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新闻

“五一”将至，张家界向全
世界发出“住民宿、品民俗，看
绝版山水， 享绿意生态” 的邀
约。十家精品民宿发出招募令，
面向全球招“掌柜”，年薪100
万元。近百家精品民宿也承诺，
将共同提供3650间 /夜住房，
面向全球免费试睡。 游客只要
在入住后发布一篇游记、 微信
或微博、 推特等类似的社交文
章、短视频等，即可获得免费体
验机会。 图为张家界大庸秘境
民宿。

记者 丁鹏志 摄影报道

本报4月26日讯 今日上
午， 绥宁县政府在长沙召开
新闻发布会，2019年中国绥
宁苗族“四月八姑娘节”将于
5月1日至17日在绥宁县花园
阁苗寨、大园古苗寨、上堡侗
寨、黄桑景区进行。

本次苗族四月八姑娘节
以“神奇绿洲 醉美绥宁”为

主题，开展“9大主题活动”。
作 为 苗 家 人 的 “情 人

节”，四月八姑娘节于2008年
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绥宁县副县长唐艳表示，
本次节日将采用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 展现绥宁全方
位之美。

■记者 黄亚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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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6日讯 正值第
19个世界知识产权日，4月26日
上午，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发布
了《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白皮
书》，并通报了2018年知识产权
典型案例。

2017-2018年，长沙市检
察机关共办理涉及知识产权
案件359件，其中刑事案件314
件、民事案件45件。受理和发
现公益诉讼类案件线索26条，
已完成公益诉讼立案审批10
件45人。

长沙市检察机关所办涉及
知识产权案件主要是刑事案
件， 共计314件， 占85.1%；民
事、 行政、 公益诉讼类案件55

件，共占14.9%。
在办理的案件中， 侵犯商标

权案件比重大， 驰名商标被侵权
情况严重。 长沙市检察机关审查
逮捕、 审查起诉的侵犯商标权的
案件114件，占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的36.3%（如将所办侵犯知识产权
罪名竞合案件中与侵犯商标权有
关的叠加计算， 这一占比更大），
其中：假冒注册商标罪48件，销售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56件，非
法制造、 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
标标识罪10件。“贵州茅台”“五粮
液”“酒鬼酒”“李锦记” 等驰名商
标被侵权的刑事案件25件；“路易
威登”“赛琳”“惠普” 等国际品牌
被侵权的刑事案件3件。

本报4月26日讯 今天是第
19个“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日”。
记者从长沙海关了解到，截至目
前，湖南省在海关总署备案的知
识产权数量58项，权利人22个。
2019年以来， 已查获涉嫌侵权
物品1404件， 全部为出口跨境
电商物品，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侵
权物品数量明显上升。

2019年3月间，长沙海关在
对省内某电商企业进行查验

时，发现其中5票物品规格、品牌
异常，涉嫌侵权。经查，申报为无
品牌无型号的零钱包、衣服等，实
为涉及 fila、nike、puma、adidas
等7个知名品牌的零钱包、 帆布
包、T恤等，共计1404件。电商企
业承认该批物品为侵权物品。目
前， 涉嫌侵权物品已被长沙海关
暂扣，开展后续调查处置。

■记者 卜岚
通讯员 林俊 杨春勇

本报4月26日讯 因为销售
便宜的假酒鬼， 长沙多家烟酒商
行遭到了酒鬼酒公司的起诉，为
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长沙
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沙知识产权法
庭开庭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最
终经法院调解， 烟酒商行与酒鬼
酒公司达成调解， 同意赔偿2.4万
元。据介绍，自2018年8月起，法院
已收到了酒鬼酒公司430多件同
类商标侵权案件， 被告方都是个
体户。

庭审中，酒鬼酒公司代理律师
表示，在2018年8月1日，曾与公证
人一同来到位于长沙市黄兴路步
行街中心广场附近的“湖南特产”
店铺购买一瓶价格为298元的酒
鬼酒。后经证实，该酒为假酒，且上
面的商标与酒鬼酒注册的商标的
样式非常近似，能起到混淆消费者
的效果。酒鬼酒公司认为该烟酒行
的行为已经侵犯了自己的权利，故
将其告至法院，索赔7万元。

对于假酒的来源， 商行方说
不清，无法免责，但对于7万元的
赔偿无法接受。最终经法院调解，
双方决定握手言和， 该烟酒商行
也同意赔偿2.4万元来息事宁人。
对于侵权的事， 烟酒商行老板表
示今后再也不敢卖假酒了，“这次
的教训很沉重！”

