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4 月 24 日，在
“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即将到来之际，省高
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2018年全
省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白皮书显
示，我省知识产权案件中专利等专业技术类
案件大幅增加，全省法院通过依法公正高效
审理，司法裁判的示范引导作用显著提升。

2018年全省法院受理一审知识产权案
件数量大幅上升，同比增长33.4%，由于区域
经济发展不均衡，知识产权案件较为集中在
郑州、洛阳等经济科技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
地区。从案件类型看，专利等专业技术类案
件增幅尤为明显。全省法院新收专利、植物
新品种等技术性较强的一审案件 1333 件，
同比增长 244.4%。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
授张洋接受采访时表示：“专业技术性较强
的知识产权通过技术转化运用可以形成先
进生产力，这是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当前知识
产权纷争快速上升，说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进一步加大。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判，保护
创新型技术成果，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关键助力。”

除了上述特点外，我省知识产权审判中
涉及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
知识产权纠纷不断出现，案件审理难度增
大。涉外涉港澳台因素的知识产权案件不
断增多，一大批境外知识产权在我省受到司
法保护。

白皮书还显示，我省知识产权案件服判
息诉率高，审理周期短。一审知识产权民事
案件的调解撤诉率达 64.2%，上诉率仅为
10.4%。司法裁判的引导作用显著提升。最
高人民法院评选的“2018年中国法院 10大
知识产权案件”和“2018年中国法院50件典
型知识产权案例”，我省均有案件入选。

通过对一大批典型、复杂案件的审理，
为社会提供了可借鉴的维权范本，对类似案
件的审理具有较强的规则指引意义。

据介绍，我省法院坚持实行严格的知识
产权保护，针对侵权时间长、规模大、主观上
存在故意的重大案件，酌情超出法定限额判
赔，让侵权人付出足够的违法代价。对食
品、药品、涉农、汽配等涉及民生重点领域侵
权行为，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对主犯、累
犯均判处实刑，并加大罚金刑适用力度，从

经济上剥夺犯罪分子再犯罪能力和条件。
“2018 年 3月 2日，郑州知识产权法庭

挂牌成立，初步实现了审判机构专门化、审
判人员专职化、审判工作专业化的重要改革
目标。”省高院民三庭庭长司晓森告诉记者，

省高院将继续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专业
化建设，优化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布局，主动
走访企业，加强与行政机关和专家学者的协
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提供高质量司
法服务。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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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4月 25日，记者
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为构建符合知
识产权司法特点的审判机制，优化知识产权
案件管辖布局，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的整体效能，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同意，郑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管辖
权做出重要调整。

原本由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一
审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调整为：发生在郑州市
二七区、高新区、航空港区、中牟县、新郑市、
新密市、登封市辖区内，诉讼标的额为 50万
元以下的有关著作权、商标权纠纷的第一审

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由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人民法院管辖；发生在郑州市管城回
族区、金水区、中原区、惠济区、上街区、巩义
市、荥阳市辖区内，诉讼标的额为 50万元以
下的有关著作权、商标权纠纷的第一审知识
产权民事案件，由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
院管辖。

据了解，2018年郑州市中院共受理一审
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5107件，占全省此类案
件总数的59.2%。郑州知识产权法庭被最高
法院评为全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先进集
体。③6

在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即
将召开之际，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主席贝尔
纳德·奥斯特罗姆日前在海牙接受新华社记
者专访时表示，作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园
艺盛会，北京世园会体现着中国和世界对

“绿色城市、绿色生活”的渴望，将对北京这
座城市、中国这个国家以及园艺这个行业产
生深远影响。

“核心园区面积 503 公顷，正式确认参
展的国家和国际组织 100多个，预计参观人
次 1600 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北京世
园会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园艺盛会。”
奥斯特罗姆说。

奥斯特罗姆上个月在北京考察了世园
会筹备工作。“作为协会主席，也作为一个
毕生经营园艺企业、服务园艺行业的个体，
我真心欣赏中国的做法——借世园会契机
创造美丽环境、呈现绿色对于城市的重要
性。”

北京世园会是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批
准的 A1 类国际园艺博览会。协会始于
1948年，是代表全球园艺生产者利益的非营
利组织。按照协会的世园会分类标准，A1
类级别最高、影响最大，并且经国际园艺生
产者协会批准、国际展览局认可，由举办国
政府主办。中国上次主办 A1 类世园会是

1999年在昆明。
奥斯特罗姆说，A1类世园会是盛大的

行业展和城市秀，是国际盛会，是绿色知识
和最佳实践的大熔炉。通常而言，同一个国
家至少 10年才会申请主办一次。对主办方
而言，它是主办城市所在地区、甚至整个国

家绿色理念和发展长期战略的一部分。
奥斯特罗姆说，相信北京世园会给参观

者带来享受，让绿色理念更深入人心，同时
也把世界园艺博览会这一旨在推动绿色理
念的活动带到更多国家。

（据新华社海牙4月26日电）

杜斌丞，1888年生于陕西省米脂县。1913年夏
考入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学习，1917年毕业
后回到陕北，在榆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
1918年担任校长。办学期间，他培养出刘志丹、谢子
长等一大批优秀革命人才，开创了陕北教育史上的一
代新风，周恩来称他是一位“革命的教育家”。

西安事变后，杜斌丞接任改组后的陕西省政府秘
书长，参与起草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八项主张”，并任红
军、东北军、西北军三方联合办公厅西北军代表，为西
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多方奔走。

1942年，杜斌丞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
参与筹建并主持民盟西北总支部，提出“亲苏、友共、努
力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1945年 2月，民盟
西北总支部正式成立，杜斌丞任主任委员。同年 10
月，被选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

