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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国不断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

严厉惩治知识产权侵权犯罪
本报记者 李万祥

今年 4 月下旬，各地法院、检察机关
陆续发布知识产权典型案例，集中展示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方方面面，充分发挥典
型案例的示范引导作用。最高人民法院
还首次发布了《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
要(2016—2020)》（下称《纲要》），对未来
5年作出了规划。

各级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
件 13.65 万件，同比增长 24.82%；检察机
关共批准逮捕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
件 2251 件 3797 人 ，提 起 公 诉 3863 件
7059 人。“数读”2016 年度成绩单表明，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旨在护
航创新发展。

收案数量高位运行

《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
（2016 年）》（白皮书）显示，2016 年，全国
法院知识产权案件总体数量持续增长，特
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案件数量增长非常
明显。

据统计，2016年，人民法院新收知识
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一审案件 152072
件，比 2015 年上升 16.80%。其中，民事
一审案件增幅明显，达到 24.82%。在知
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中，著作权案件为
86989件，同比上升30.44%。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五省
市收案数量持续高位运行，新收各类知
识产权案件占全国总数的 70.37%。”最
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宋晓明
介绍，在中西部地区，如重庆把创新作为
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以重大项目
为载体，推动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进
一步深化，全市三级法院新收知识产权
案件同比上升 57.85%。在经济欠发达
地区，如贵州省随着工业强省、城镇化带
动战略的推进，案件数量同比上升了
58.20%。

知识产权案件总体数量持续增长反
映了各地创新驱动的深入推进。据介绍，
当前，涉及尖端、前沿技术的疑难复杂案
件、涉及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品牌保护的商
标纠纷案件、涉及信息网络传播的著作权
纠纷案件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竞争纠
纷案件不断增多。

“热稳定的葡糖淀粉酶”生物序列发
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涉及马库什权
利要求的化学医药领域发明专利权无效
行政纠纷案⋯⋯诸如此类对复杂技术事
实认定的案子越来越多。最高人民法院
审结的“乔丹”系列商标行政案，广东高院
审结的“非诚勿扰”商标侵权案、浙江高院
审结的“大头儿子”著作权侵权纠纷案等，
这些案件都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很多案件涉及复杂技术事实认定、
巨额利益分配、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
与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平衡等问题，审
理难度很大。”宋晓明说。

严格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司法主导、严格保护、分类施策、比
例协调”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的基本政策。

北京高院在青岛科尼乐机械公司专

利侵权案中，对拒不履行法院生效保全裁
定的当事人处以50万元罚款。北京知识
产权法院在“TKD”商标行政案中，对当
事人虚假陈述行为，处以1万元罚款。

近年来，诚信诉讼和经营环境不断改
善。法院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引导当
事人树立诚信诉讼和诚信经营理念。针
对提供伪证、虚假陈述、故意逾期举证、毁
损证据、妨碍证人作证、滥用管辖权异议、
滥用诉权等不诚信诉讼行为，法院依法给
予程序制裁，或者在实体裁判上不支持其
主张。

在福建陈飞虎等人假冒注册商标、非
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的商品案中，被告人生产、销售假冒南孚

“聚能环”电池及标纸，涉及多个省份，涉
案人员多，数额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并已
形成跨省生产、销售、购买的“一条龙”犯
罪链条。

对此，检察机关在全面审查案件证
据、准确适用法律、积极引导取证、强化检
察监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审查逮
捕阶段，检察机关在依法从快从严批捕的
同时，针对尚未查清的犯罪事实，发出详
细的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引导公安机关
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并对侦查机关将犯罪
嫌疑人共同实施犯罪却分别立案侦查的
做法予以口头纠正。审查起诉阶段，检察
机关全面厘清被告人在案件中的地位、作
用和涉案金额，特别是细致审查全案犯罪
行为后，认为陈飞虎还涉嫌非法制造注册
商标标识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罪，应依法予以追加起诉，不遗漏一起犯
罪事实，确保准确适用法律。

