

综合来看，这五起案件均
属于标的额较大的案件或者新
类型案件，对社会公众认识了
解知识产权审判，预防和避免
知识产权侵权、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具有普遍的警示教育意
义。

威威海海中中院院发发布布五五起起典典型型案案例例
“光头强”、“阿狸”等动漫形象侵权成新类型侵权案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冯
琳 通讯员 薛庆国) 新房过
户、抵押，前半段手续开发商就
能办理了！记者从23日的威海
房地产开发企业座谈会上获
悉，威海房产远程网上申报系
统已经投入使用。今后，房屋过
户、抵押业务办理前端延伸至
开发企业、金融机构，近半手续

可网上申报。
23日，威海房地产市场交

易管理处对184家房产开发企
业进行业务培训。开发企业学
习网上申报系统，并恶补新版

《商品房买卖合同》、测管分离
下业务衔接的业务知识。

据悉，威海房地产市场交
易管理处研发了开发企业、金

融机构远程网上申报系统，将
房屋过户、抵押业务办理前端
延伸至开发企业、金融机构。这
些企业和机构可以借助远程申
报系统进行房屋转移、抵押等
业务的远程网上申请，工作效
率提高50%以上。

会上，184家房产开发企业
还学习了新版《商品房买卖合

同》在具体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确保新版合同的顺利实行。同
时，威海房地产市场交易管理
处讲解了测管分离的情况下，
做好房屋测绘工作的衔接，以
及拆迁房回迁办证工作中遇到
的疑难问题，征求开发企业对
房屋登记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让开发企业少跑腿、少走弯路。

房房屋屋过过户户抵抵押押申申报报 企企业业上上网网就就能能办办理理
市区184家房企学新规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冯
琳 ) 眼下时值海米晾晒高峰
期，为保消费者“舌尖上的安
全”，23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生产稽查科走进荣成市人
和镇，对人和镇赵家庄村、顶
子前村、泊子村、山西头村等
地海米加工小作坊进行突击检
查。

当天，30余户海米小作坊
接受市食药监局“体检”。此
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
抽检小作坊进行取样，已于当
天 送 交 威 海市质 检 所 。一 周
后，检验结果将出炉。

此次抽检的目标是筛查海
米是否存在染色海米，在此次
检测范围内的染色剂有 5 种，
分别为：胭脂红、苋菜红、落日
黄、柠檬黄及苏丹红。前四种
属常规食品使用的染色剂，最

后一种属工业染色剂。为此，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生产稽
查科工作人员联合荣成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及人和管理所的
工作人员对人和镇456户海米
加工小作坊进行抽样式检查。
工作人员来到的第一站是荣成
市人 和 镇 赵 家 庄 村 。该 村 共
200余住户有60户海米加工小
作坊。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生
产稽查科科长孔繁志介绍，30
余家小作坊都通过检测。但为
确保结果精准，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对抽检产品
进行留样，“按照市价从小作
坊老板处购买一定量海米，之
后送给威海市质检所进行检
测。”

荣成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人和所李所长介绍，人和镇共

有 456 户海米加工小作坊，去
年以来，人和所工作人员与456
户小作坊负责人签订食品安全

承诺书。今年以来，人和所工作
人员已抽查 2 6 0 余个批次海
米，无一例染色海米出现。

市市食食药药监监局局抽抽检检3300余余海海米米作作坊坊
同时支招市民如何鉴别染色海米

周日来易物交友吧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许君
丽 ) 为给孩子们提供一个互惠
互利的平台，4月26日(周日)，本
报将举办小记者“以物易物”活
动。

活动将于4月26日上午9:00
在统一路小学(市立医院南)操场
举行，参加活动的小记者们须提
前准备3-5件家中闲置的玩具、
书籍、生活用品、手工艺品等，要
求成色较新，以健康实用为佳。

本次活动采用以物换物的方
式，不涉及金钱。活动期间，前进
社区的巧手阿姨们还会教孩子们
学习丝袜花的制作。参加活动的
小记者可拨打电话18863117299
报名，活动结束后,小记者们可将
此次活动感受等整理成文，发送
至电子邮箱352452319@qq.com。

小链接

如何辨别正常海米和

染色海米？

由于虾体本身带有一定
红色或橙色，所以不能断定凡

是发红海米及发黄海米都是
染色海米。但辨别仍有一定小
窍门：

1 .正常虾米红色不均匀，
由于虾体本身不均匀，所以晾
晒后的虾米应是部分红得明

显，部分不明显，不可能通体一
种颜色，而染色海米则易通体
颜色一样；

2 .将海米掰开辨别。正常
海米外表发红或发黄，但掰开
后，里面较白；染色海米掰开

后，里面也是红色或黄色；
3 .正常海米有一定弯度，

是由于活虾被煮过程中会弯
曲；染色海米通常是对死虾进
行染色以次充好，所以染色海
米大都全是直线虾体。

▲工作人员对抽检海米进行留样等待检测。 记者 冯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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