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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岚）日前，国家
知识产权局公布首批 10 个获准设
立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
中心地方分中心单位，中国（宁波）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名列其中。“争当

‘重要窗口’模范生，宁波在知识产
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方面要走
在全国前列。”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当前，宁波正实施“225”外贸双
万亿行动，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
开放，企业在专利、商标、著作权、商
业秘密、不正当竞争等方面遭遇的
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开始增多，涉及
美国、欧洲、印度、日本、巴西等多个

国家或地区，以及机械加工、电学器
件、生化物品等多个重要技术领域。

企业在参加国际展会时应做哪
些调查和准备？遭遇侵权纠纷时如
何应对？未在国外申请知识产权的
产品是不是可以出口？这些问题已
成为众多企业“走出去”迫切需要了
解的知识。

“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
指导中心宁波分中心将重点聚焦海
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存在的难点和
痛 点 ，为 企 业 提 供 专 业 指 导 和 服
务。”该负责人表示，结合我市实际，
将重点围绕机电及高新技术产品出
口、能源及大宗商品进口、跨境电

商、数字贸易、服务贸易、优质商品
进口、转口贸易等 7 个领域，开展企
业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信
息发布、风险预警及宣传培训工作。
一方面，聚焦区域重点产业发展，帮
助企业加强海外知识产权布局；另
一方面，帮助企业建立纠纷应对指
导机制，鼓励企业积极应诉，全面提
升宁波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中国（宁波）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已在海外维权方面帮助企业解决了
许多实际问题。如慈溪某电子消费类
企业在参加一次欧洲电子产品展会
时，因涉嫌侵权国外某公司专利而遭
遇下架处理，中心第一时间介入，帮

助企业做技术点比对分析，排除了企
业侵权嫌疑；江北某户外用品类进出
口企业在阿里巴巴上售卖一款热销
产品，因事先不了解该产品已经被美
国一家公司申请了专利而被起诉侵
权，中心积极帮助企业应对纠纷，并
帮助建立了海外布局和预警机制，使
企业挽回了部分国际市场⋯⋯

下一步，宁波分中心将进一步
整合人才、信息、金融等资源，整理
分析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态势，开展
风险防控并及时发布预警，为企业
应对海外纠纷提供必要的、有针对
性的业务指导和咨询服务，提升企
业国际化发展能力。

争做知识产权发展保护“模范生”
宁波获准设立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地方分中心

本报讯（记者张昊） 最近，随
着全省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周，我市
围绕世界知识产权日以“知识产权
与健康中国”为主题广泛开展版权
宣传活动，积极弘扬以“尊重知
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为核心
的版权文化，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版
权保护意识。代表宁波城市人文精
神的 IP“宁波小知”获版权保护，宁
波宣判全国首例侵犯字体著作权刑

事案件，宁波中院判决全市首个乡
政府著作权侵权案⋯⋯2019 年，我
市版权保护工作成果斐然。

我市连续多年组织开展十大版
权事件评选，通过公布版权管理、版
权执法、版权创造、版权运用、版权
维权等各方面的典型事例，吸引更
多市民群众了解版权和重视版权保
护。

我市还开展资助版权登记服

务，由政府划拨专项资金，对登记著
作权的作品实行登记资助，鼓励和
引导社会创新，让更多企业和个人
的创新成果得到版权保护。2012 年
至今全市版权登记数量快速增长，
目前已有 2 万多件；2019 年著作权
登记达到 3420 件，同比增长 32%。

我市开展打击侵权盗版行动，
加强行政执法，严厉打击著作权违
法 犯 罪 行 为 ， 巡 查 网 站 13 万 余

个，查处网络案件 45 起，其中侵
权案 2 起。

我市在省内率先成立宁波市版
权纠纷调解中心、宁波市版权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宁波市知识产权
运用和保护第三方平台，建立诉调
对接机制，完善版权纠纷多元解决
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提升著作权保
护水平和效力。目前全市成功调解
著作权纠纷 1600 多起。

我市版权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

去年著作权登记量同比增长三成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员
廖鑫）“五一”节前，海曙区柳汀花苑
11 号传来喜讯，居民们盼望已久的
电梯加装终于开工了，目前地基已
挖好，工人们开始捆扎钢筋，为电梯
井施工作准备。

“真不容易啊，我们已等了两年
多，现在楼道里的 12 户居民基本达
成一致意见，预计到 6 月底，电梯可
以使用了！”昨天下午，住在 4 楼的
祝先生显得很兴奋。