北京市检察院总结2016年度知识产
权刑事司法保护发现，在涉嫌侵犯知识产
权犯罪案件中，假冒食品等危害民生类犯
罪较为高发。同时，利用淘宝、微信、58
同城、百度贴吧等电子商务平台实施侵犯
知识产权犯罪的案件约占40%以上。

“网络具有虚拟性，查办此类犯罪时
常面临行为人‘刷单’及实际销售物品
与网页记录不一致等辩解。”北京市检察
院检察官刘丽娜说，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如果不加以严厉的财产刑惩治，很难起
到警示作用。实践中，侵权人或犯罪分
子隐藏销毁转移销售记录等犯罪证据、
以做假账或者不做账方式逃避侦查的现
象较为普遍。

破解维权瓶颈问题

由于存在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等
瓶颈问题，知识产权案件经常出现赢了官
司、输了市场的尴尬情形。其中，关于如
何解决“周期长”的问题，《纲要》提出推动
解决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双轨
制”实际运行中所存在的问题。

宋晓明介绍，以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为
例，根据目前专利法规定，在专利侵权诉
讼中，如被告提出涉案专利权无效的抗辩
理由，法院通常只能告知被告向专利复审
委员会启动专利无效宣告审查程序，但专
利复审委员会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还
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这已经成为被告故意
拖延诉讼的一种策略。

“由于审理专利侵权案件的法院无权

审查专利权的效力，通常只能依法中止民
事侵权案件的诉讼，等待无效宣告请求审
查结果。如果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撤销了
行政决定，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决定后，当
事人还可以就重新作出的决定再次提起
诉讼。”宋晓明说，由此导致知识产权授权
确权诉讼程序复杂、周期过长，形成循环
诉讼、程序往复。从域外立法案看，多数
国家法院都可以在判决中就专利权的有
效性作出判断并给出结论，而不是简单地
维持或者撤销行政决定。

宋晓明认为，上述民事、行政“二
元制”的诉讼架构不利于纠纷的实质性
解决，导致专利 （包括商标） 侵权案件
审理周期长，当事人的合法利益难以及
时获得救济。如果人民法院在专利、商
标民事案件中直接对专利权、商标权的
效力作出认定，有利于大幅缩短案件审
理周期，提高知识产权司法救济的实效
性和便民性。

其实，法院在一些案件中已经做到可
以直接认定专利权、商标权的效力。目
前，最高人民法院在专利法司法解释二、
指导性案例中已经建立了相应规则，具体
案件裁判中也有所运用。

据了解，为严厉惩治犯罪，北京市检
察机关对于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侵权产
品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
格的”，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
计算，以此认定犯罪数额并批捕、起诉。
为最大限度地保护知识产权，北京市检察
机关加强了专业化建设，目前全市三级检
察机关共有 5 个专门办理知识产权刑事
案件的内设机构。

近年来，安徽定远县检察院查办了一批发生在群众
身边的窝案、串案，仅3年来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
件66件92人。这一数字反映出当地检察机关反贪反渎
力度之大。

“2013年我院查办的定远县畜牧局原副局长杨某受
贿、滥用职权案，是定远县检察院在涉农资金领域查办的
首例案件。”定远县检察院检察长王志明介绍。

“杨某案件的线索来自当时收到的匿名举报。举报
内容只说畜牧局存在骗取国家专项资金的情况，具体怎
么样并不清楚。”定远县检察院反渎局侦查员叶茂说，根
据举报线索，他和同事随后展开为期 3 个多月的抽查筛
选，甚至还化装实地侦查。

定远县是生猪养殖大县。自2007年以来，为提高生
猪标准化规模饲养水平，促进生猪生产稳定发展，中央每
年投资20多亿元资金，用于支持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
项目建设。如何从全县几十家养猪场中发现问题、找出
证据，这给检察机关前期抽查增加了难度。

