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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产
权，近年来无论是政府、司法机
关还是企业，在立法、执法、专
利申请、商标保护等方面都在不
断加大保护力度，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但是，为何涉制造业侵权
行为依然频发？

“产权意识不强、侵权行为隐
蔽性强，是导致涉制造业此类案件
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市中级人
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法官分析。

从 2012 年起，李某以低价大
量收购散装的某品牌轴承，随后
在未经商标权利人授权的情况
下，制作假冒的品牌包装盒，将那
些真品轴承包装后销售。2017 年
底，被公安部门抓获。虽然李某辩
称自己卖的轴承是真品，但是鉴
于其委托他人制造假冒包装盒自
行分装销售的行为侵害了商标权
利人的合法权益，最终被鄞州法
院以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
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产权意识不强，对知识产
权侵权行为知之甚少，不知道以

‘假包装’卖‘真货’仍属于违
法行为，最终使自己受到了法律
的制裁。”法官说，此类因不太
懂法而侵权的现象比比皆是，最
常见的是一些农村地区的超市，
进到假货不自知，日常经营活动
中又不注意保存进货凭证，导致

坐上被告席后，合法来源等抗辩理
由无法适用。

同时，司法实践中，被侵权制
造业企业产权意识不强的现象也并
不少见。部分传统制造业企业知识
产权意识偏弱，不仅忽视知识产权
的创造、申请、运用、维护、管
理，也没有建立专门的维权及应诉
机构，更谈不上配备专业的工作人
员并建立体系化的制度，导致在被
侵权时维权难。

知识产权的无形性及其侵权行
为的隐蔽性，使得权利人举证难度
大，一些想以“偷搭便车”“借船
出海”方式打开市场的企业便抱着
侥幸心理铤而走险。

“一般来说，知识产权案件的
赔偿依据，主要从被告损失情况、
原告获利情况、授权许可费、合
理维权费用等几方面衡量，但现
实中，很多案件原告选择按照法
定赔偿来确定赔偿金额。”法官解
释，主要原因在于，无论是被告获
利还是原告损失情况，都较难充足
举证。

此外，伴随着权利人意识的觉
醒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出现了不少
专业维权机构，商业化维权现象逐
渐增多。此类案件往往以获取中小
型商场、超市、个体工商户等终端
销售商的经济赔偿为目的，常常是

“系列案”，也使得侵权案件数量居
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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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不够、隐蔽性强、举证艰难……
过去3年，浙江5个地市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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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是创新的基
础。当前，在全球经济形
势影响下，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
为促进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的蓬勃发展，昨
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
白皮书，介绍了宁波知识
产权法庭挂牌 3 年来，其
所辖宁波、温州、绍兴、
台州、舟山等 5 个地市涉
制造业知识产权案件审理
情况。

5 个省内制造业发达
的地市，制造业知识产权
保护现状如何？维权之路
困在哪里？如何去突破？

记者 董小芳 通讯员 钟法

宁波知识产权法庭法官利用移动微法院开庭审理案件。

2017 年 9 月 8 日，宁波知识产
权法庭挂牌成立，管辖宁波、温
州、绍兴、台州、舟山这 5 个地市
的重大知识产权案件。该五地市均
是制造业发达地区，决定了法庭专
利案件数量多、一审案件占比高。

面对挑战，宁波知识产权法庭
一方面通过深度运用移动微法院、
设立巡回法庭、不断完善证据规
则、严格落实惩罚性赔偿制度等举
措，破解维权难题，助力区域制造
业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妥善审理
典型案件，确立裁判规则，彰显激
励和保护创新的鲜明态度。

在“埃斯科公司发明专利维权
案”中，法官利用司法权对存在明
显错误的权利要求进行修正性解
释，有效提升维权效率，该案入围
当年中国法院 50 件典型知识产权
案例。

一家电商侵犯了他人专利权，
侵 权 产 品 网 上 成 交 数 3000 余 件 ，
但真实销量仅 15 件。法官认定，

“刷单”对权利人有销量、定价、
商誉的间接损害，该裁判主旨被新

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吸收。
值得注意的是，宁波法院涉制

造业知识产权案件平均判赔金额已
从 2017 年的 42.1 万元提升至 2020
年的 52.3 万元，增长了 24.2%，充
分发挥了司法对知识产权的价值认
定和保护作用。

与此同时，宁波知识产权法庭
积极助推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的建
立，立足大宁波，辐射五地市，展
望长三角：出台专门文件服务宁波

“打造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之城”；
推动设立宁波知识产权综合运用和
保护第三方平台，与各地建立诉调
对接机制，高效化解知识产权纠纷
974 件；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杭
州中院等签订合作协议，积极参与
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 （董小芳）

