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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林
雪蕾） 记者从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版权局)获悉，2016年宁波十大
版权事件日前揭晓，此十大事件由
市 文 化 广 电 新 闻 出 版 局 （版 权
局）、市知识产权局、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及相关专家评出，分别是：

浙江省第四届“知识产权杯”
创意设计大赛在甬举办

本届大赛以“设计驱动创新，
版权护航创意”为主题，面向各大
高校进行命题设计比赛，历时 3个
月，收到作品 2010 件，评选产生
一等奖4件、二等奖12件、三等奖
23 件、优秀奖 79 件。大赛通过鼓
励和宣传广大师生的创新实践，营
造全社会关注、尊重和保护知识产
权的良好氛围，推动了全省创新设
计产业持续发展。

宁波版权执法工作获国家级表
彰

宁波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
连续 3年被国家版权局评为全国查
处侵权盗版有功集体。在国家版权
局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四部
门公布的 2016 年全国各类侵权盗
版典型案件中，由宁波市版权行政
部门查办的侵犯他人书法作品著作
权案成为浙江省唯一入选的案件。
国家版权局、文化部、国家文物局
等部委先后发文通报 2016 年度执
法案件评比结果，宁波文化市场综
合行政执法多起案件榜上有名，获

奖总量居全省第一。
市知识产权综合运用和保护第

三方平台构建版权大保护格局
市知识产权综合运用和保护第

三方平台成立，构建起版权大保护
格局。2016 年，宁波市版权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依托第三方平台，
综合运用诉调对接、行政执法与人
民调解等方法，对象山、镇海等地
KTV 版权侵权案件开展诉前诉中
调解，帮助31家业主、714个案子
成功调解。

宁波中院支持学生网络著作权
维权

2015 年宁波学生尚梦真发现
发表在语文天地 （现中华语文网）
的小学作文 《好梦成真》，未经授
权被厦门某公司下属网站转载，向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6年1月，宁波中级人民法院经
过审查认定，厦门某公司作为网站
经营者未尽审查义务，侵权成立，
判决该公司向原告致歉并赔偿经济
损失，彰显了网络著作权的司法保
护，对于规范网络转载使用行为，
提高权利人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发
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象山影视论坛暨剧本
交易会”助推影视之城建设

“中国·象山影视论坛暨剧本
交易会”吸引了华谊兄弟电影有限
公司、华策影业等业界知名影视公
司和国内知名投资公司参加，不仅

促成了 《我的班主任是高手》《再
见爱人》 等 12 部影视剧本与相关
投资方达成合作意向，还汇集资源
优势，发起成立“中国影视编剧创
作基地”，在象山影视城共同搭建
融剧本创作、创投服务、创作孵化
于一体的“三创服务平台”，从源
头助推中国影视产业链的发展。

宁波海关“清风”行动成果显
著

2016 年 宁 波 海 关 积 极 开 展
“清风”行动，查获侵犯自主知识
产权及版权案件 146 起，案值达
5063.7万元，查扣各类侵权货物约
887.9 万件，有效地震慑了商标侵
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犯罪
行为，净化了市场环境，维护了中
国制造的国际形象。

宁波版权登记总量累计突破万
件

通过广泛宣传和深入发动，截
至 2016 年底，全市版权登记突破
万件大关，累计总数达 11151 件，
标志着宁波版权产业平稳发展，社
会创新能力正在迅速提高。

宁波查处全省首例侵犯书法作
品著作权案

宁波某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未经
许可，擅自复制生产国内知名书法
家田英章的书法作品，并进行网络
销售。2016年1月，宁波市版权执
法部门根据权利人投诉，与属地公
安机关通力合作，在国家版权保护

中心的大力支持下，查处了全省首
例侵犯书法作品著作权案，并移送
司法机关。

宁波推行审慎监管获版权纠纷
企业双头点赞

2016 年 10 月，美国参数技术
公司 （PTC 公司） 授权代理公司
向宁波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递
交投诉书，反映余姚两家企业涉嫌
非法复制使用权利人的 Pro/E操作
软件。经调查，涉事两家企业均属
民营骨干企业，个别员工私自安装
未经授权 Pro/E软件造成侵权。时
值企业资产重组、筹备上市阶段，
市、县 （市） 两级版权执法部门启
动审慎监管模式，运用“执法+调
解”行政监管手段，引导当事双方
开展多轮商谈,最终达成和解，妥
善处置2起涉外侵权投诉。

