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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强就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提出要求强调

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
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举行
栗战书主持并作关于检查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本报青岛7月9日电 （记者 孙
航）第四次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
会议今天在山东青岛召开，会前，最高
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就知识产
权审判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知
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进
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努力为建
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有
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周强指出，知识产权审判是人民法
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顺利实施，事关社会主义
文化繁荣发展，事关服务国内国际两
个大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知识产
权审判工作。2017年11月20日，习近
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十九届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 《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
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为进一步加强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深化知识产权审
判领域改革创新指明了方向。近年
来，各级人民法院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服务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主导作用，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力度，创新完善知识产权诉讼制度，
设立专门知识产权法院和法庭，加强
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建设，不断提高知
识产权审判质量效率，依法审结一大

批具有重要影响的案件，为科技创新
和文化繁荣营造了良好法治环境。

周强强调，进入新时代，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更加凸显，知识产权审判事业迎来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更加繁重
的工作任务。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
落实 《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
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深入推进知
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
用，更好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
牢固树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的理念，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

作，有效遏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优
化科技创新及科技成果转化法治环
境。要深化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
完善案件管辖、证据规则、审理方
式、法律适用等知识产权诉讼制度，
加强知识产权法院建设，健全中国特
色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要深化知
识产权国际司法交流合作，立足司法
职能推动完善知识产权国际治理规
则，切实增强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的国际影响力。要强化工作保障，大
力推进知识产权审判队伍正规化、专
业化、职业化、国际化建设，不断提
升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能力和水平，
努力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
强国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本报北京 7 月 9 日电 （记 者
王 俏）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
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并作全国人大常
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大气污染防治
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常委会组成人员 167 人出席会议，
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栗战书在作报告时说，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一系列重大

战略思想，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
署，坚决向污染宣战，力度之大、措
施之实、成效之明显，前所未有。围
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指示要求，
5月至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大气污
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组分赴8个省区开
展检查，同时委托 23 个省区市人大
常委会开展自查，实现了执法检查全
覆盖。从法律实施的总体情况看，全
社会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明显增强，
大气污染防治的法治保障进一步强
化，依法推进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力度
不断加大，但还存在结构性污染问题
较为突出、部分配套法规和标准制定
工作滞后、大气污染监督管理制度落
实不到位、重点领域大气污染防治措
施执行不够有力、执法监管和司法保
障有待加强、法律责任不落实等主要
问题。

栗战书指出，打赢蓝天保卫战
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中之
重，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要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全面有效
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法，加快制定配
套法规规章和标准，加强对法律实

施的监督，进一步强化科技支撑，
坚持以法律的武器治理污染，用法
治的力量保卫蓝天，为提升生态文
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
美丽中国作出贡献。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提出
了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依法推动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草案的议案。
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高虎
城作了说明。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
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
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
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
金、蔡达峰、武维华，秘书长杨振武
出席会议。

国务委员王勇，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
军，国家监察委员会负责人，全国人
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省 （区、
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
大代表等列席会议。

本报北京 7月 9日电 （记者
王 俏） 今天上午，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召开，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执
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大气污染防治法
实施情况的报告。这是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履新以来首次加开常委
会会议。

关于法律实施的总体情况，检
查报告认为，大气污染防治的法治
保障进一步强化。加强生态环境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出台相关办法
和司法解释，推进环境公益诉讼，联
合督办查办大案要案，严肃追究刑事
责任。2017 年，全国实施按日连续
处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移送行
政拘留及移送涉嫌污染犯罪五类案件
近 4 万件，涉大气案件占比近 30%，
比2016年增长75%。

法律实施中存在执法监管和司
法保障有待加强的问题。检查报告
介绍，通过执法检查，发现司法保
障作用发挥不充分。公安机关、检
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犯罪主体认
定、证据采信标准等方面理解不一
致。不同地区对刑事处罚标准掌握
不统一。大气污染违法行为调查取
证难，鉴定机构少、费用高、周期
长，环境司法技术支撑能力不强，
影响司法办案工作效率。

