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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现， 知识产权司法也呈现出快速发展趋势。 2012
年， 全国各级法院共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近 9 万件,同比增长 45.99%， 案件类型几乎涵盖了知识产权所有领
域。 如何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 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新想法、 新思路， 其建议得到了最高
人民法院的重视和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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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审判的“升级攻略”

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法官来到拥有中国驰名商标的江苏万达特种轴承有限公司，与企业家进行沟通，现场解
难答疑，从源头上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孟大庆 摄

禁令之下 地方政府预算账本之谜
□ 叶 前

热点关注

建言献策

□ 胡毅峰

全国人大代表

尽快解决初任法官
培训专项经费问题

责任编辑 赵 刚

联系电话 ０１０－67550741
电子邮件 mzzk@rmfyb.cn
QQ群号 59261458

点睛之语

设立专业的知识产权法院不仅能

从司法保护体制上解决我国知识产权

保护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化解其纠纷解

决机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也能从实体
制度上推动我国知识产权整体向前发

展，为我国知识产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
的制度支撑，意义十分重大。

———全国人大代表陈丹

调研发现，现在许多企业都清楚了
解自主知识产权对于企业的技术秘密

及竞争力的重要作用，但企业面临知识
产权诉讼中取证难度大、诉讼时间长等
问题，严重影响了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
性，也不利于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

———全国人大代表潘皓炫

■审判机构更专业

据资料统计，2008 年至 2012 年，
全国法院共受理和审结知识产权民事

一审案件 245264 件和 237796 件 ，年
均增长率分别为 37.57%和 37.41%，是
历史上案件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案
件数量的激增给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带

来了新的挑战和压力。
目前， 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审判

体制大多是在法院内部设置知识产权

庭审理。 对此， 全国人大代表陈丹认
为：“这种模式存在知识产权审判效率
低、审判标准不统一、知识产权案件的
整体性和统一性相分离等弊端。 尽管
近年来我国法院试点将知识产权民

事、 行政和刑事案件集中于知识产权
庭审理， 但长期遗留下来的问题以及
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的弊端， 单靠
这样的试点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 ”

他以广东省的情况为例说， 广东
法院自 2004 年以来知识产权一审案
件受理量连续六年居中国首位， 新型
案件和疑难问题不断涌现。 涉及知识
产权案件如果分散在刑事、民事、行政
审判庭分别处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也造成诉讼成本的增加， 这要求知识
产权审判必须在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方

面找到新思路、新办法。
“建议在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

较为发达的地区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

院。 广东在全面总结珠海知识产权法
院工作的基础上，在广州、深圳、中山、
东莞等珠三角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设

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 ”陈丹代表说。
针对陈丹代表的建议， 最高人民

法院在回复中说， 陈丹代表较为准确
地概括了现行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体制

存在的弊端，符合现实情况，所提建议
具有针对性和合理性， 并组织专人进
行了认真分析和研究。

“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是适应
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的必然要求，是
统一司法标准的必然要求， 是优化司
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的必然要求，已
经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一致选

择。 ”该建议的承办人之一、最高人民
法院民事审判三庭法官朱理介绍说，
自 2008 年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明确将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作为国

家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以来， 最高人
民法院对建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必

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深入研究。
2012 年 12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

院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

会议作了 《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
作的报告》，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高度关注和支持。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认为， 在当前人民法院知识产
权民事、行政和刑事审判“三合一”的
试点工作取得良好效果的基础上，应
通过顶层制度设计来推动知识产权审

判体制创新， 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专门
法院的问题应提到议事日程。

2013 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将建立
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纳入 《关于深化司
法体制改革的建议报告》，并呈报中央
有关部门。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对知
识产权专门法院的设立模式、 组织架
构、编制选址、人员组成、职能分工等
问题进行研究。 并拟根据地方知识产
权审判情况和实际需要， 在一些经济
较为发达的地区进行知识产权专门法

院试点，以探索专门法院运行机制，不
断积累经验， 为未来知识产权专门法
院的正式设立打好基础。

近期发布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 健全技术
创新激励机制, 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

