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4�日， 第五十七场银
行业例行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
浦发银行副行长潘卫东以“浦发
银行借助金融科技 积极推进数
字化转型”为主题，介绍了该行
全面推进各业务领域数字化建
设实施成效等情况。

数字化战略是浦发银行总
体六化战略（数字化、集团化、专
业化、轻型化、国际化、集约化）中
的重要一环， 是推进全行战略突

破的重点领域。
在零售业务领域，浦发银行

启动大数据、机器学习、自然语
言处理等人工智能应用研究探
索，2016年在业内率先推出智能
投顾。 在全面风险管理系统方
面，浦发银行已建立包括企业信
贷服务系统、 额度管理系统、抵
质押品管理系统等， 覆盖信用、
市场、合规等风险领域，为定量
化、精细化提升全面风险管理能

力提供系统支持。此外，浦发银
行推动实施“天眼”计划，建设
“天眼”系统，利用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等先进技术手段开展
集中式作业， 动态刻画客户、业
务、押品等风险主体的立体风险
视图和风险收益视图，全覆盖、全
方位、全周期，为风险管理和风险
经营提供决策支持和服务支撑。

■孔令鸿潘显璇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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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12月12日， 福彩双色球9亿
元派奖活动的第 17期， 即第
2017146期开奖，开出红球号码：
01、19、25、26、27、33， 开出蓝球
号码：10。 当期湖南彩民成为当
之无愧的中奖佼佼者，一举收获
6注复式投注一等奖， 单注奖金
高达734万余元（含派奖奖金153
万余元）。 更让人兴奋的是，6注
头奖均出自长沙县暮云镇高云
路43015194号福彩投注站，头奖
分属两张复式投注票， 一张是5
倍投注的“6+16”蓝球复式票，一
张单倍投注的“9+16”全复式彩
票，两张彩票投注时间前后相差
仅6分钟。若中奖者为同一人，则
该中奖者将一次性收获奖金高
达5000余万元，并将改写我省双
色球一等奖奖金的排行榜。

隔天（12月13日），中奖者柴
先生（化姓）带着爱妻一同来到
省福彩中心，领取了巨奖。柴先

生是个生意人，家境一直比较宽
裕，购彩是他坚持了10多年的习
惯。当晚9:18左右，他打开手机查
看双色球开奖号码， 奇迹出现了，
当期双色球开出的6个红球与他看
好的6个红球一模一样，6注一等奖
妥妥地收入囊中。他激动不已地告
诉老婆自己中大奖了，小夫妻兴奋
得一整晚没怎么睡。

当柴先生和爱妻现身省福
彩中心时，省中心的兑奖室里异
常“热闹”，柴先
生一直到领奖，
都不知道自己
究竟中了多少
奖金。两张彩票
中得一等奖6注
（且每注包含派
奖奖金153万余
元）、 二等奖90
注 、 三等奖 18
注、 四等奖315

注、五等奖695注，奖金合计5168
万余元。

今年10月湘潭彩民胡女士
（化姓）， 以8注双色球头奖奖金
5384万元， 一跃而至我省双色球
历史上排名第2位！当时的第三位
是2015年长沙中出的3814万元。
才短短两个月不到的时间， 这个
榜单就被长沙柴先生的5168万元
给改写了， 并且前三甲的奖金数
均在5000万元以上。 ■木子

本报12月17日讯 从高桥
进茶杯、编织袋、袜子等货物，再
放到超市里销售，岳麓区某超市
老板王先生经营超市5年多来，
一直是这样做生意的。 前阵子，
他却被国外某品牌公司告了，因
为进货的茶杯上印有某卡通动
物商标，属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违
法行为，需要进行赔偿。

同时成为被告的， 还有岳
麓区其他8家超市、母婴店等店
铺相关负责人。“提出赔偿的数
额很高， 都怪我以前对知识产
权了解太少了， 吃了大亏啊！”
12月16日上午， 在湖南省知识
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
解下，包括王先生在内的9位店
主， 终于与原告方就赔偿问题
达成了一致。

【事件】
批发茶杯售卖
却被国外公司诉讼

王先生表示， 自己经营的
生活超市， 主要销售生活日用
品、零食、饮料等。饮料食品经
销商会送货上门， 一些日用品
他都是在高桥进货。前几天，他
收到了岳麓区人民法院的通
知，因为店里销售的茶杯、编织
袋有某动物的图案， 他被国外
一家公司提起诉讼， 被告侵犯
该公司的知识产权。

“我进货的时候，一进就好
多个，各种各样的商标，哪里会
知道这些商标侵权？“王先生坦
言，自己心里觉得非常冤屈，店
里货物成千上万， 图案各不相
同，谁会在意一个杯子的图案？
其他几位店主和王先生情况基
本一致，都是从高桥进货，然后
成了被告。 大家拿出进货的单
据， 却被告知不能成为货物正
规来源的证据。 三湘都市报记
者看到， 红色的单据上没有公
章， 也没有商品生产厂家等任

何信息，仅有进货商品的价格、
数量等。

“如果能够证明来源合法，
他们可以免责， 侵权责任由上
游供货方承担。 但这些单据不
能成为证据。” 参与现场调解的
湖南省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
委员会的律师袁伟平表示，单
据不具备法律效应， 王先生等
店主无法免责。

