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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知产审判护佑“智慧之树”果满花香
本报记者 闫继勇 本报通讯员 祁云奎

在创新型省会城市实现跨越发展的脚步中，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动作为，将“工匠精神”融入审判

工作，坚持以“精耕细作”为主线，以“精品案件”和“普法宣传”为两翼，努力打造知识产权审判“一体两翼”格局，

推动了济南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跨越性发展。

“精耕于内，外秀于形”。在谈到济南中院知识产权审判取得骄人成绩的奥秘时，该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孙永

一用了六个字进行概括：“专业、专注、专家”。

打造知产审判“梦之队”

十四起精品案例的奥秘

讲好知产审判“好故事”
济南法院审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

均在千件以上，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
长中。

如何将这些案件的审判“好故事”
传播出去？济南中院有他们的理念：

“办案就是宣传，宣传就是办案。”
2004 年起，济南中院每年都要

在“4 · 26世界知识产权日”召开新
闻发布会，发布全市法院审结生效的

“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件”，这一做法
已经坚持了14年。“每次发布的典型
案例，都是驻济各大媒体争相宣传报
道的亮点！”一位太阳能制造企业的
老总这样说。

2018年 4月 26日，田越洋一行 4
人来到济南品牌包装设计龙头企业济
南红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走访调研。
在调研中，办案法官深入企业生产创
作一线，了解包装设计的研发过程，
认真听取企业版权保护方面的司法需
求，对企业如何进行有效的版权保护
进行指导。“雪中送炭！”该公司董事
长刘建晖对济南中院知识产权法官的
司法服务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寓普法宣传于司法服务中，在司
法服务中树立良好的法治形象，多年
来，济南中院坚持这一做法，风雨无
阻。抓住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进行普
法宣传，是济南中院开展知识产权审
判宣传的一大特色。

亲属过生日，济南市民廖某购
买了一束鲜花相送，并在朋友圈分
享，却引发了一场著作权纠纷诉
讼。前不久，济南中院这起“微信
朋友圈著作权纠纷案”刷爆了朋友
圈，更登上微博热搜榜。济南中院
二审认定涉案花束能够作为美术作
品中的实用艺术受到著作权保护，
但廖某将花束拍照后上传到朋友
圈，其受众仅限于特定群体，并未
侵犯出售者的著作权，故判决驳回
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案的判决结
果在济南中院官方微博推送后，当
天就获得了百万的阅读量。

近年来，济南中院充分利用传
统媒体和新媒体，围绕讲好济南法
院知识产权审判好故事、好典型、
好经验，在全国各级主流媒体刊发
了 3270 余篇 （条） 报道，拍摄制作
了《与智慧同行》《法槌上的梦之独
家豆浆机》 等一系列微视频和公益
广告，同时在 《济南日报·法院周
刊》《山东商报·拍案法官故事》和
济南电视台 《现在开庭》 开办“济
南法院知识产权审判专栏”，用典型
案例和法官精彩的办案故事来演绎
法治精神，努力让济南知识产权审
判故事走进千家万户，在扩大办案
效果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社会
舆论的认同。

2017 年 9 月 29 日，济南知识产权
法庭在山东济南正式挂牌成立。该法
庭实行跨行政区划管辖模式和知识产
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三合一”审判
体系，积极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抓住知识产权
法庭成立的良好机遇，按照“让审理者裁
判，由裁判者负责”的要求，积极探索和
完善新型审判运行机制，规范设置业务
流程，高起点定位和科学配置审判团队，
进一步加强审判监督制约，知识产权审
判实力得到极大的增强。目前，按照新
的办案模式，济南知识产权法庭已经建
立了由刘军生、李宏军和颜峰带领的3个
审判团队，配备了9名员额法官，9名法
官助理，9名书记员。在3个审判团队员
额法官和法官助理中，拥有法律硕士研
究生学历的人员比例达67%以上。

