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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半年，在一起专利侵权案
件中，权利人掌握到线索：被控侵权人
完成一笔订单加工，大批量涉嫌侵权产
品将于次日销往国外，遂紧急申请采取
保全措施。杭州知识产权法庭经审查
材料符合条件后，立即启动保全程序。

当时保全法官正在从事另一起案
件的保全工作，甫一完成，人不卸甲，
马不停蹄，便赶往该案被告所在地。
抵达时即发现已有多辆货车满载货物
停在厂区，准备出货。法官立刻依法
采取了保全措施。直至深夜时分，保
全工作终于全部完成。

举证难问题是知识产权诉讼“三
难”之一，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杭州知识
产权法庭根据实际情况，积极开动脑
筋，系统性运用调查令、调查函、证据保
全等程序措施，通过对法定制度的有效
实施，帮助当事人解决举证难的问题。
2017年11月，杭州知识产权法庭选拔
保全经验丰富的法官和助理专门成立
了保全组，专事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工
作，为后续审判中的侵权定性、赔偿定
量等问题打下扎实的事实基础。

为充分挖掘团队潜力，提升审判
质效，加强司法供给能力，杭州知识产
权法庭按照扁平化管理的原则，组建
相对固定并在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
及不正当竞争审判方面各有侧重的审
判团队，不断优化“1名法官+1名法官
助理或书记员”的工作模式，注重发挥
人民陪审员的作用。

杭州知识产权法庭加强队伍建
设，注重业务能力培训，定期组织法官
和审判辅助人员参加培训，参加最高
人民法院、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等组织的会议，加强与兄弟单位交
流等形式，不断提高履职能力和专业
化审判水平。

经过一年多的锤炼，这一支审判
队伍不仅能办案、会办案，还不断输出
精品案件，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法院或
上级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杭州知识
产权法庭团队有各类调研文章公开发
表在专业学术期刊上，并受邀走进校
园、走进行业协会、走进企业宣传知产
保护知识，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司法案
例对社会指引作用和对类案探索意义
的影响力，也有助于提升各法律共同
体成员、企业家乃至整个社会的知识
产权认识水平。

成立以来，杭州知识产权法庭深
入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注重发挥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主导作用，践行司法为民、公正
司法宗旨，用专业、高效、细致的审判
服务，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下一步，杭州知识产权法庭将积
极进取，敢于担当，深挖团队潜力，全
面提升审判质效，不断把握社会多元
化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需求，为市场
主体提供多维度的司法保障，更好地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知识产权审判有着较强的专业性，
案涉标的或涉及专业技术，或涉及重大
利益平衡，或影响到某一新兴产业发展，
往往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也正因为如
此，知识产权审判对审理者的专业要求
极高。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托 30 多年
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实践的积淀，集结精
干力量，抽调员额法官、法官助理、书记
员等33名成员，组建了杭州知识产权法
庭审判团队，所有法官与法官助理均具
有硕士以上学历，团队平均年龄 32岁，
充满朝气与活力。

杭州知识产权法庭成立后，这个 33
人的审判团队先后审理了涉军工永磁技
术、高科技滤膜、芯片、3D照相机等高新
技术案件，涉网易、咪咕、奥多比等知名
企业著作权侵权纠纷，涉普拉达、中国黄
金、奥普、MK、小米、蚂蚁金服等知名商
标案件，涉阿里、腾讯等行业领军企业的
重大不正当竞争纠纷，其中仅标的额在
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就有24起。

2016年，国际知名品牌“阿玛尼”发现
国内某知名电视购物平台上销售假冒“阿
玛尼”手表，且销量惊人，涉嫌侵犯其合法
权益，遂向杭州知识产权法庭提起诉讼，
主张数百万元损害赔偿。这是一起典型
的商标侵权案件，鉴于被诉侵权商品上使
用了与权利人商标完全相同的标识，杭州
知识产权法庭认定商标侵权成立，并考虑
涉案商标知名度、被告销量等事实，2017
年 10月 3日，根据商标法法定赔偿的上
限，判赔300万元，平等、充分地为中外企
业权利人的商标提供了有力司法保护。

