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1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正准备出发执行国安珠宝长沙分公司
商标侵权案，对方主动表示履行支付义务。2010年，周六福公司调查发现，深圳国
安珠宝首饰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在其产品上使用“百年周六福”标识，与其两个
注册商标近似，便提起诉讼。长沙市中院依法判令国安珠宝停止侵权行为，并向
周六福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开支共计6万元。 记者 杨昱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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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长沙市雨花区湘府十
城北门3栋的43013047投注站爆
出大奖喜讯， 该站点幸运彩民喜
中“黄金传奇”一等奖，收获奖金
50万元。

据悉， 这位彩友是饭后散步
路过该站点，随意购买了6张“黄
金传奇”， 意外收获了超值大奖。
见此大奖， 该站点的销售员也兴
奋不已，再三核实确定中奖后，他
第一时间把这个大奖喜讯分享给
了自己站点的其他彩友。

刮刮乐“黄金传奇”是以挖金、
淘金为主题设计的一款彩票。票面
采用沉稳的黑色搭配金色，配以简
约的设计风格， 彰显金色的既视
感。 其玩法采用传统号码比对，附

加卡通玩法。传统玩法中略带新意，
增加了游戏趣味性与中奖机会。面
值10元的刮刮乐“黄金传奇”，一等
奖奖金高达50万元。

吉首彩民20元击中“黄金传
奇”50万大奖

4月7日，清明假期刚过，吉首的
彭先生（化姓） 像往常一样来到
43132033福彩投注站，买了一包烟，
顺便买了2张10元面值的刮刮乐“黄
金传奇”娱乐一下。在刮第2张时，在
“我的号码”区域刮出与中奖号码相
同的数字“16”，紧接着刮开右侧对
应的奖金区，居然是“￥500000元”
字样。 彭先生得知自己中得了头奖
50万元，高兴得合不拢嘴。

据了解， 彭先生是吉首本地
人，接触福利彩票多年，买福彩刮
刮乐便成了他消除工作压力的方
式，他说选择“黄金传奇”就是觉得
这款彩票挖金、淘金的设计主题很
有视觉感，很有吸引力，没想到竟
然中了如此大奖。 ■经济信息

长沙彩民喜中“黄金传奇”一等奖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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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重拳打击医保欺诈骗保，如发现身边有这些骗保行为可投诉举报

举报骗取医保基金行为，最高奖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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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1日讯 医保基金是
老百姓的“救命钱”，将医保基金
视作“唐僧肉”而发生的欺诈骗取
行为， 最终损害的将是每个参保
人的切身利益。 为深入解读医疗
保障基金监管法律法规与举报奖
励暂行办法， 重拳打击欺诈骗保
行为，省医保局于4月启动“重拳
打击欺诈骗保 维护医保基金安
全”2020年湖南医保在行动集中
宣传月活动。

举报属实有奖
最高奖励10万

省医保局基金监管处相关负
责人表示， 全省医疗保障部门对
各类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
进行严肃查处。 广大市民如发现
欺诈骗保问题， 可拨打国家医保
局 (010-89061396)或省医保局
(0731—84900259)打击欺诈骗取
医保基金专项行动举报投诉电话
或各市举报投诉电话。 举报情况
经查证属实的， 各级医疗保障行
政部门可按查实欺诈骗取医疗保
障基金金额的一定比例， 对符合
条件的举报人予以奖励， 最高额
度不超过10万元。

集中打击4类骗保行为

涉及协议医疗机构及其工作
人员欺诈骗保行为包括： 虚构医
药服务，伪造医疗文书和票据，骗
取医疗保障基金； 为参保人员提
供虚假发票； 将应由个人负担的
医疗费用记入医疗保障基金支付
范围； 为不属于医疗保障范围的
人员办理医疗保障待遇； 为非协
议医药机构提供刷卡记账服务；
挂名挂床住院；串换药品、耗材、
物品、 诊疗项目等套取骗取医疗
保障基金支出； 擅自减免个人自
付费用，诱导参保人住院，冲击医

保政策等行为；协议医疗机构及其
工作人员的其他欺诈骗取医疗保
障基金行为。

涉及协议零售药店及其工作
人员的欺诈骗保行为包括： 盗刷医
疗保障身份凭证，为参保人员套取
现金或购买化妆品、生活用品等非
医疗物品； 为参保人员串换药品、
耗材、物品等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
出；为非协议医药机构提供刷卡记
账服务； 为参保人员虚开发票、提
供虚假发票；协议零售药店及其工
作人员的其他欺诈骗取医疗保障
基金行为。