“这些被告的个体户，对于假
酒鬼酒的商标均无法追根溯源，
考虑到假酒可能对消费者身体健
康造成危害，判罚上会比毛巾、衣
服等一般生活用品更重。”长沙市
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与涉外商
事审判庭副庭长王力夫提醒，广
大商家如若遭遇侵权纠纷， 应该
提供证据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
取得的，并说明提供者，这才能免
于承担赔偿责任。 ■记者 杨昱

出租屋里酿“茅台”，制假售假者均获刑
长沙市检察院公布2018年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2016年起， 湖南金权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周志芳
先后雇佣被告人闵治中、 贺杉
杉、 刘军、 刘争斌进入公司工
作， 并租用长沙市芙蓉区一处
民房作为公司仓库。

为谋取高额利润， 被告人
周志芳在未经惠普（中国）有限
公司等注册商标权利人授权的
情况下，从网上大量购进惠普等
品牌的二手硬盘，并安排闵治中
等人进行检测、 清理、 贴标、包
装，再通过网络销往广东等地。

公安机关在被告人租用的仓
库内查扣大量“惠普成品硬盘”及
“惠普半成品硬盘”， 经鉴定大部
分为假冒惠普公司注册商标的产
品， 假冒产品的货值金额高达56
万余元。

经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后，2月26日法院作出判
决： 被告人周志芳犯假冒注册商
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其
他几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二年至
两年四个月有期徒刑。

典型案例

租用城郊接合部的出租屋
加工制作假茅台等高档名酒，
以低价销售给他人……自2012
年1月至12月，被告人赵强未经
注册商标所有人中国贵州茅台
酒厂（集团）有限公司许可，多
次以低于“贵州茅台酒”出厂价
格的不合理低价将1000余瓶假
冒“贵州茅台酒”（53°，500ml）
销售给李守启。 被告人李守启
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赵强支付
假酒款71万余元。

李守启明知其从赵强处购
进的“贵州茅台酒”系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仍将其中700余瓶

“贵州茅台酒” 加价销售给蒯某
琼，销售单价约800元/瓶，蒯某琼
通过银行转账或现金结算方式支
付酒款。

经长沙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后， 长沙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
12月6日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赵
强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被
告人李守启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的商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曾雪琪
通讯员 粟雯

假冒惠普硬盘，主犯获刑三年

出租屋里酿“茅台”，产销假酒均获刑

知识产权日·教训

卖了一瓶假“酒鬼”
赔了2.4万元

知识产权日·行动

长沙海关查获1404件“假冒名牌”

绥宁将迎苗族“四月八姑娘节”

美丽民宿
邀您试睡

垦荒种养有补贴， 技术
培训全免费， 政府搭建销售
平台……近几年来， 古丈县
委县政府陆续推出各种惠民
政策， 鼓励并引领农民大力
发展畜牧水产养殖和水果药
材等种植， 吸引了大批农民
工返乡创业。

4月24日上午，古丈县人
社局向记者提供的一份资料
显示：近三年来，全县外出务
工人员5060人（其中一般劳
动力转移就业2848人， 贫困
劳动力转移就业2212人），劳
务输出主要是东南沿海城
市。 随着各种惠民政策的实
施，农民工返乡创业成潮，截
止到今年3月份，全县新增创
业主体户1645户， 带动就业
2507人。

47岁的吴代仁是石头
寨镇沾潭村农民， 带着妻子
在外打工10年。从工厂职工
到文员、主管、厂长，一路升
迁， 月薪从当初的几百元涨
到12000元。 两个孩子留在
家乡， 父母带一个， 岳父母

带一个。
“父母老了，孩子们也上学

了，亲人分居不是味儿。”吴代
仁告诉记者，“县里出台了各种
扶持种养殖的政策， 我与妻子
商量后决定回家搞种植。”2012
年，他放弃年薪10余万的工作，
带着100万积蓄回到沾潭村。夫
妻俩一口气种植了50亩蓝莓。
经过三年的辛勤劳作，2015年，
蓝莓挂果，当年收入10多万元。

2016年起， 蓝莓产量年年
丰收， 吴代仁每年卖蓝莓鲜果
收入30万元。

县里为了扶持他把产业做
大，2017年，把水泥硬化公路修
到了他的种植园。 吴代仁很感
动， 决定闯出路子后带动村民
脱贫致富，以回报政府。

高峰镇石门寨村的村民鲁
良， 在湘西州人大扶贫工作队
支持下， 从四川省绵阳市引进
羊肚菌种植。 截至今年4月中
旬， 鲁良种植的羊肚菌达到
350斤/亩， 共收获1万余斤羊
肚菌， 预计收入达40多万。鲁
良告诉记者，“明年将带动全村
人种植羊肚菌100多亩，自己学
习制种减少成本， 全部免费为
村民提供种苗。 让村民都跟着
富起来。” ■记者 黄海文

打工夫妻放弃10万年薪
回家种养
古丈惠民政策筑巢引得“孔雀”东南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