“无叶风扇”想必许多人都不陌生，
其安全、低噪、美观的特点赢得不少人青
睐，这一创新产品背后其实有多项专利
支撑。“无叶风扇”专利权人英国戴森技
术有限公司发现网购平台上存在销售涉
嫌侵权的“无叶吊扇灯”，随即以其发明

专利权向杭州知识产权法庭提起侵权诉
讼。杭州知识产权法庭经审理后认定被
告生产销售的“无叶吊扇灯”构成对戴森
公司“无叶风扇”专利的侵害，遂判令被
告停止侵权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杭州
知识产权法庭的裁判及时制止了侵权行
为，为创新提供了保护。

杭州知识产权法庭在案件审理中贯
彻“司法主导、严格保护”的精神，精
心审理、深入研究、公正裁判，充分体
现了对核心技术和前沿领域技术成果的
有效保护，对品牌战略实施的强力支
持。对假冒商标、恶意抢注商标等侵权
行为的有力制裁，切实实现了知识产权
审判对文化创新的引导和保障作用，为
营造更加统一开放、规范有序、公平竞
争的市场秩序和营商环境提供了应有的
司法保障。

为进一步统一裁判标准，提升保护水
平，杭州知识产权法庭全面开展知识产权
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审判，牵头
形成《关于杭州地区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集
中管辖的会议纪要》，让公正高效的审判
延伸到知识产权审判的每一个领域。

杭州知识产权法庭坚持把调解、促
和、共赢作为开展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
努力方向，多措并举，努力实现双方当事
人共赢，促进知识产权纠纷的实质性解
决。一年来，该庭以调解或撤诉方式结
案 共 计 1527 件 ，占 受 理 案 件 总 量 的
39.64%。一审案件调解或撤诉结案
1381件，一审调撤率达 71.96%。所有调
解和撤诉的案件均执行到位，大大节约
了执行资源。

杭州知识产权法庭还不断拓展诉调
对接空间，积极与杭州市知识产权局、阿
里巴巴集团人民调解委员会、共道公司、
杭州市中小企业协会等开展诉调对接合
作，借助企业优势、市场优势、信息对称
优势，促进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化解。

对市场主体来说，时间就是金钱，
时间就是效益。而司法审判程序往往耗
时较长，不少权利人即使最后赢了官
司，也错失市场先机，更让有些侵权人
钻了判决生效的时间空当，输了官司却
大发其财。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杭州知
识产权法庭注重提升司法效率，让司法
的救济尽早发力，为权利人保驾护航。

2018年6月，正值俄罗斯世界杯赛
事热播之际，取得赛事在线传播合法授
权的咪咕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发现新湃区
块链技术（杭州）有限公司经营的“抓
饭直播”平台中有主播未经许可直播解
说世界杯赛事，遂向杭州知识产权法庭
申请临时禁令，要求对方立即停止直播
行为。考虑到世界杯赛事的时效性，杭
州知识产权法庭受理后，短短数日便出
具裁定，要求抓饭平台立即删除世界杯
节目，停止直播。该裁定及时制止了涉

嫌不正当竞争的直播行为，迅速、有力
地维护了权利人的合法利益。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浙江
天猫网络有限公司发现广东出现广东天
猫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余家以“天
猫”为字号的企业，宣传将从事经营活
动，遂以该十余家企业及相应股东作为
被告向杭州知识产权法庭提起诉讼，并
同时申请禁令。杭州知识产权法庭经审
查、听证后随即作出裁定，要求各被告
停止在经营场所、网站上使用带有“天
猫”字样的标识，立即停止在商业活动
中使用带有“天猫”字样的企业名称，
并于裁定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申请变更企业名称，变更后
的企业名称不得包含“天猫”字样，同
时立即停止在网站上的被控虚假宣传行
为。这些高效的救济措施不仅有力维护
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也从源