院。 这意味着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体制
新的变革，正式列入了改革路线图。

■审判机制更健全

自中国加入WTO 以后， 许多企
业都清楚了解自主知识产权对于企业

的技术秘密及竞争力的重要作用，积
极申请专利、商标等。但申请获得专利
权及商标权后， 不少企业在有效地保
护知识产权并依法维权方面却碰到许

多问题。
“尤其是中小企业，在知识产权诉

讼中面临着取证区域跨度大、 耗费时
间多、费用支出高、取证难度大及诉讼
时间长等问题， 严重地影响了中小企
业运用法律维护自己合法的权益。”全
国人大代表潘皓炫说，“建议法院依法
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对侵权行为
予以及时、严厉的打击。 ”

该建议的承办人之一、 最高人民
法院民事审判三庭法官周云川介绍

说： “对于知识产权诉讼案件， 我国
的三大诉讼法已经具体规定了审限时

间， 实践中人民法院也是严格按照法
律规定审理案件。 近年来， 人民法院
高度重视和十分强调提高审判效率，
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尽量缩短案件审理

时间 ， 使权利人的权利及时得到救
济。 ”

由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审查判

断很复杂， 专业性很强， 在司法实践
中，一些法院根据自身情况，分门别类
进行知识产权审判“三审合一”试点工
作。

“‘三审合一’ 模式对知识产权审
判统一裁判标准、提高诉讼效率、保证
案件质量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最
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三庭负责人介

绍，“截至 2012 年底，全国共有 5 个高
级法院、59 个中级法院、69 个基层法
院开展了‘三合一’试点工作。 ”

除了审判机制的试点探索， 最高
人民法院还从统一知识产权授权确权

行政案件审理分工、 优化知识产权案
件管理布局、 健全专业技术事实查明
机制、 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多元纠纷机
制等机制入手，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

据了解，2011 年底， 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 《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
职能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

题的意见》，首次确立了“加强保护、分
门别类、宽严适度”的知识产权司法政
策, 把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政策、理念的认识和把握推到了一个新
阶段和高度。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通过每年定
期发布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

况（白皮书）、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
件年度报告、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10 大案
件和 50 个典型案例等司法文件和资料，
全面公开各类审判资讯，有效保障人民
群众知情权和监督权。

■保护意识更自觉

目前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存在行

政执法与司法两条救济途径。 潘皓炫代
表认为，多头管理 ，以致知识产权所有
权人不清楚此两渠道如何操作。 如何选
择更利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方式方法，成
为了企业在维权工作上的一道障碍。

“建议加强对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工
作人员进行培训，并在社会上加大宣传
力度，加强社会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认识。 ”潘皓炫代表说。

周云川介绍说：“近年来，人民法院
十分重视司法公开， 通过发布白皮书、
年度报告、典型案例等方式进行法制宣
传，提高社会知识产权意识 ，引导权利
人有效维权。 ”

据了解，2008 年至 2012 年，最高人
民法院先后发布了 16 件知识产权司法
政策性指导文件，制定了 7 个知识产权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
庭联合中国法院网建立了“中国知识产
权裁判文书网”， 上传了几万份知识产
权裁判文书，方便当事人查询 ，并产生
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除了传统的新闻发布会、发布案例
指导等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级地方
人民法院还采取多渠道加强法制宣传，
提高群众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度。

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左慧玲等 50 名犯罪嫌疑人被立
案侦查

日前， 湖南省检察机关根据前期调
查情况， 依法对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
主任左慧玲等 50 名犯罪嫌疑人分别以
涉嫌玩忽职守罪、 破坏选举罪立案侦查
并采取相应强制措施。

据了解， 对其他涉案人员的调查还
在进行中。

各地政协委员呼吁完善失独

家庭保障机制

据介绍， 目前中国失独家庭已超过
100 万， 并且每年以 7.6 万个左右递增。
一些失独者没有固定工作， 在丧失劳动
力后，面临着生计、治病、养老三大难题。

在各地召开的两会上，一些政协委员
表示，目前失独家庭可获得社保、奖励扶
助、特别扶助在内的多项资助，但扶助的
标准偏低，仅仅依靠现有的政策无法实现
老有所养。 委员们呼吁加强和完善失独家
庭保障机制，让失独家庭老有所依。

在青海省两会上，来自民盟青海省委

的政协委员建议，为失独家庭建立专项养
老保险制度。 建议政府加大与商业保险机
构合作，由政府投保，解决养老问题。

山西省政协委员陈改玲建议， 政府
应把建立和完善失独家庭保障制度列入

重要议事日程， 调查失独家庭的现状和
需求，积极探寻解决之道。

陈改玲说， 现行的政策对失独家庭
进入养老机构不仅有亟待清理的法律政

策障碍，还有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敬老
院只接纳无子女、无经济来源的“三无”
老人， 而且入住养老机构要有直系亲属
等监护人签署相关协议，否则入院费用、
生病、去世等问题无法处理。