“经过秘密侦查，我们发现有家养猪场里并没有
猪，用水用电量很少；还有一家养猪场的农户自己并
没有领取国家专项资金，可账目显示有，种种迹象表
明有可能存在冒领情况。这两个事实为我们办理案件
打开了突破口。”叶茂说。

经查，2010年至2012年期间，杨某在具体负责该项
目的申报、实施和验收等工作中，违规申报一批不符合条
件的养殖场，并在其后违规验收，致使国家专项建设资金
236万元被骗取，使国家惠农政策无法落实，危害到国家
生猪质量安全，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此后，检察机关还发现，在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后续产
业发展农业基地项目中，杨某违规操作，致使国家退耕还
林专项资金196.5万元被骗取，套作他用。另外还查明，
2008 年至 2013 年期间，时任定远县畜牧兽医局副局长
的杨某在为相关养殖场申报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
区）建设等项目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累计184000元，为他人谋取利益。

最后，杨某因受贿、滥用职权犯罪，获刑 11 年，其违
法所得18.4万元也被依法予以追缴，上交国库。

“新刑诉法实施后，我们转变侦查模式，前移调查重
心，注重初查阶段，强化初查意识，提高初查质量。”王志
明说，通过全面组织外围证据链，掌握涉案对象信息，梳
理涉案关系网络，在掌握信息数量和质量上占据主动，向

“以证促供”的新型办案模式转变。
杨某一案的成功侦破得益于初查中办案人员详细拟

定摸排方案，做足前期各项准备工作，采取多种方法改进
初查，扩大初查成效。 文/本报记者 李万祥

日前，记者从全国公安机关“三打击
一整治”专项行动部署会上获悉，去年，全
国公安机关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8.3
万起、破获盗抢骗案件 129.5 万起，公安
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通过及时
发布信息找回儿童1084名。

“取得这样的成绩，得益于公安刑侦
部门适应社会经济和信息技术迅速发展，
强化大数据、DNA 技术等科技信息化实
战应用，不断创新侦查打击模式，提高侦
查破案能力。”公安部刑侦局局长杨东说。

杨东告诉记者，当前，刑事犯罪互联
网特征明显，对公共安全影响日益突出。
近年来，面对“重金求子”“假冒公检法”等
新的犯罪手法，公安机关也不断通过科技
信息化建设和技术创新提升打击电信诈
骗犯罪效能，坚决把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打下去，切实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
各地公安机关大力推进反电信诈骗

中心建设，通过创建信息平台，整合信息
资源，加大分析研判，切实提高打防能
力。2015年以来，以信息技术作为桥梁，
全国已建成 32 个省级反诈骗中心和 206
个地市级反诈骗中心，形成打击治理电信
网络诈骗“信息共享、合成作战、快速反
应、整体联动”的整体架构，有效助力公安
机关打击防范电信诈骗犯罪工作。

公安机关还设立反诈骗中心，利用先
进的技术手段设置诈骗电话通报阻断、被
骗资金快速止付、境外改号电话拦截等，
有效减少了被骗群众的经济损失，为群众
紧急止付挽损50余亿元，阻截、清理涉案
银行账户60余万个。

此外，为更好地加强信息流防范治

理，公安机关会同知名互联网企业，开发
建设了谛听、鹰眼、全网拦截等技术防范
系统和麒麟、刺猬、钱盾等一批好用管用
的打击工具。

越是棘手案件，老刑侦越是要“死
磕”。近年来，随着公安科技信息化不断
推进，一些难点积案不再是民警心中的

“死疙瘩”。
2016 年，江苏近 30 起曾被认为没有

破获希望的“死案”被一一攻克，现行命案
在年内全部破获。助力公安机关破案的
这件利器就是“大数据”。

近年来，江苏公安机关不断深化数据
侦查理念，以数据破案、科技破案为抓手，
整合数据信息资源，走出了一条新形势下
运用传统和现代技术手段攻坚克难的新
路子。为迎接大数据时代的挑战，全国公