涉及参保人员的欺诈骗保行
为包括： 利用虚假医疗服务票据、
医疗文书， 骗取医疗保障基金；将
本人的医疗保障凭证转借他人就
医或持他人医疗保障凭证冒名就
医； 非法使用医疗保障身份凭证，
套取药品耗材等，倒买倒卖非法牟
利；涉及参保人员的其他欺诈骗取
医疗保障基金行为。

涉及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工作人
员的欺诈骗保行为包括： 为不属于
医疗保障范围的人员办理医疗保障
待遇手续； 违反规定支付医疗保障
费用； 涉及经办机构工作人员的其
他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

线上线下全方位开展宣传

据了解，此次活动建立省、市、
县三级联动宣传格局，省医保局通
过制作一系列接地气的宣传品，如
“绷紧防范之弦，严打医保诈骗”宣
传片，《湖南医疗保障基金监管案
例汇编》书籍等，线上线下全方位
开展打击欺诈骗保宣传，以强化定
点医院、医药机构和参保人员的法
制意识，增强医患双方遵守医疗保
障管理规定的自觉性，营造全社会
关注和维护医疗保障基金安全的
氛围。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曾鹤群 黄浔

4月21日，长沙中院
启动了2020年知识产权
审判执行宣传周活动，
发布2018—2019年度长
沙知识产权审判执行白
皮书。据统计，两年来，
长沙共新收各类知识产
权审判案件13193件，涉
及信息传输、 软铁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 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 制造
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等领域。

近两年来， 长沙法
院共审理知识产权刑事
案件64件，主要包括假冒
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制
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
商标标识罪，侵犯商业秘
密罪和侵犯著作权罪。审
结了一批具有较大社会
影响的知识产权刑事案
件， 被告人孙某某等五
人生产、销售假冒“贵州
茅台”、“五粮液” 等品牌
白酒案，5被告分别被判
处1年至4年不等的刑罚；
彭某某等3人侵犯三一重
工集装箱正面吊运机技
术秘密案，3被告分别被
判处1年至2年零1个月不
等的刑罚。

灯罩设计被抄袭？三一重工索赔397万元
长沙中院启动知识产权审判执行宣传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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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审理知识产权
刑事案件64件

“这是一件外观设计专利，公
司持续9年缴纳专利费用，正是因
为这个产品具有独创性价值。”三
一重工代理律师说， 三一重工是
这款“灯罩”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
权人， 于2011年9月8日申请，由
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12年8月1
日授权公告， 目前该专利权利合
法有效。 这个灯罩是安装在泵车
支腿的尾端，当泵车工作时，灯罩
通过亮光， 能警示泵车施工区域

及周围行人，防止发生意外事故。
然而，青岛九合重工在2018

年推出的新品却引起了三一重工
的注意。“青岛九合重工机械有限
公司设计的灯罩是抄袭我们的，
他们还大规模制造、销售、许诺销
售了侵权产品， 而河北锦萍混凝
土贸易公司购买、 使用了该侵权
产品。” 三一重工代理律师说。三
一重工为此向两被告索赔经济损
失和维权开支共计397万元。

仅仅是泵车上的一个小小零部件，价值就将近400万元！
在看到青岛九合重工新推出的一泵车灯罩后， 湖南三一重工
决定起诉，“他们产品的设计全面抄袭了我们的专利产品，特
别是‘L’形、‘C’形和‘琴键形凹凸纹’这几个设计要点。”

4月21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沙市知识产权法庭
开庭审理了三一重工状告青岛九合重工侵犯专利权案。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李昭菲

庭审现场， 三一重工代理
律师对专利产品和被诉侵权产
品作了比对。 从比对图片可看
到，涉案的灯罩整体呈“C”形，
其上部呈“L”形，竖直方向上两
个拐角处均为弧形且设计有近
似琴键形的凹凸纹。 两件产品
存在六处细微差别， 主要表现
在琴键形凹凸纹分布位置及形
状，灯嵌入区位置及形状。

“被控侵权产品与专利产
品相比， 虽有6个方面的区别，
但这些区别均属于局部细微差
别， 对于整体视觉效果无实质

性影响。” 三一重工代理人表示。
对此， 被告方则表示自己并未侵
权。“原告虽是涉案专利的权利
人，但不证明其专利就有效；原告
举证的公证书中， 灯罩照片均是
局部的照片， 无法证明是被告泵
车上的灯罩；通过比对，被诉侵权
产品的整体视觉效果与涉案专利
的外观特征明显的不相符。”被告
方代理律师认为， 两件比对产品
既不相同，又不统一，遂请求法院
驳回原告的诉求。

鉴于双方对相关的事实还存
在较大的争议，法院将择日宣判。

同行推新品，外观设计竟“不谋而合”

没有侵权，从整体视觉效果可以看出被告

起诉

借商标推销
判赔6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