【声音】
没想到售卖的商品会侵权

“根据调解委员会的原则，
我们不偏袒任何一方， 主要根
据客观事实来促使纠纷的解
决。”湖南省知识产权纠纷人民
调解委员会主任、 中南大学知
识产权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何炼
红教授在调解开始之前强调。
据介绍， 今年10月20日成立的
湖南省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
委员会， 旨在为全省专利、商
标、 版权等知识产权纠纷提供
快速、灵活的解决渠道。

在王先生等被告方陈述完
事实后，何炼红教授表示，“侵
权事实确实存在。” 经过调解人
员的反复沟通， 原告方律师和
被告方最后终于就赔偿金额达
成一致， 这起知识产权侵权案
件调解成功。

“吃一堑，长一智。”同样是
被告的刘女士说， 她认识到了
自己售卖的商品存在侵权行
为，不会逃避责任，妥善处理好
赔偿问题。同时，以后在进货过
程中会多留一个心眼， 不采购
一些可能涉及侵权的商品。

针对市场上部分商品存在
侵害商标权的现象， 调解员们
希望经营者主动配合有关部门
取证，追击制假售假的源头，共
同保护品牌、保护知识产权、净
化市场。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周闯

这个冬季对湖南隆回县山
界回族乡朝阳村民营企业主钱
小红来说，是一年之中最忙碌的
一个季节，每天都要上网发布农
产品信息、 加工包装农产品、快
递发货。借助银行搭建的电子商
务平台，钱小红的电商生意十分
红火。这是农行隆回县支行抓住
“互联网+” 快速发展的新契机，
大力推广“E商管家”项目，助力
客户利用电子商务平台网上销
售农产品的真实写照。

“E商管家”是农行顺应互联网
金融发展推出的全渠道电子商务服
务平台，利用农行强大的网络、客户
资源以及金融服务优势， 为传统企
业提供集供应链销售管理、 多渠
道支付结算、 电商数据云等于一
体的定制化商务金融综合服务。

据了解，该行顺应“互联网+
农村金融服务”大势，积极布局
互联网金融。立足银政、银企合
作加强“精准扶贫”，通过改善农
村支付环境， 发放农户小额贷

款、助业贷款等方式，扶持涉农
企业和农户发展特色农产品，
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下一步，该行还将依托遍布
农村助农服务点优势，积极探索
推进互联网金融，与政府部门对
接开展电商综合惠民工程，全面
优化“金融＋网购＋快递＋便民”
和“金融+企业+农户+电商”模
式，紧扣“金融主导、涵盖电商”的
服务定位。 ■钱书忠 潘显璇

经济信息

从高桥进货五年，他忽然被告侵权
只因售卖的茶杯上印有某卡通动物图案 长沙多家超市老板被国外公司起诉侵犯知识产权并索赔

本报 12月 17日讯 近
日， 湖南省知识产权局印发了
《湖南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三
年行动计划》(下称《计划》)，根
据《计划》，该局将率先在全国
建成集专利、商标、版权“三权
合一” 以及行政调解、 司法调
解、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四调
联动” 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
解平台， 形成维权援助与行政
机关、 司法机关紧密衔接的长
效协作机制。

《计划》明确，到2020年，湖
南将建成一个中部地区具有影
响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品牌机
构。在优化信息平台方面，充分
发挥12330集中受理、 快速反
应、协调联动的特点，规范接听
程序，做到办结率达到100%。

“到2020年，维权援助服务
率先覆盖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工程机械、智能制造、新材料、
电力装备、 文化创意等6大产
业，联系重点企业30家，重点涉
外企业12家。”湖南省知识产权
维权援助中心主任李小强介
绍，将健全跨区域、跨部门维权
援助和举报投诉案件协作转交
机制， 推进跨省跨国知识产权
维权援助， 引导企业建立知识
产权海外维权联盟，为企业“走
出去”提供专业服务。

针对湖南知识产权密集型
产业、新兴产业、主导产业发展
需要和人才创新创业需要，《计
划》 争取3年内在产业集聚区、
人才集聚区设立10个以上知识
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站， 推进服
务端口前移， 逐步建立知识产
权快速援助机制， 实现工作站
点对点、点对面服务。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周闯

我省将组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平台
推进跨省跨国维权援助，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服务

5100万元巨奖花落他家

中出巨奖的幸运彩票

银行搭台，电商唱戏 农行隆回县支行助农鼓起“钱袋子”

借助金融科技 浦发银行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

走，到月亮岛踢球去
足球爱好者们以后又多了

一块运动场地，12月17日，由
长沙月亮岛文旅新城投资有限
公司等主办的月亮岛足球文化
园局部开园，开启试运营。月亮
岛足球文化园占地面积100亩，
建有9片符合国际足联标准的
人工草地露天和风雨球场。据
了解，月亮岛面积为2.7平方公
里， 是湘江流域最具休闲旅游
价值的江心洲岛，将打造成“文
化体育休闲旅游岛”。
记者 叶子君 田超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