安机关强化“大数据侦查”，拓展技术应用
范围和途径，加大命案积案攻坚力度，整
体破案水平大幅提高。

目前，全国共建立12个公安部重点司
法鉴定专业实验室、590 余个 DNA 实验
室，通过广泛应用DNA等新技术新手段，
准确分析研究信息化支撑下各项技术应
用的新途径，科学分析案情，不断加大侦
破命案的科技化、信息化投入与应用，公
安机关陆续成功侦破一批疑难命案积案。

公安部刑侦局相关负责人指出，不论
是在命案积案侦破、打击电信诈骗、打击
拐卖犯罪还是盗抢骗犯罪，科技信息化在
公安刑侦事业发展中都将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今年，全国公安刑侦部门将
继续深入实施科技强警战略，让科技信息
化形成更强的战斗力。

安徽定远县检察院:

打击职务犯罪不手软

全国公安刑侦部门深入实施科技强警战略——

反诈骗信息共享 大数据屡破积案
本报记者 姜天骄

本版编辑 许跃芝 来 洁 梁剑箫

近年来，北京税务部门以构
建纳税信用体系为出发点，着力
营造依法诚信纳税的价值导向，
完善工作链条，搭建数据平台，实
施共建共治，形成强大合力，积极
推进各项措施落地生效，全力助
推首都诚信建设。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
务局近日联合举行的发布会披
露，2016 年，全市税务部门稽查
查补入库合计98亿元。其中，查
处定性偷税案件 251 件，查补合
计 5.54 亿元；移送公安机关涉税
违法案件92件，定性骗取出口退
税案件 1 件，刑事拘留涉案人员
20 余人，工作成绩显著，有效打
击了涉税违法行为。

北京市税务部门负责人介
绍，税务部门积极与公安、边检、
法院、财政等部门沟通，加强协
作，构建了多维度联合惩戒机制。

2016 年，北京市税务部门与
北京市边防检查总站加强协作，
积极组织开展对欠税人阻止出境
工作，先后26批次对欠税企业的
法定代表人实行续控 385 次，对
62 名存在征管或稽查欠税的企
业法定代表人采取阻止出境措
施，成功拦截13人。全年通过采
取阻止出境手段，补缴税款、滞纳
金共计 1.21 亿元，提供纳税担保
2.1亿元，取得了显著成效。

去年7月份，北京市公安局经
侦总队工作人员正式进驻税警联
合办公室开展工作，标志着税警联
合办公室进入实体化运作阶段。
针对某欠税企业全部房产、土地、
其他资产及银行账户被法院查
封、冻结的情况，联合法院实施了
北京市首例对其法定代表人采取

“禁止部分高消费”行为的措施。
此外，采用公函形式向21家联合惩戒单位推送重大

税收违法案件 14 件，被市财政局列入“禁止参加政府采
购活动”“限制政府性资金支持”名单，惩戒期限均为 2
年；市国土局、市交通委、北京海关将北京市税务部门推
送的案件当事人列入“不能参与土地竞买（投标）活动”

“禁止受让收费公路权益”“禁止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
名单,联合惩戒格局初步成型。同时，对在期限内补交全
部欠税、消除不良影响的及时启动信用修复机制，2016
年累计撤出公布36户。

“联合惩戒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引导公众诚信纳税价值导向，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经济
秩序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税务总局稽查
局巡视员李国成表示，近年来税务总局不断建立健全联
合惩戒工作机制，规范指导全国税收违法“黑名单”公布
工作，着力营造依法诚信的纳税氛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和社会反响。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税务总局新公布税收违法案件
795 件，其中偷税案件 245 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
502件，虚开普通发票案件15件，逃避追缴欠税案件4件，
骗取出口退税案件13件，其他类型案件1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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