初任法官(也称预备法官)培训是
法院教育培训的一个重要种类，属于
法官任职前培训，培训对象主要为通
过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具备拟任法官
资格和条件的人员。 这一培训旨在使
上述人员全面掌握审判工作的知识、
程序、方法和技能，实现自身职业能
力的整体提升，尽快适应未来审判工
作的实际需要。 严格初任法官培训工
作，既符合国家干部任前培训的基本
要求，又直接关乎到初任法官的业务
素质和职业技能，甚至直接关乎人民
法院的工作质量和司法权威。

目前， 全国法院系统符合法官任
职条件、 需要参加初任法官培训的人
员每年约在 1万人左右。 根据《法官培
训条例》的相关规定，预备法官培训时
间不少于 1年， 其中集中面授时间不
少于 3个月， 其余时间在审判岗位实
习。 由于预备法官培训周期较长，培训
费用开支较大， 导致此项经费支出成
为各级人民法院的沉重负担。 由于我
国初任法官培训没有专项经费予以保

障， 各地法院只能从自身业务经费中
列出一部分支出此项费用， 而法院自
身业务经费又普遍十分有限。

我们建议， 将初任法官培训经
费统一纳入中央财政预算体系之

中，由中央财政全额拨付解决。据我
们了解， 初任法官培训所涉费用主
要是集中面授期间产生的食宿费、
培训费和资料费， 而初任法官培训
实习阶段基本上不另外产生费用。
因此， 以全国法院每年培训初任法
官 1 万人， 集中面授培训时间 2 个
月计， 按照目前各地集中培训经费
支出的一般标准， 全国预备法官每
年的培训费用约需要 1.2 亿元。

新疆是反分裂、反恐怖斗争最前
沿，周边地区局势复杂多变。 随着对
危害国家安全、暴力恐怖势力打击力
度不断加大， 维稳形势虽逐渐好转，
但境内外敌对势力不甘心失败，以侵
害无辜群众为目标的暴力恐怖案件

仍时有发生，严峻的反分裂斗争形势
使得新疆法院的警务保障工作较内

地法院任务更重、标准更高。
日常工作中我们的重点是维护

审判秩序，保证法院安全。对进入人
员进行登记、验证、安检，对来访人
员进行疏导，对闹访（堵门）人员进
行劝阻， 对妨碍法院工作人员正常
办公或威胁法院安全的人员进行制

止。在执行押解任务时，我们的重点
是保证被押解人安全顺利的提押和

还押，保证审判顺利进行，防止在押
解过程中出现的车辆事故， 劫持被
押人的情况。 在敏感时期和特殊时
段， 我们由专门人员组成防暴队进
行备勤，以防和处置突发事件。我们
不仅要防止罪犯脱逃、自伤、自残，
还要重点防范：1. 恐怖势力伺机拦
截行刑车辆，偷袭武装护卫人员；2.
聚众围堵行刑现场，企图干扰、破坏
处决任务；3.暴力杀害押解人员，试
图帮助死刑犯逃脱等。 因此从人员
素质、警力配置、保障经验等方面目
前都很难达到标准。

在完成法院安全保卫和庭审保

障工作中，经常出现人员短缺、保障
标准降低等情况，在处置突发事件和
执行重大任务时，不借助武警、公安
就难以完成， 尤其是在刑事审判保
障、死刑执行、特殊时间段、敏感时期
的值班，更使各级警队在职能履行上
出现漏洞和不足，甚至安全隐患。

全区各级警队现有法警 852
人 ，占全区法院人数 （11316 人 ）的
7.5%。 按目前新疆法院总体人数上
升 2 至 3 个百分点， 法警人数便可
增加 340 人，共计 1697 人，便可使
整体保障工作得到改善。 因此建议
新疆法院司法警察编制数量由最高

人民法院规定的 12%提高到 15%。

□ 乃依木·亚森
全国人大代表

增加新疆法院司法
警察人员编制数量

书记省长出国每年只 1 次， 取消一
般性公务车， 不准上鱼翅燕窝不准进高
消费餐饮场所， 接待陪餐不超 3 人……
按照中央要求， 各地密集出台了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的详细规定。 最近在地方两
会上亮相的新一年地方“三公”经费和行
政经费预算， 与往年相比数字上有一定
降幅。 然而，与公众的期望相比，却幅度
不大。