同时，在收案数量连年增长、案件
疑难和复杂程度不断加大的现实背景
下，济南中院坚持“精耕细作”理念不动
摇，眼睛向内，苦练内功，强力打造“精
品案件，专家法官”的“梦之队”。在实
现从全省审判“数量第一”到“质效第
一”的跨越中，该院“6 大机制引领”发
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一是以制度创新引领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作为实施知识产权“三合一”
审判机制改革的试点法院，济南中院
在审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方面，充分
发挥自身在知识产权权利认定、侵权
比对方面的专业优势，按照“确权——
侵权——定罪”的审理思路，对侵犯商
标、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作
出准确的犯罪事实认定，有力打击了
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维护了市场经济
秩序。同时，该院积极推动基层法院
知识产权审判管辖的布局调整，目前
已有 2 家基层法院经最高法院批准，
成为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跨区域管
辖基层法院。

二是以外联机制形成知识产权司
法与行政保护合力。济南中院与公
安、检察院开展业务交流沟通，统一刑
事司法认定标准；参与全市打击假冒
伪劣、侵犯知识产权专项行动，以及行

政处罚与刑事司法衔接共享平台建设
工作；开展专利行政及司法保护讲座，
对侵犯知识产权产品的认定问题给予
司法指导。

三是平等保护涉外案件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济南中院通过加大证据保
全力度，方便域外权利人及时有效固定
证据；通过贯彻全面赔偿原则，保障域
外权利人依法获偿；通过依法保护域外
商标品牌，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通过构建知识产权立体保护格局，让域
外权利人从中受益；通过把握诉求化解
纠纷，促进各方利益共赢。

四是以调研促进审判能力提升。
济南中院积极参加国内外的知识产权
高端论坛，开拓国际视野。多名法官走
进山东大学、齐鲁工业大学、山东政法
学院等大专院校，开办知识产权审判业
务讲座。该院还承担了最高法院司法
研究重大调研课题《新形态创新成果的
知识产权保护研究》和山东省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的调研》。在繁忙的审判工作之余，该
院多名法官在《人民司法》《证据科学》

《科技与法律》《中国知识产权审判研
究》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并在全国法
院学术研讨会等会议上获奖，提高了济
南知识产权法官的知名度，涌现出多名
能兼办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
的复合型法官，以及学有所长、术有专
攻的专家型法官。

五是以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促进案结事了。济南中院以“法治六
进”活动为载体，以人民调解、行业调
解、专业调解组织为依托，做好诉讼与
非诉讼渠道的相互衔接，为当事人提供
更多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

六是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新旧
动能转换战略提供司法保障。为进一
步拓宽知识产权审判研究领域，济南
中院与驻济高校联合设立“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理论研究基地”，聘请各领域
专家组成技术专家咨询委员会，与国
家知识产权局山东代办处搭建了司法
查控平台，为审理专利案件的财产保
全和专利法律状态查询工作开通绿色
通道。

人们对李宏军这个名字也许知之
甚少，但他审理的“宏济堂制药”诉

“宏济堂连锁”商标纠纷案却是家喻户
晓。李宏军秉承“认清历史、尊重历
史、传承历史”的审判思路，不仅让
两个“宏济堂”达成和解，也促成了
一段“同根同源，共谋发展”的商界
佳话，审判结果得到了包括两个“宏
济堂”在内的社会公众一致认同。

济南中院将“精耕细作”理念作
为一条主线始终贯穿案件审理全过
程。2015以来，济南中院坚持案件审
理“无缺憾”、“黄金品质”，共审结知
识产权案件4776件，审结案件数量位
居全省法院第一。

“很多法官都是知识产权审判业务
方面的专家！”在谈到这些年知识产权
审判取得的成绩时，济南知识产权法

庭庭长田越洋感慨道。她所说的“专
家”，正是审判业务上的“庭柱子”、

“骨干”，他们所审理的“精品案
件”，同时也联系着一个关于“精耕
细作”的魅力故事。

法官颜峰就是这样一个“庭柱
子”。这位出生于 1976 年的员额法
官，现在是“颜峰审判团队”的负责
人。他审理的重庆沃克斯点火枪专利
案，既充分维护善意终端使用者的交
易安全，又有效引导专利权人打击侵
权源头，兼顾了权利人利益和他人合
法权益，入选了 2016 年度中国法院
50 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件；另一起德
生食品厂诉广州康赢食品公司侵害商
标专用权纠纷案，体现了在商标侵权
诉讼中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应用与贯
彻，也入选了中国法院 50 件典型知
识产权案例。在繁忙的审判工作之
余，颜峰还在《法律适用》《人民司
法》《人民法院案例选》等发表论文
及案例数篇，并有多篇论文、调研报
告、案例分析在各类评选活动中获
奖。