宣传册抄袭案审理以法治精神
引导社会治理

杭州百德五金有限公司因宁波
某公司对外宣传使用的产品宣传册
多处与该公司产品宣传册相似，向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的产品宣传
册在文字说明、产品照片与图示大
小比例等方面均与原告的产品宣传
册高度相似，属于对汇编作品的复
制和发行行为，2016年5月依法作出
被告侵权并向原告支付经济损失的
判决。以法治精神进一步规范企业
行为，营造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016年宁波十大版权事件揭晓

本报讯 （记者陈章升）“这
张五元属于第几套人民币，值多
少钱？”近日，市民李先生向记
者展示一张从家中旧书里发现的
纸币。这张纸币呈黄色，上印年
份“一九五六年”。据钱币收藏
专家鉴定，该币属于第二套人民
币中的“黄五元”，根据其品相
及水印，市场估计350元。

记者了解到，新中国成立
后，央行发行的五套人民币中都
有五元券，市民印象较深的是后
三套人民币的五元。宁波古玩城
经营钱币杂项的韩先生说，“第二
套人民币五元有两版，细分为 53
版‘红五元’，56版‘黄五元’五星

水印版和海鸥水印版。”
第二套人民币五元券的正面图

案为“民族大团结”，其中 53 版“红
五元”由当时的苏联代印，存世量非
常少。“56 版‘海鸥五元’在阳光的
照射下，大家可以看到海鸥形状和
五角星图案。因为‘海鸥五元’市场
价值高，一些人会将五星水印版五
元改制成‘海鸥五元’，收藏者要注
意判别真伪！”韩先生说。

近年来，老五元纸币都悄然升
值 。“ 目 前 ， 第 二 套 人 民 币 中 ，
六、七品的‘红五元’市场价在
2000 元至 3000 元之间；七、八品
的‘黄五元’五星水印版价格约
500 元，海鸥水印版价格约 2000

元；第三套人民币五元全新品价格
约 200元；第四套人民币五元全新
品价格十几元。”范宅文化商场店
主谢先生告诉记者。

需要注意的是，纸币收藏品相
很重要。品相差的旧版人民币虽然
具有一定研究价值，但是升值空间
有限。“目前，第三套人民币退出
市场流通时间不长，品相好的纸币
不难找。对于数量少、价值高的旧
版人民币，大家最好在专业收藏者
的指导下收藏，以免买到高仿品。
另外，国家明文规定流通中的人民
币不能上市交易，大家莫因一时喜
好而触犯法律。”资深钱币收藏爱
好者陈先生提醒道。

老五元纸币悄然升值

本报讯（记者周燕波） 李国
良家庭博物馆成立 20 周年纪念
展日前在位于月湖景区的甬商文
化园芳草居开幕，展览以图片、
文字资料及实物的形式，展现了
甬城首个家庭博物馆的 20 年成
长足迹。

李国良是宁波的一位普通居
民，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
他省吃俭用，收藏各类火花、门
券、烟标、票证等，至今已拥有
30万枚 （件） 藏品。

1991 年 7 月 1 日，海曙区举
行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70 周年
活动，李国良带着他精心收藏的
火花第一次在鼓楼展出，吸引了

5000 多名市民参观，这给了他极
大的信心和动力。1996 年，李国
良荣获“宁波十大收藏家”的称
号。1997年4月，他受一位上海藏
友的影响，在自己的住宅——黄鹂
新村一套两居室的旧房子里办起了
家庭博物馆。他把自己收藏的一套
套精美典雅的火花装入镜框，挂上
墙壁或摆放在橱柜上，让市民免费
上门参观。

为了让更多的人分享他的收藏
成果，李国良还主动把家庭博物馆

“移”出门外，一次次向市民免费展
示他的收藏品，并多次走进学校、社
区，为学生和居民讲授收藏知识，并
结合时事形势开展各类主题教育活

动。例如，2015 年，为了纪念中国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李国良精选了一批以抗日
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主题的
火花、邮票，在社区、学校、图书馆举
行公益展览，让观众在参观时接受
生动、形象的爱国主义教育。2011
年、2012 年他先后被市精神文明办
评为宁波市“优秀文化志愿者”。

小小的家庭博物馆，不仅奉献
于社会，同时也得到了社会各界人
士关注与厚爱，20 年来，李国良
家庭博物馆接待了来自上海、北
京、江苏、河北、四川、新疆等全
国各地的参观者 2万多人次 （包括
外出办展参观人次）。

甬城首个家庭博物馆成立20周年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
赵立年） 日前，由宁波市曲协故
事创作委员会副主任黄平主讲的