头上防止了立法所拟防止的消费者混
淆的发生。

急当事人之所急，杭州知识产权
法庭保持审判高效率。法庭成立后的

一年中，专利纠纷增长迅猛，达
3178 件。在全员持续、高效运转
下，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仅为 130 天，
有效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杭州知识产权法庭跨区域管辖杭
州、嘉兴、湖州、金华、衢州、丽水
六地的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为方便
外地当事人诉讼，杭州知识产权法
庭与除杭州外的 5 家中级法院建立
跨区域知识产权审判机制，形成了
跨区域委托立案、送达、调查、保
全、执行等方面的协作机制，并在
案件相对多发的浙江义乌国际商贸
城、杭州余杭未来科技城设立了杭
州知识产权法庭 （义乌） 巡回审判
庭、杭州知识产权法庭 （未来科技
城） 巡回审判庭，开展“巡回审理，
就地裁判”。

这种协作机制有利于促进当事人
的纠纷化解。例如，由于地域管辖和
级别管辖的限制，曾有当事人同时有
纠纷在杭州知识产权法庭、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义乌市人民法院等3个
法院审理。而通过协作机制，在各方
的共同努力下，一次性促成双方就 3

个案件达成一揽子和解，为当事人解
纷提供了最大程度的便利。

杭州知识产权法庭主动适应互联
网发展趋势，积极探索符合知识产权
司法规律的审判运行机制，将杭州市
辖区内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等案件从
原有审判体系中剥离出来，集中由杭
州互联网法院管辖，以便更好地探索
电子证据审查认定标准等新类型涉网
案件审判规律。

同时，杭州知识产权法庭还打造
了全流程在线的二审诉讼平台，审理
的首起案件即为杭州互联网法院上诉
的一起侵权著作权纠纷。当事人在法
官的指引下，在线完成了上诉、举
证、质证、询问等诉讼活动，足不出
户，20 分钟在家里就完成了二审调
查程序，真正实现了当事人“一次都
不用跑”的目标。便捷、贴心、不折
腾的司法服务，让当事人拥有了满满
的司法获得感。

2017年9月8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赵一德和时任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陈国猛为杭州知识产权法庭揭牌。

2017年11月17日，杭州、嘉兴、湖州、金华、衢州、丽水6家中级人民法院
在杭州召开“跨区域知识产权审判协作会议”。

2017年9月8日，杭州知识产权法庭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后正式挂牌成立，跨区域管辖浙江杭州、嘉兴、湖州、金华、衢州、丽水六市的专
利技术类等知识产权案件。一年来，杭州知识产权法庭11名员额法官共受理案件3852件，审结2316件。今年7月，杭州知识产权法庭荣获全
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专业严格的知产“绿茵伞”

高效务实的司法“解难人”

跨域便捷的审判“探索者”

质高业精的司法“大团队”

蒋厚龙、蒋桂群、王永红、濮阳华珍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的原告刘洪峰诉被告蒋厚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
开发支行、蒋桂群、王永红、濮阳市舒舒电子有限公司、濮阳市龙
迈电动车有限公司、濮阳华珍电子有限公司、濮阳市华翔光源材
料有限公司、濮阳市永强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濮阳市硕维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濮阳开发支行、濮阳市舒舒电子有限公司、濮阳市龙迈电动车
有限公司、濮阳市华翔光源材料有限公司、濮阳市永强照明电器
有限公司、濮阳硕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答辩期内向本院提出
管辖权异议，本院作出（2018）豫0926民初1147号民事裁定书，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开发支行、濮阳市龙迈电
动车有限公司不服本裁定，提起上诉，现向你们公告送达管辖权
异议申请书、民事裁定书及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范县人民法院

王革：本院受理原告大连中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王
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辽0212民初7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
刘文涛：本院受理原告大连中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

刘文涛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辽0212民初7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
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
段朝晖：本院受理原告亿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段朝

晖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辽0212民初5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

张国强：本院受理原告大连中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
张国强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辽0212民初7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
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五常市八家子乡黑牛村六屯于金胜（公民身份号

