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报讯（记者 冯浕）4月25日，
成都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了“2017年成
都市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状况”新
闻发布会，发布了《2017年成都市知
识产权发展与保护状况》白皮书。
成都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卢铁城介
绍，成都专利申请授权量持续增
长。成都市专利申请113956件，同
比增长16%。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47033件，同比增长19%；实用新型
专利申请46654件，同比增长24.7%；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20269件。成都
市共授权发明专利7990件，同比增
长10.9%；授权实用新型专利19685
件；授权外观设计专利13413件。截
止 2017 年，成都市有效发明专利
30519件，同比增长21.1%。每万人有
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9.2件。

商标申请注册量平稳增长。成
都市各类市场主体新申请商标注册
11.9万件，新增注册商标5.9万件，累
计有效注册商标达28.5万件，占全省

总量的58.7%，成都市每万户市场主
体拥有注册商标1477件。新增中国
驰名商标1件，成都市中国驰名商标
累计达123件，占全省总量43%。“金
堂羊肚菌”成功注册地理标志商标，
成都市地理标志商标累计达21件。

版权登记数量迅猛增长，质量
显著提高。成都市作品登记量达
58808件，同比增长115.2%，其中，美
术、摄影、文字、设计图等作品占登
记总量的98.9%。

早报讯（记者 冷宏伟）近
日，成华区地税局联合成华区
国税局一道走进李家沱实验小
学4年级3班，同53位同学一
起，开展“春与童心 与税同行”
税收宣传系列活动之“最强大
脑”税收知识竞赛。一段“税收
是什么”的宣传短片拉开了活

动序幕。孩子们通过税收知识
问答、“谈谈我身边的税收”等
环节，在竞赛中丰富了税收知
识，增强了纳税意识。通过活
动评选出 6 位“小小普法税
官”，他们将有机会与纳税人代
表一起，参加成华地税“纳税人
开放日”体验活动。

2015—2017年，成都法院共受理文创知识产权案件818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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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郎和郎酒“攀亲戚” 假冒商标被判刑

2015-2017年，成都法院
共受理著作权侵权纠纷、文创商
标侵权纠纷、计算机软件合同纠
纷等各类文创知识产权案件
8187 件，其中民事案件 7991
件，刑事案件189件，行政案件
7件，占同期知识产权案件收案
总数的91.55%；共审结7305
件，结案率89.22%，高于同期
知 识 产 权 案 件 结 案 率 。
2015-2017年文创知识产权案
件收案分别为 1990 件、2738
件、3459件，分别占当年知识产
权案件收案总数的 82.16%、
97.4%、93.23%。

在 8187 件文创知识产权
案件中，绝大多数为民事案件，
占97.6%；而在文创知识产权
民事案件中，著作权侵权纠纷
占比最大，达到62%，同时文创
商标侵权纠纷、外观设计专利
权侵权纠纷、著作权及网络、计
算机软件合同纠纷也分别占有
一定的份额，另外还有少量案
件涉及传媒影视产业、旅游产
业、教育产业等文创产业的不
正当竞争纠纷。

■ 天府早报记者 冯浕

实习生 徐梦琦

近年来，四川文创产
业蓬勃发展、成都文创新
经济产业生态圈逐步形
成。与此同时，文创知识
产权案件也在逐渐增多，
2015年—2017年，成都法
院共受理著作权侵权纠
纷、文创商标侵权纠纷、计
算机软件合同纠纷等各类
文创知识产权案件 8187
件。4月26日世界知识产
权日来临之际，天府早报
记者从四川法院获悉了两
起文创产权案件，包括一
起涉及书法范字的著作权
司法保护案件以及一起商
标侵权案件。

如何理解把握假冒注册
商标罪中的“相同商标”，是司
法实务中认定是否构成该罪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相同
商标实际上有两类：一类是完
全相同；另一类是基本相同。
审判实践中，对“完全相同”的
认定无争议，但由于对“基本
相同”定义的抽象化，究竟以
何种标准评判“在视觉上基本
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
导”无具体方法，导致了司法

认定中混乱。本案中被告人
王松生产的酒所用的商标标
识，与注册商标并不是完全相
同，该商标标识与商标权利人
的商标是否属于“基本相同商
标”的认定，对王松能否定罪
是关键。本案最终认定被控
45 度 100ML 阿甘郎酒（被控
侵权产品 1）所用商标标识与
注册商标构成“基本相同商
标”，确定被告人王松构成假
冒注册商标罪。