《小品说“品”——微型戏剧、
曲艺作品创作经验谈》在月湖畔
的文艺之家举行，这是市文联组
织的“一月一讲(评)”公益文艺
讲座活动之一。

黄平是我市人才引进来的群
众戏剧、曲艺专家，他编导的作
品曾获得曹禺戏剧奖·小戏小品
奖、中国戏剧奖·小戏小品奖，
两 度 入 围 CCTV 小 品 大 赛 决
赛。当天的讲座，黄平结合多年

的编导经验，通过故事波折、情节
趣味、表现形式以及与观众情感共
振四个方面，讲授如何将一个微型
戏剧、曲艺作品做得有意思并且有
意义。沈姿颖、洪波、鲁洛栋三位
青年演员还表演了去年获得省金奖
的小品《爱情故事》。

“一月一讲(评)”文艺知识讲
座是宁波市文联本着文艺惠民、文
艺为民、文艺乐民的原则，逐步提
升市民文艺素养，提高各协会会员
专业水准的志愿服务活动，近三年
来，文联 12 个专业性艺术家协会
开展了近百场讲座。

黄平讲座在文艺之家举行

本报讯 （记者林海） 为期
17 天的“丝绸之路·溢彩宁波
——俄罗斯油画艺术精品交流
展”将于4月28日在宁波美术馆
盛装启幕。

本次画展，由 Art1917 俄罗
斯油画网从 600余名签约画家中
选取 30 余位著名画家的百余幅
画作展出，其中包括俄罗斯人民
画家西多罗夫·瓦连金、季托
夫·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
艺术科学院院士斯米尔诺夫·维
克托尔·伊瓦诺维奇，功勋画家
费多罗夫·安德烈、莫多罗夫·
奥列格·尼科拉耶维奇，新锐画

家伊利亚·霍和林、金娜·别兹波
洛德赫、尼基塔·莫吉列夫采夫等
的代表作品。这些著名画家的风景
画、静物画、肖像画各有所长，作
品曾多次参加国际及国内展览，具
有很强的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是
不可复制的艺术经典。

本次画展是 Art1917 俄罗斯油
画网“丝绸之路”主题系列全国巡
展的第一站，将为宁波的艺术爱好
者和藏家提供一次俄罗斯艺术和人
文的视觉饕餮盛宴。这些展出的俄
罗斯油画艺术精品还将陆续在全国
各地美术馆与更多的艺术爱好者及
藏家见面。

俄罗斯精品油画将来甬展出

本报讯 （记者林海） 近日，
我市儿童文学作家王路的新作

《那年夏天开始的梦》在金华武义
童话节上举行了首发仪式，该书
16 万字，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

《那年夏天开始的梦》被选入
“中国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精品书
系”，小说以宁波为背景，讲述了
一批热爱文学和动漫的少男少
女，挥洒自己的青春和激情，共
同编织文学和艺术的梦想。这部
长篇小说曾经在 《未来作家报》
连载，获得小读者的热烈反响。
著名文学评论家夏烈认为：王路
的青春校园小说是“日常”的，
对人的理解也比较着意于生活的

真实。其作品充分展示了写实主
义青春小说的特质，忠实地反映
了时代生活里儿童与青少年心理
与行为的发展，是时代的现实主
义风格的儿童或青春小说。

王 路 现 为 中 国 作 家 协 会 会
员，累计在国家级刊物发表作品
二百余万字，网络小说九百万余
字，曾多次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
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浙江省
优秀文学作品奖以及浙江省“青
年文学之星”提名奖等。他创作
的动物冒险小说系列 《勇者蝙蝠
侠》《火山巨蜥》等总销量破百万
余册；受腾讯公司邀请，创作的
250 万字网络小说 《尸兄》 被改
编成动漫，点击量过亿人次。

王路新作《那年夏天开始的梦》首发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
周力） 4月 22日至 23日，2017年
全国大众业余排球精英联盟赛
(浙江赛区)在奉化体育馆举行。
河南大学、杭州建兰、温州平阳、
宁波甬悦等10支队160余名高水
平的业余排球运动员参加角逐。

23 日下午，“溪口杯”2017
年全国大众业余排球精英联盟赛

(浙江赛区)经过两天一夜两个阶段29
场激烈又精彩的比赛，最终，奉化
溪口队以全胜战绩获得本次排球精
英联盟赛浙江赛区的冠军，上海阳
光队、上海PLUS+队分别获得本次
排球精英联盟赛亚军和季军，宁波
甬悦队、杭州建兰队、上海刀郎队
获得本次排球精英联盟赛的第四、
五、六名。

全国大众业余排球精英联盟赛
（浙江赛区）举行

图为比赛中的镜头。 （胡龙召 摄）

2017 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
棋业余棋王赛宁波赛区奉化站预
选赛日前结束。据悉，这项比赛