助力“浙江制造”

宁波知识产权法庭
交上三周年“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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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牛集团是我市一家专门生产
开关插座、转换器等产品的企业，
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在一起知识产权案件中，公牛
集团作为原告，诉称某电器有限公
司制造并在线上、线下店铺大量销
售、许诺销售涉嫌侵犯其专利权的
多面插座产品，侵害了其实用新型
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故诉至
法院，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
权、销毁库存的多面插座成品和半
成品及专用制造模具，并赔偿经济
损失。

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最
终判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
100 万元。

此类涉制造业知识产权案件，
屡见不鲜。据统计，近年来，宁波
两级法院受理的涉制造业知识产权
案件呈上升态势，2018 年为 1250
件，2019 年为 1558 件，今年上半
年为 717 件。

白皮书显示，该类案件绝大多
数涉及传统制造业。3 年来，在两
级法院受理的 3804 件涉制造业知
识产权案件中，涉及电器、模具、
文具、五金、机械、塑料、纺织、
工艺品等 8 个主要传统制造业的案

件，占比就达到了 66.9%。而且，
该类案件大多涉及专利侵权，主要
包括侵害发明专利、侵害实用新型
专利、侵害外观设计专利等，占比
81.5%，其中又以侵害外观设计专
利案件最为常见，有 1897 件。

在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
庭受理的一起案件中，原告和被告
都是电器设备生产企业。原告诉
称，其在 2011 年申请了与其字号
相同的字样作为商标，被告公司
2013 年成立，使用了与原告字号
相同的字号作为企业名称，并在其
生产的产品上使用了自己的企业名
称。最终，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
理，认定被告明知或应知该商业标
识，却依旧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
侵犯了原告的字号权，认定构成不
正当竞争。

“不得不说的是，这些案件大
多发生在准入门槛低、技术难度
小、自主品牌少、仿造成本低、竞
争激烈、产品低端且同质化现象普
遍的行业，如文具、小家电、模具
等传统制造业。而新兴制造业领域
由于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发案率普
遍较低。”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
权法庭法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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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制造业最为集中传统制造业最为集中

知识产权保护作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基石，是实体经济发展
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对营造良
好的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具有重
大意义。在当今形势下，如何加
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为浙
江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份、为宁
波打造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之城
贡献力量？

“首先要完善相关的制度、
机制，提高侵权行为代价，形成
强 有 力 的 震 慑 。” 业 内 人 士 建
议，当前，专利权、著作权、商
标权等各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存在

“分散立法”的现象，执法程序
也不统一。随着科技的迅速发
展，一些新兴产业或新科技领域
中的新问题会出现，现有的知识
产权法律体系亟待完善。

同时，在充分弥补权利人因
被侵权而遭受损失的基础上，建
议探索通过综合研判侵权行为人
的主观过错、侵权行为类型、持
续时间、地域范围、侵权后果等
因素实施惩罚性赔偿，进一步提
高侵权人的侵权代价。

对于举证难的困境，法官建
议，以知识产权诉讼证据规则为
指引，探索建立以诚信原则为导
向、激励当事人积极提供证据的
诉讼机制，切实减轻知识产权权

利人的维权取证困难，有效化解知
识产权案件举证难的困境。同时，
不断深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针对
专业技术问题，依法允许当事人申
请的专家辅助人出庭，就技术问题
进行陈述解释，探索采用技术咨询
的方式查明事实。

再者就是要加强各方力量的协
调和资源的融合。如协调公、检、
法等多元力量，强化对知识产权授
权确权行政行为和行政执法行为合
法性的全面审查，完善民事诉讼、
行政诉讼、刑事诉讼的有效衔接；
整合吸纳专利技术分析、知识产权
服务、行业专利数据库等各类社会
资源，全面分析相关运行经验、成
果及侵权案件信息，构建“大数
据、大服务”的开放式格局。

“最重要的，就是要再次提醒
广大制造业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
业，一定要强化产权意识，及时将
尚未转化为成果的创意、想法用载
体固定下来，增加保护手段，建立
专业的知识产权保护队伍。在面对
知识产权问题时，要及早准备、固
定相关证据，包括权利权属证明、
专利稳定性材料、侵权人的侵权事
实、侵权结果、侵权行为与侵权结
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侵权人存在
主观过错等等，缺少其中任一要件
都可能承担败诉风险。”法官提醒。

提高侵权代价提高侵权代价
加大保护力度加大保护力度

昨日，宁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政协委员会客厅揭牌。

2017年9月8日，宁波知识产权法庭挂牌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