有效发明专利 去年成都每万人拥有19.2件
成华国地联合开展

“最强大脑”税收知识竞赛

案例

1
网络上售卖字帖
没有版权被起诉

2014年，华夏万卷公司与书法
家田英章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田
英章提供硬笔、毛笔书写的书法范
字，由华夏万卷公司制作字帖产品
后独家出版发行；华夏万卷公司受
让取得田英章书法范字在字帖范围
内的著作权，即田英章将全部书法
（硬笔、毛笔）范字、字模的复制权、
发行权、汇编权以及信息网络传播
权，在书法字帖使用的领域内转让
给华夏万卷公司，田英章字迹（范
字、字模等）在书法字帖的使用过程
中产生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均由华
夏万卷公司独立享有和承担。

2014年 9月，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出版、发行了华夏万卷公司制
作的《田英章行书7000常用字》字
帖，该字帖后又进行了多次印刷。
良腾公司在天猫、当当、亚马逊等网
站售卖其字帖产品，并对字帖内页
在网页上进行展示。其中包括“碳
墨轩成人练字板钢硬笔行书凹槽速
成行楷练字帖贴魔幻练字王套装”，
该套装包含《弟子规》、《汉语常用
字》、《三十六计》3本字帖；“碳墨轩

成人行书练字神器钢笔练字帖练字
板套装学生凹槽楷书字帖”，该套装
包含“碳墨轩魔幻练字王科普版”行
书和楷书各一本。经鉴定，《碳墨轩
三十六计》与《田英章行书7000常
用字》具有同源性，系选自同一人书
写习惯书写的笔迹分别印刷而成；
《碳墨轩科普行书版》印刷字帖字迹
是从样本《田英章行书 7000 常用
字》印刷字帖中选编形成。华夏万
卷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良腾公
司立即停止侵害华夏万卷公司著作
权（复制权、发行权、汇编权、信息网
络传播权）。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后，良腾公司不服向四川省高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
法院二审判决：维持一审民事判决
第二项，即“良腾公司自判决生效之
日起15日内，赔偿华夏万卷公司经
济损失及合理开支40万元”；“良腾
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
《书法报》上就其涉案侵权行为刊登
声明（内容须经本院审查），以消除
影响。”

法官点评

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兴，有
悠久历史的书法艺术作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突出代表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和重视，由此引发的涉及书

法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侵权纠纷也
随之增加。本案审理不仅为类似
纠纷的处理提供了参考，更对保护
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重要意义。

案例

2
造晃眼“郎酒”
被判刑9个月并处罚款

四川法院还公布了一起
商标侵权案件。四川古蔺县
久 盛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系 第
9713869号“郎酒”商标（指定
颜色）、第 230457 号“郎”商
标、第9990419号“郎 贵宾”商
标（指定颜色）的商标注册人，
商标的核定使用商品均系第
33类，包括酒精饮料（啤酒除
外）。上述商标均许可四川省
古蔺郎酒厂有限公司使用。
2014年至2016年期间，被告人
王松在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
许可的情况下，将上述商标改
变使用，生产、销售大量“阿甘
郎”系列白酒。

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
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松未经注
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
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
同的商标，情节严重，其行为
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法
院对涉案45度 100ML阿甘郎
酒（被控侵权产品1）构成犯罪
的事实予以认定，非法经营数
额77532元，对其余涉案系列
酒没有进行认定。遂判决：被
告人王松犯假冒注册商标罪，
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
金5万元；被告人王松在本案
中非法制作的假冒酒及制假
材料全部予以没收。

法官点评

文创知识产权纠纷中需重视的问题
著作权侵权纠纷方面

1、作者对创作过程的记录，对创作的阶段
性成果及最终成果缺乏留存。

2、著作权继受取得人对继受取得的著作权
的权利内容、范围和许可使用期限缺乏关注。

3、著作权人在著作权侵权纠纷中对赔偿依
据缺乏举证。

4、市场主体缺乏对著作权的正确认识和足
够重视。

文创商标侵权纠纷方面

1、商标注册意
识淡薄、积极性不
足。

2、商业标识
设计缺乏臆造性。

3、销售者对
合法来源证据留存
不足。

外观专利权侵权纠纷方面
1、外观设计

专利权人可能因
自身行为导致设
计先行公开而无
法获得保护。

2、外观设计
专利权人可能因
自身取证不足导
致无法获得保护。

阿甘郎酒 红花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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