海曙区自 2018 年启动既有多
层住宅加装电梯以来，居民的咨询
电话络绎不绝。截至目前已有 14 个
小区的 20 个楼道完成了电梯加装，
加装电梯数量居各区县（市）第一。

“结合今年老小区整治工作，我
们已开始对全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作全面摸排，摸清老小区楼道是否
具备加装电梯的条件，为建立加装
电梯项目储备库制度提供数据资
料，也便于街道、社区有针对性地开
展加装电梯推动工作。”海曙区住建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一批排摸 32
个小区，包括今年 18 个需要整治的
老旧小区以及 14 个铁路沿线小区。

据悉，海曙区受疫情影响而停
工的加装电梯项目已恢复施工，并

进入加速开工阶段。截至 4 月 15 日
今年新增审核通过并进入施工阶段
的加装电梯项目有 15 部，预计疫情
缓解后，将有更多的加装电梯项目
进入申报。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是一项
涉及规划设计、市政管理、建筑结
构、建筑安全、地域环境施工、房型
户型、设施设备、资金投入分摊、住
户协商和物业管理等诸多因素的系
统工程。所以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涉
及多方的利益和多个审批环节，耗
时费力。

据悉，2018 年 1 月，我市正式启
动电梯加装试行工作，先后出台多
项政策持续推进既有多层住宅加装
电梯，去年共完工 52 部。

记者了解到，多层住宅加装电
梯存在利益冲突，楼层不同，利益各
异。加装电梯的受益者主要是楼层
较高的住户，而楼层较低的住户对
电梯的使用频率较低，甚至不使用，
因此可能引发不同楼层住户间矛
盾。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最大的
阻力依旧在于居民的意见是否统
一。“我们积极参与加装电梯前期的
业主协调会，对加装电梯技术方面
的问题进行沟通解释。针对业主担
心的采光问题、噪声问题，我们配合
做好日照分析、提供检测资料，尽可
能对业主提出的问题解释清楚，协
助街道、社区化解因加装电梯而产

生的邻里矛盾。”海曙区住建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

一季度，市住建局制定出台了
既有多层建筑加装电梯攻坚行动方
案，2020 年力争完成既有多层住宅
加装电梯 100 部，并明确了实现路
径。同时，完善电梯加装信息系统，
在原来网上加装电梯审批系统基础

上，增加业主信息意见征询、物业专
项维修资金、住房公积金提取系统
对接等多个模块。

同时，市住建局狠抓落实，与各
区县（市）进行实地对接，深化“三服
务”，点对点指导，进一步加快加装电
梯项目的落实与施工。截至目前，共
有34部加装电梯正在施工中。

老旧小区34部电梯开建
今年全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力争完成100部

保安全抢建设进行时

鄞州孔雀小区内加装的电梯 （资料图片）。 （市住建局提供）

昨日，家长带着小孩在宁波书
城阅读书籍。假日期间，不少市民
走进书店阅读、挑选书籍，享受读
书的快乐。

（周建平 摄）

徜徉书海
乐享假期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宣
文）市市场监管局日前传来消息说，
我市将紧盯“放心消费城市”远景目
标，启动 2020 年百家品质超市食品
安全示范引领行动，计划新建省级

“放心肉菜示范超市”3 家以上、宁
波市“食品安全示范超市”5 家以
上、宁波市“食品安全规范超市”60
家以上，并对已评定的 12 家省级

“放心肉菜示范超市”、32 家宁波市
“食品安全示范超市”进行跟踪评
价。到年底，“放心超市”总数将达百
家。

根据省政府下达的民生实事放
心消费创建任务，今年我市要培育
放心消费单位 3 万家、无理由退货
单位 1 万家、放心工厂 4000 家；放心
街区 13 个。

其中，围绕食品安全这一重大
民生问题，市场监管部门的百家放

心超市示范引领行动，将助推品质
超市分层梯队管理：“放心肉菜示范
超市”对照国际高标，突出品质引
领，重点引导超市完善采购模式、加
强供应商及基地“双审核”、严格检
测标准、全程冷链控制、公示追溯信
息，培育“优质精品肉菜专柜”“优质
精品肉菜品牌”；“食品安全示范超
市”强化风险管控，树立行业标杆；