出生于 1974 年的员额法官、研
究生、“刘军生审判团队”负责人、
济南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军生，曾
参与审理了山东省首例植物新品种纠
纷案和首例诉前禁令案。他审理的

“乾豪公司经营合同纠纷案”，由于准
确把握特许经营合同“冷静期”条款
内涵，对推动规范特许人与被特许人
的权利义务、促进特许经营商业模式
的健康有序发展发挥了重要积极意
义。此外，他担任审判长审理的曹彬
诉乾豪公司特许经营合同案、李袁燕
诉亿家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案，分别
入选 2012、2013 年度中国法院 50 件
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这个名单可以列的很长。济南知
识产权法庭的9名员额法官都有代表
自己审判水平的“精品案例”和“代
表作”。济南中院大力实施“精品战
略”，以“精品庭审”、“精品文书”、

“精品案例”这“三个精品”促审判
质效提升，先后审理了中国重汽、茅
台、东阿阿胶、天猫、小米、西湖龙
井、宏济堂老字号等知名品牌案件，
微信朋友圈著作权案、点火枪专利侵
权案等一大批新类型以及创新适用法
律的案件。2012 年以来，济南法院
先后共有 14 起知识产权案例入选中
国法院年度案例或被最高法院作为指
导性案例予以发布，其中连续6年共
有7起案件入选中国法院50件知识产
权典型案例，每年入选“山东法院十
大知识产权审判典型案件”的数量亦
在全省法院名列前茅。

盛方奇 制图

打造知产审判“梦之队”

济南中院抓住知识产权法庭成立的良好机遇，
按照“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要求，积
极探索和完善新型审判运行机制，以 6大机制引
领，坚持“精耕细作”理念不动摇，强力打造“精
品案件，专家法官”的“梦之队”

济南中院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围绕讲
好济南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好故事、好典型、好经
验，在全国各级主流媒体刊发了 3270余篇 （条）
报道，用典型案例和法官精彩的办案故事来演绎法
治精神，努力让济南知识产权审判故事走进千家万
户，在扩大办案效果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社会
舆论的认同

讲好知产审判“好故事”

十四起精品案例的奥秘

2012年以来，济南法院先后共有14起知识产权
案例入选中国法院年度案例，或被最高法院作为指
导性案例予以发布，其中连续6年共有 7起案件入
选中国法院50件知识产权典型案例，每年入选“山
东法院十大知识产权审判典型案件”的数量亦在全
省法院名列前茅

韩城工贸集团有限公司：韩城市工业供销公司诉你公司返还财
产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韩城市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审理。 [陕西]韩城市人民法院

红河云牛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云南多喝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云
南宏浩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云南科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林悫、吴惠
敏：本院受理原告长城国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红河云牛乳业
有限责任公司、云南多喝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云南宏浩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云南科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林悫、吴惠敏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方式均无法向你们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并定于送达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11
时在本院二楼2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则依法缺席判
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方波：本院受理王学刚诉你与江西良益建筑有限公司建设
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人江西良益建筑
有限公司的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我院领取上
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山东]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孟碧军、戴剑：上诉人云南古龙珠宝集团有限公司、彭文华就
(2016)云31民初62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上诉状副本，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副本，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
依法审理。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张桂琳：本院受理上诉人龙芳因与被上诉人刘志杰、刘泽玉、刘
志艳及你股权转让纠纷不服管辖权异议裁定提出上诉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上诉状、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材料。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管华军：本院受理原告斯德生与被告管华军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有关法律
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681民初6572号案件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传票、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原告管华军起诉要求：判令
被告返还原告借款本金20万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实
际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
内。提交证据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30日内。本案由审判员
杨秀丽、人民陪审员斯梦洁、黄潮娜组成合议庭，审判员杨秀丽担任
审判长，定于2018年8月24日10时20分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进行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诸暨市人民法院