“三公”经费未现大幅压缩
20 多个省市区陆续召开两会。 从各

地公开的政府工作报告和财政预算报告

中可以发现，今年“三公”经费预算均有
所下降。其中，广东、北京、湖北下降超过
10%，山东、江苏、青海等降幅约 5%。

过去一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制定了
“相当严苛” 的公务消费文件规定， 吃、
住、行、游无一例外不受限制，细化到连
额外洗漱用品都明文禁止， 可以说是事

无巨细。
这一系列规定出台后， 关注公共财

政和“三公”消费的学者曾估算，若按规
定执行，各地新一年的“三公”经费会有
大幅下降。

然而， 随着各地财政预算报告的出
炉，这一乐观的预期面临较大落差。

经人代会通过的广东省本级“三公”
预算显示，2014 年因公出国 （境） 支出
5641 万元， 较上年下降约四分之一；公
车经费从 5 亿元降到 4.35 亿元，其中还
有 4000 多万元用于购置新车；公务接待
费支出 2.58 亿元，比上年的 2.89 亿元略
有下降。

连续担任两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陈舒

表示，“三公”及行政经费每年压缩 5%是
中央政府多年的承诺和要求。 从今年各
地方两会传递的信息看，“三公” 经费的
压缩比例与往年相比， 并没有额外突出
的力度。

近 5 年的数据显示， 从 2010 年到
2014 年，广东三公经费预算一直有所下

降，其中 2012 年降幅为 13%，与今年的
压缩比例相当。 多名广东省人大代表在
审查预算草案时说，“三公” 经费预算是
有压缩，“但没有预期的那么大”。

制造“假节约”还是纵容浪费
面对 “严格执行公务消费规定，‘三

公’经费预算是否有更大的压缩空间”的
提问， 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曾志权说：“压
缩空间最主要考虑的是适度问题， 要确
保正常的公务活动运转。 这个不是大与
小的问题，而应该根据实际需要，在节约
原则下安排支出。 ”

过去一年， 在中央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的带动下，一些地方的“三公”经费的
实际支出数比预算数要少。 广东省财政
厅在预算审查座谈会上披露，2013 年省
级“三公”经费与年初预算相比，应有所
结余。

这在部分地方已公开的决算中也得

到印证。 2012 年广东省级“三公”经费实
际支出 8.63 亿元， 相对预算结余 1600

万元。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北京，2012
年市本级“三公”支出决算数为 10.1 亿
元，比预算少花了 1.1 亿元。 如此看来，
撇开其中的奢侈浪费，“三公” 支出的实
际需求是小于预算安排的。

每每地方晒“三公”决算时，总能看
到“节约多少”云云。公众费解的是，因为
预算松，给多了自然有结余，何来节约？
实际支出不需要那么多， 为何不直接在
预算中砍掉？

长期关注预算公开的吴君亮说，类
似的节约只能说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打

“小算盘”。按公务消费新规，实际支出还
会大幅削减， 那么预算更需 “宜紧不宜
松”。“这样相对宽松的预算约束，因为不
愁没钱花，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纵容’‘默
许’公款乱消费。 ”

应设立公务消费支出标准

对政府“钱袋子”而言，“三公”经费
只是个小头 ， 占同级财政支出总额约
10%的行政经费才是大头。 大到政府楼

堂馆所、公务人员工资福利，小到水电煤
气。 以广东为例，2014 年省级行政经费
预算 100.7 亿元，“三公”经费只占 7.4%。

毫无疑问，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管住公款吃住行游， 中央和各地均制定
了细致的文件规定。然而，一方面账本约
束尚未同步， 另一方面公务支出财政管
理还不够精细，一些地方“应付了事”“依
然故我”的情况还比较严重。

应制定并公开严格的公务消费预算

支出标准。一些地方已开始探索，如去年
广州在晒账本的同时，公开了公务车、公
务接待和因公出国的人均标准： 每辆车
每年 3.7 万元，吃饭每人次 100 元，出国
每人次 5 万元； 浙江温州市则将公务接
待餐标限制到每人每餐 60 元。

中山大学公共预算学副教授牛美丽

说，设立公务消费支出标准，便于社会进
行量化监督。更重要的是，能够精准地按
此编制“三公”经费预算，真正做到按公
务实际需要列支， 而不是在往年的基础
上人为压缩一定比例。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