“食品安全规范超市”注重夯基补
短，守住法律底线。

此外，我市将继续推进农贸市
场提档升级，力争到 2020 年底，实
现全市城区二星及以上星级农贸市
场覆盖率和乡村星级农贸市场覆盖
率90%以上，新增三星及以上星级农
贸市场 40 家以上，创建省放心农贸
市场 90 家以上的总体目标。继续推
动农村家宴放心厨房建设，在已完
成 500 家农村家宴放心厨房改造提
升的基础上，今年再改造农村家宴
放心厨房 80 家，同时还要建成中小
学和等级幼儿园“阳光厨房”310家。

宁波“放心消费城市”年度创建目标出炉

“放心超市”要达到百家

质优宁波新实践

图为麦德龙超市的放心肉柜。 （王岚 宣文 摄）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员
葛芋君 宁海县委报道组蒋攀） 交
通运输部近日公布了首批 25 个农
村物流服务品牌，宁海县“交通运
输+邮政快递融合”项目成功入
选，系全市唯一，全省共有两个。

该项目打造“一个平台、两大
基地、三级载体、多维协同共生”
的生态发展模式，一个平台是指集
结有资源、有技术、有需求、有资
本的战略盟友，两大基地包含农村
物流产学研基地和创业培训基地，
三级载体是指标杆示范的县级物流
中心、乡镇集散中心、村级农村物
流服务站，多维协同共生指依托一
个平台、两大基地和三级载体，实
现品牌推广、商务智能、实时结
算、决策咨询、交流培训、项目融
资等功能，达到生态联盟成员之间
的业务协同、服务协同、生态协
同。

同时，项目还充分依托交通、

商务、供销、邮政、研究机构和乡
镇等部门资源优势，发挥邮政快递
企业、金融机构、农村物流网点和
农村电商从业青年等主体力量，推
进快递下乡电动三轮摩托车标准
化、农产品物流包装标准化、农村
物流网点建设标准化和农村物流信
息标准化等农村物流资源的集约整
合，推进社会资源的整合共享和优
化配置，全力打造农村物流生态联
盟，助推乡村经济发展。

近年来，宁海成功创建全省快
递发展先进县，按照“一核两副多
点”的现代物流体系，多途径发展
培育 A 级物流企业。目前已有 4A
级物流企业 1 家、3A 级 2 家、2A
级 2 家。今年将启动 《宁海现代物
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2020～2035
年）》 规划研究，进一步优化区域
综合交通产业环境，推进物流业与
农业、制造业等产业的融合发展，
实现物流快递业提质增效。

交通运输部公布首批农村物流服务品牌

宁海“交通运输+邮政快递
融合”项目入选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陈群力 周嘉颖） 日前，奉化法院
引入小额诉讼程序，快速审结一起
口罩买卖纠纷案件，其中庭审只用
了 10 分钟，大大提升司法效率。

今 年 2 月 底 ， 金 某 经 朋 友 介
绍，通过微信联系上葛某，欲购买
10000 个口罩用于复工生产。葛某
称其有一批现货在江西，价格为每
只 3 元，付款当天即可发货。付款
后第三天，金某收到了一个来自江
西的快递箱，但箱内竟然空无一
物！葛某这下终于坦白，他所说的

“ 现 货 ” 其 实 也 是 通 过 朋 友 圈 向
“上家”购买的，他自己也是被人
骗了。

随后，葛某向公安机关报了
案，并通过其他渠道，向金某发了
1000 个口罩，其余口罩却迟迟发
不了货。无奈之下，金某要求退还
剩余款项，但葛某一直未予退款。

4 月 17 日，金某向奉化法院提
起诉讼。根据案件情况，法院决定

采用小额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并告
知了双方当事人。一周后，江口法
庭公开审理了此案。因小额诉讼程
序可以不受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
环节限制，案件采取了要素式审理
方式，整个庭审过程仅用时 10 分
钟。庭审后，在法官主持下，双方
达成调解协议。

奉化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小
额诉讼程序适用对象主要有两种：
一是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事实清
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
的简单金钱给付类案件，标的额为
人民币五万元以下的；二是标的额
在人民币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简单金钱给付类案件，当事人双
方约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

据介绍，小额诉讼程序对传
唤、送达、庭审等环节进行了简
化，并实行一审终审制，具有便捷
高效、终局解纷的制度优势，能有
效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全面提升
司法效率。

奉化法院引入
小额诉讼程序
10分钟审结口罩买卖纠纷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