丽江龙行户外旅游文化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丽江馨雅缘餐饮管有限公司诉被告丽江龙行户外旅游文化产品
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
云0721民初171号案件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云南]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唐仕贤：本院受理原告张定琼诉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广南县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生效裁判文书上
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云南]广南县人民法院

田所卫：本院受理原告盘玉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应诉
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材
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答辩期满后，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平
远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云南]砚山县人民法院

夏欢：本院受理原告马吉军与被告云南璋凯杰源建筑劳务
分包有限公司、夏欢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送达后第3
日上午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师宗县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师宗县人民法院

秦小虎：本院受理原告柏小兰与被告秦小虎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节假日顺延)
在师宗县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云南]师宗县人民法院

宁波新顺通橡塑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云南云维飞
虎化工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花山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曲靖市沾益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9日作出（2018）京0105强清10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林志强提出的对被申请人北京享受斯
贝瑞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的申请，同时指定北京市
嘉逸田破产事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为北京享受斯贝瑞管理顾问
有限公司清算组。北京享受斯贝瑞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债权人应
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清算组（通信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珠
市口东大街1号新阳商务楼C座4层；联系电话：010-67092392）
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清算财产分配完
毕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北
京享受斯贝瑞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北京享受斯贝瑞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负有清算义务的责任人应妥善保管
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清算组移交北京享受斯贝瑞管理顾

问有限公司主要财产、印章、账册、重要文件。如逾期未移交或上
述财产及重要文件毁损、灭失导致北京享受斯贝瑞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无法清算，北京享受斯贝瑞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股东、实际
控制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8年4月28日，本院根据申请人上海瑞新恒捷投资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北京青山诚志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
山诚志公司”）清算一案，并指定北京市嘉逸田破产事务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为青山诚志公司清算组。青山诚志公司的债权人应
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青山诚志公司清算组（通信地址：北京
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1 号新阳商务楼 C 座 4 层；联系电话：
67092392、67092391）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
以在清算财产分配完毕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青山诚志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青山诚志公司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青山诚志公
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负有清算义务的人员应妥善保管公司财
产、印章、账簿、重要文件等公司资料，并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向青山诚志公司清算组移交上述全部资料。如未按上述期限移
交或因上述财产和公司资料毁损、灭失导致青山诚志公司无法
清算的，股东及负有责任的实际控制人需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
条之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天津蓝川木业有限公司、天津红枫谷家具有限公司、李少华、张
相荣、李振龙、李惠萍：本院受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南开支
行诉天津蓝川木业有限公司、天津红枫谷家具有限公司、李少华、张
相荣、李振龙、李惠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南开支行申请执行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7）津
0104民初1526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津
0104执1807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
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天津喜士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方诉天津喜士多科
技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申请人王方申请执行天津滨海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高新区劳仲案

字【2016】第1165号裁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津0104执
1539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
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杨丽花：本院依法委托天津同章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杨
丽花名下坐落于天津市北辰区铁东北路与滦河道交口东北侧绿泊庭
苑5-8号房屋进行评估，已作出津同章房评字[2018]第035号评估报
告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
议，自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
本院将依法将上述房屋进行拍卖。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牡丹江市弘宇市政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于
2017年 9月 4日裁定受理对天合石油集团汇丰石油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并于2017年9月7日指定天合石油集团汇丰
石油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作为管理人。2018年5月14日，
天合石油集团汇丰石油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人以上海天合石
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天合石油集团汇丰石油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的情形为由，向本院申请对上海天合
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实质性合并重整【全国企业破产重整
案 件 信 息 网 http://pccz.court.gov.cn/pcajxxw/pcgg/ggxq?id=
8D62E6AE888DFF9A478DECE1B854A4A2可查阅《关于申请批准
天合石油集团汇丰石油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天合石油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合并重整的报告》】。天合石油集团汇丰石油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与上海天合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股东等利
害关系人对实质合并重整申请有异议的，应当自公告之日起7日内
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应的证据。（邮寄方式：中国邮政
EMS特快专递，通讯地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西三条路339号
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邮政编码：157000；联系人：刘宇琨，
联系电话：0453-6377089）。为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保护各债权人和
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本院定于2018年5月29日上午8时30分在黑
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召开听证会。参加听证会的
利害关系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件。利害关系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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