对于未来如何加强对法律实施的
监督，报告提出，法院、检察院、公
安、司法行政、生态环境等部门要共
同推进环境司法工作，健全环境保护
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完善
调查取证、责任认定、鉴定评估、处
罚标准等制度，依法严惩重罚环境违
法犯罪行为。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开会议审议执法检查报告

本报青岛7月9日电 （记者 孙
航）今天，第四次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
判工作会议暨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青岛召开。最
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在会上传达了
周强院长对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要求并
讲话。

陶凯元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
年，是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开拓
创新、实现历史性发展的五年。人民法
院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深化司

法改革，加强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机制建
设和队伍建设，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
作用更加凸显，知识产权审判能力和水
平明显提高，司法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
显著提升。

陶凯元分析了知识产权审判工作
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阐释了新时代
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新使命新课题，
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开拓创新，接续奋
斗，奋力开启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新征

程。陶凯元提出了“九个更加注重”
的工作举措。要更加注重司法主导，
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司法权威。要更加
注重严格保护，切实增强知识产权权
利人获得感。要更加注重激励创新，
保护企业家精神，大力营造创新法治
环境。要更加注重保护竞争，加大知
名品牌保护力度，维护公平健康的市
场竞争秩序。要更加注重价值引领，
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更
加注重国家利益和国际视野，强化国

际司法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强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国际影响力。要更加注重
改革创新，加强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建
设，持续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
判能力现代化。要更加注重监督指
导，着力提高知识产权审判质效。要
更加注重队伍建设，努力打造一支正
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国际化知产
审判队伍。

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法院知
识产权审判工作53个先进集体和102位
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甲天、
青岛市委副书记牛俊宪出席会议并致
辞。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等中央国家机关代表，部分全国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
询员、特约监督员代表，最高人民法院
有关部门负责人，各高级人民法院有关
负责人及知识产权庭庭长，获奖基层法
院先进个人代表参加会议。

陶凯元在第四次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全面开启新时代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人民法
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的
五年，是知识产权审判发生历史性变革
的五年。

五年来，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积极主
动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和经济发展新常
态，深入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推进知识产权
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以严格保护、深化改革、完善制
度、统一规则为着力点，以信息化建设
为基础，不断扩大司法公开和国际交流
合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引领下，人民法院正以积极的姿
态谱写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新篇章。

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
凸显——五年来全国法院审结知
识产权各类案件78.1万件

五年来，人民法院积极履行知识产
权审判职能，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知
识产权案件，审判质效不断提高，司法
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更加凸显。

2013 年至 2017 年，全国法院新收
知识产权各类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
81.3万件，审结78.1万件。新收各类知
识产权一审案件从2013年的10万件持
续上升到 2017 年的 21.3 万件，案件总
量翻了一番，年均增速超过20%。

五年来，全国法院共审结各类知识
产权一审案件 68.3 万件，年均增长
19.4%。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年均结
案率 94.24%。在法官数量未明显增加
的情况下，审结案件数量大幅上升，并
始终保持较高结案率。

立足审判职能，人民法院不断提升
司法保护知识产权能力和水平。五年
来，全国法院审结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
件 60.9 万件，年均增长 21.59%，知识
产权民事审判保护产权、激励创新的主
导性作用更加显著；审结知识产权行政
一审案件 3.1 万件，年均增长 21.82%，
行政审判监督和促进依法行政的职能有
效发挥，知识产权授权确权行为和知识
产权行政执法行为更加规范化；审结知

识产权刑事一审案件4.3万件，刑事审
判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职能更加凸
显，有效地震慑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
为。

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乔丹”商标争
议系列行政纠纷案、迪奥立体商标行政
纠纷案、王老吉加多宝知名商品特有包
装装潢纠纷案、腾讯与奇虎公司不正当
竞争与垄断纠纷案、琼瑶诉于正侵犯著
作权纠纷案等一批重大、新型、疑难、
复杂案件，明确了法律标准和行为准
则，为相关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明确指
引。