在宁波有 10 余个分站选拔赛，每
站前六名可以进入宁波赛区总决
赛，宁波赛区总决赛的前六名可以
参加全省的比赛。同时，在这次比
赛中还进行了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
体育项目象棋宁波赛区选拔赛，少
年男子组的赵嘉炜、袁健翔和少年
女子组的胡家艺、严子熙在众多少
年棋手中成功突围，将代表宁波参
加浙江省的选拔赛。图为比赛现
场。

（姬联锋 文/摄）

●昨日，由浙江聚焦影视传媒
有限公司拍摄的儿童电影《闪亮小
红星》在东钱湖开机。

该片根据浙东抗日游击队的少
年英雄杨西来事迹改编，由我市青年
导演杨亚中执导，小演员王益平主演，
讲述抗战期间少年英雄从艰难困苦的
环境中成长起来成为一名真正红军战
士的故事。据悉，全片时长90分钟，预
计拍摄三个月，在我市各地取景拍摄，
今年下半年在爱奇艺等各大网站播
映。 （南华 倪泓 章鲁）

●2017“美斯途·快乐杯”宁波
春季 8人制足球赛近日在浙江纺织
服装职业学院足球场拉开战幕，这
项民间的足球赛吸引了 48 支球队
的近 1000名队员参加。与以往赛制
不同，本次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
一阶段将进行季前赛，除了前两名
将出线争夺“快乐杯”冠军外，小组
第三、四名将重新分组，进行草根联
赛的角逐。 （姬联锋）

●宁波市第四届中小学生轮滑
联赛第一站 （德培小学站） 4月 22
日在德培小学体育场举行，来自全
市各地的 55 所中小学校及幼儿园
的280多名小选手参赛。

宁波市中小学轮滑联赛已被列
为宁波市传统性体育赛事，洞桥中
心小学、德培小学、洪塘中心小学
等学校开设了轮滑阳光体育课，进
行常态化训练。本次比赛总分前三
位为洞桥中心小学、德培小学、洪
塘中心小学。 （林海）

图为比赛中的镜头。
（林海 摄）

本报讯 （记者王珏 沈孙晖
通讯员赵媛） 万亩竹海葱郁，古韵
文化悠悠，90 余名中德参赛选手
骑行穿梭在如诗如画的山水美景

中，一路挥洒“速度与激情”……
4 月 23 日，以“低碳骑行精彩有
约，竹乡氧吧魅力无限”为主题的
首届象西风情线中德自行车友谊赛

在象山西周举行。
据了解，此次骑行竞赛从陈隘

村出发，终点为华翔山庄，全程约
36 公里的线路串起了当地上张水
库、儒雅洋、伊家山、何婆岭顶等
各大景点。赛事设精英组、大师组
和女子组三个组别，参赛选手中年
龄最大的66岁，最小的22岁。

蜿蜒的山地赛道上，车轮飞
转，激情飞扬，竹子成了一路相伴
的“啦啦队员”。选手们刚与上张
山水“依依惜别”，又与历史文化
古村儒雅洋亲密邂逅……在比赛中
旅游，在旅游中比赛，成了大家共
同的感受。

经过激烈的竞争，已有 5 年
“骑龄”的象山选手张勇以1小时5
分钟的成绩，摘下全赛程桂冠。55
岁的德国选手武士德取得了全赛程
第四、大师组第一的好成绩。据
悉，他此前参加过 10 多次各类自
行车赛，象山还是第一次来。颁奖
典礼上，他把获得的奖金全部捐给

西周镇慈善总会。此次比赛也给武
士德留下了深刻印象：“西周不但
空气好，还有丰富的竹海、茶山等
山水资源，让人流连忘返，这是我
过去比赛所没有体验过的。”

武士德的感受道出了西周镇的
“心声”。举办中德自行车友谊赛，
西周“醉翁之意”在于展示当地的
旅游资源，进而吸引更多“金凤
凰”前来栖息。据了解，竹乡西周
可谓“古村古居韵味独特、山水竹
林 风 光 优 美 、 佛 教 文 化 底 蕴 深
厚”，资源禀赋丰富独特。为此，
镇里确定了以“竹乡古韵文化”为
主题的旅游开发思路。

目前，象山县正立足海洋、文
化、生态等特色优势，大力推动全
域旅游发展建设。该县旅发委副主
任张建军表示：“未来会做强做好

‘旅游+’文章，根据不同乡镇特
色举办文化节庆活动，将民俗文化
和现代业态相结合，打造全域旅
游。”

古韵竹乡玩转“旅游+体育”
象山西周举办中德自行车友谊赛

图为比赛现场。 （朱海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