码：232103197909284932）：本院受理原告欧龙富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具体地址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渝0155民初18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于金胜在
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欧龙富200000元，并从2018年
1 月 1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清之
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 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寿光巨能电气有限公司因遗失江苏扬州农村商
业银行营业部银行承兑汇票1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
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山东寿光巨能电气有限公
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江苏扬州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银行承
兑汇票 1 份（票面金额 100000 元，票号为 31400051-21993748，
出票人为扬州和泰毛绒毯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扬州隆泰纺织
品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8年5月7日，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
11月7日，付款行为江苏扬州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三、申报权
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泰州市商港区连哥贸易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泰州市
高港区连哥贸易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为31400051

33362975，面额为20000元，出票日期为2018年7月13日，票据到期
日为2019年1月13日，出票人为常州鸿利来灯饰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常州市银满物资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江南农商行新北支行。三、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
申报，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绍兴市上虞区谢塘镇王萍防腐保温材料经营部持有的
银行承兑汇票丢失（号码为31300052 30102235，出票日期为2018
年4月16日，到期日为2018年10月16日，票面金额为50000元，付
款行为潍坊银行开发支行，出票人为山东利坤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安丘浩友贸易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已受
理。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如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的行为无效。 [山东]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开原市鑫赢工程维修队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号码为
31300051 40881443，票面金额为103051元，出票人为陕西康利医
药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西安九洲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人、持票人
均为开原市鑫赢工程维修队，支付银行为北京银行西安分行营业
部，出票日期为2018年4月8日的银行承兑汇票。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陕西]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寿光巨能电气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 1 份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
告申请人：山东寿光巨能电气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
银行承兑汇票 1 份（汇票号码：40200051/25489010，出票金额
为 100000 元，付款行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
业部，出票人为绍兴上虞万里汽车轴承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

东永动轴承制造有限公司，经背书，该票据最后持有人为申请
人，出票日期为2018年5月9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
之日起至 2019 年 1 月 13 日止。四、在申报权利期间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川裕化工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 1 张（票号 3130005146455325、票面金额人民币拾万元整、
出票人上海赢实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上海和焕进出口贸
易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
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上述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辽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2018年2月起，张静一、张林非法
制造添加“西布曲明”的减肥产品，销往重庆、河南、湖南等地，侵
害了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有关规
定，现公告督促建议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权提起诉讼的有关组
织在公告期内向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公告期为30
日内。联系人：贾文丽；联系地址：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万东北路
157号；联系电话：023-48333869。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检察院

本院在履行公益监督职责中发现，张文浩、杨勇、彭林、余
浪等人在长江水域使用电打鱼的方式非法捕鱼，损害了社会
公共利益。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发出公告，督促建议法
律规定的机关或有权提起诉讼的有关组织在公告期内向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书面反馈本院。公告期为30日内。
联系人：周其维；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大道969号；联
系电话：023-47519028。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院

本院在履行公益监督职责中发现，谭从华在长江水域非法
捕鱼，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
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发出公告，
督促建议法律规定的机关或有权提起诉讼的有关组织在公告期

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书面反馈本院。公告期30日
内。联系人：周其维；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大道969号；联系
电话：023-47519028。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院

本院在履行公益监督职责中发现，胡佐明在长江水域非法捕
鱼，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发出公告，督促建议法
律规定的机关或有权提起诉讼的有关组织在公告期内向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书面反馈本院。公告期30日内。联系人：周
其维；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大道 969 号；联系电话：023-
47519028。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院

魏伟东：本院受理原告张玉良与被告魏伟东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为普通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应诉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后的第3日下午13时4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九法庭公
开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

胡正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
阴支公司诉被告胡正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
庭传票、权利义务须知、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转普通程序）、廉政监督卡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

洪建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芒市支行
诉被告洪建康信用卡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云3103民初1374
号、（2018）云3103民初1372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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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1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中法庭（1）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芒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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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6日，杭州知识产权法庭 （义乌） 巡回审判庭在义乌小商品市场
挂牌成立后，开庭审理了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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