审判体制机制建设取得重大
突破——2020 年将基本建成知识
产权法院体系

立足国家战略，加强制度设计，五
年来，人民法院不断改革和完善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体制机制，知识产权审判体
系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

⇨⇨下转第二版

开拓创新 实现知产审判新跨越
——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五年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孙 航

基本解决执行难 坚决打赢决胜仗

本报讯 近日，福建省高级人民
法院在全省组织开展“亮剑八闽”百
日决胜战役，紧紧围绕“四个基本”
总体目标和“三个 90%，一个 80%”
具体目标，采取十大举措，掀起“基
本解决执行难”执行攻坚新高潮。

根据相关实施方案，福建法院对
重点重大案件实行领导班子成员“包
案、销案”作战，全省各级法院领导

班子成员带头攻坚，重点突破有财产可
供执行超期未结案件、标的额 1000 万
元以上案件以及涉军停偿案件、涉党
政机关案件。同时，在全省开展执行
攻坚竞赛活动，对照相关评估考核指
标，找准短板弱项，明确决胜方向，
营造你追我赶、创先争优的浓厚氛
围；与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在全省范
围内联合开展集中打击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犯罪行为专项行动，形成威
慑效应；加快联合惩戒平台应用步
伐，实现失信被执行人数据与地方性
联合惩戒系统对接，进一步强化对失
信被执行人的惩戒力度。

方案强调，要加强“三个统一”管
理，在全省范围内统筹调配干警力量，
强化集团作战、协同作战、定点督战，
确保全省法院齐头并进不掉队。要加快

查封财产处置效率，强力推进有财产可
供执行案件的执行，有序有效规范一批
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终本”程序；
在全省全面推广执行保险救助经验，与
相关保险公司建立执行保险救助框架协
议，甄别标定与救助消化一批执行不能
案件；注重精准施策，开展特色执行行
动与主题宣传系列活动，全平台、全方
位、立体化、密集式为攻坚决胜执行难
造势壮威；要加强督查问责，定期通报

“亮剑八闽”百日决胜战役情况，加大
对整体部署主体责任落实不力、巡查反
馈问题整改不到位、成效不明显的问责
力度，确保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
难”攻坚战。

（陈 镇）

领导带头包案 统筹调配力量

福建“亮剑八闽”吹响决战决胜冲锋号

近日，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开展“雷霆风暴”行动，截至7月9日，一周时
间里共执结案件302件，执行到位金额2300余万元，查封门面4套（860平方
米），实施拘留14人次。图为法院干警堵获失信被执行人。 杨兰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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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凯元在青岛调研时强调

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
大力营造创新法治环境

本报青岛 7月 9日电 （记者
时满鑫 吕 佼）今天下午，最高人
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在山东省青岛市
调研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情况。

陶 凯 元 首 先 来 到 海 尔 集 团 公
司，参观了海尔模式展，了解企业
创新发展情况，与海尔集团董事局
主席张瑞敏、总裁周云杰等交流，
了解企业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需
求。之后实地考察了青岛知识产权
法庭建设和审判工作情况，并到青
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调研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相关工作。

陶凯元指出，青岛法院高度重视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深入贯彻落
实中央决策部署，创新知识产权审判
机制，延伸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为青
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

有力司法保障。
陶凯元强调，青岛是蜚声海内外

的“品牌之都”，拥有海尔、青啤、
海信、双星等知名品牌，青岛是全国
首批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和国家知识产
权强市创建市。青岛法院要充分发挥
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在优化
布局、品牌树立、创新机制、职能延
伸上下功夫，以改革、创新、求实的
精神，全力抓好知识产权审判各项工
作，更好地服务城市改革发展稳定大
局。要大力营造创新法治环境，加大
知名品牌保护力度，维护公平健康的
市场竞争秩序。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甲
天，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同志参
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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