1946年 2月，杜斌丞以民盟中央常委名义公开发
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要求当局释放张学
良、杨虎城，宣布自己誓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斗争
到底。这番话引起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的忌恨。

1947年 3月 20日，胡宗南以贩卖烟土等莫须有的
罪名，将杜斌丞等人逮捕。杜斌丞在狱中受尽各种折
磨，视死如归。10月 7日，杜斌丞被枪杀于西安玉祥
门外。毛泽东为其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

（据新华社西安4月26日电）

关注“4·26”世界知识产权日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郑州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做出调整

民主斗士杜斌丞

北京世园会将产生深远影响
——访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主席奥斯特罗姆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4月 26日，省政府新闻办举
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第十一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
（以下简称“航空节”）将于6月3日至5日在安阳举行。

安阳市市长靳磊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今年航空
节的精彩看点。他说，今年共安排飞行表演 13项、竞
赛3项，与往年相比将更具观赏性。主要看点一是“空
中芭蕾”，由国家跳伞队队员担纲，惊险刺激；二是“龙
腾盛世”，30名国内顶尖动力伞运动员在空中翻腾，犹
如巨龙；三是“特技飞行”，喷气式战斗机单机特技飞
行，续写安阳传奇；四是“竞速表演”，飞机与汽车、摩托
车同场竞技，扣人心弦；五是“角逐蓝天”，滑翔伞世界
杯时隔9年重返太行，高手过招，精彩不断。

每年的航展和研讨会都是安阳航空节的重头戏。
今年他们将邀请国内外行业权威专家、学者，举办
2019年中国（安阳）航空产业发展研讨会，提出通用航
空发展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围绕“无人机在农业生产
中的应用”等问题，举办国家航空植保科技创新联盟双
减项目研讨会；举办通用航空静态展示，超过200架各
类大型飞行器将集中亮相。③8

第十一届安阳航空节
6月初举行

五谷春酒业董事长段明松

五粮液集团副总经理朱忠玉

□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朱西岭

4 月 25日，豫酒金花企业——河

南五谷春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五

谷春酒业）“金谷春”谷系列、“金谷醇”

醇系列新产品上市发布会在郑州举

行。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刘满仓、省工信厅副巡视员

姚延岭、五粮液集团副总经理朱忠玉，

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广播

电视台等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以及信

阳市政府、淮滨县政府等相关领导出

席了发布会，可谓嘉宾云集，高朋满

座。

会议开始后，五谷春酒业董事长

段明松首先向各位、嘉宾的莅临表示

热烈欢迎。他说，转眼间，五谷春酒业

加入五粮液集团大家庭已经有 5个年

头，5年来，公司积极践行五粮液集团

“走出去”战略和“做强主业”战略，同

时紧紧抓住“豫酒振兴”的战略机遇

期，在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关怀支持

下，以“豫酒振兴”为己任，积极发挥资

源优势，坚持五粮品质，用匠心酿好

酒，共同创造五谷春荣耀新时代。今

天推出的“金谷春”谷系列、“金谷醇”

醇系列产品即是公司践行和落实各级

领导和五粮液集团公司负责人指示精

神的战略举措，本次新品的推出，为下

一步与广大的经销商密切合作创造了

良好的商机，同时，也希望经销商通力

合作，以此契机共商五谷春酒业发展

大计、共建发展平台、共享财富盛宴，

为振兴豫酒增彩，为出彩中原添力！

省工信厅副巡视员姚延岭代表省

白酒业转型发展领导小组致辞。他

说，作为河南省豫酒五朵金花企业之

一，五谷春酒业抢抓机遇，一马当先，

不断创新营销模式,完善营销体系，顺

应市场变化新形势，精耕区域市场，取

得了长足的发展。这次推出的战略新

品符合当前消费趋势，符合当前消费

者对白酒的习惯需求和品质追求，充

分实现了省“豫酒振兴”战略和五粮液

集团“走出去”战略的高度契合，着实

为“豫酒振兴”发展添上浓墨重彩的一

笔。他同时希望五谷春酒业进一步强

化创新意识、担当意识、发展意识，发

挥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发挥五粮液

管理、质量、技术和品牌优势，用锲而

不舍的工匠精神，持续提高酿酒技艺

和创新研发能力，为消费者提供最优

质、最满意的产品。省委省政府也将

一如既往地同五粮液一道继续支持五

谷春酒业的发展，进一步深化与五粮

液集团的合作，共同把“金谷春”“金谷

醇”打造成中原强势品牌，为豫酒转型

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五粮液集团副总经理朱忠玉更是

对五谷春酒业充满了期待。他说，新

品的推出，是五谷春酒业积极应对行

业调整，抢抓中高端白酒市场发展机

遇，率先发力战略产品，主动满足市场

需求，倾心回馈消费大众的又一重大

举措。希望五谷春酒业把握好河南省

正在重点打造白酒产业的战略契机，

把握省、市、县三级政府聚焦支持的政

策优势，把握集团公司资源倾斜的发

展机会，把握白酒市场发展变化的规

律，综合利用好各方优势资源，改革创

新，加快发展，加强自营品牌的宣传和

营销力度，打造大单品、大精品，以信

阳为中心，覆盖河南，辐射华中，成为

区域强势品牌，再攀企业发展新高峰，

再续豫酒新辉煌，为豫酒振兴和全国

白酒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五谷春酒业前身为河南淮滨乌龙

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始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属中型白酒专业生产企业，

2014年 7月五粮液集团斥资并购原河

南淮滨乌龙酒业责任公司，并成立河

南五谷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将其

纳入五粮液旗下并成为其控股子公

司。并购以来，五粮液集团致力于把

五谷春酒业建设成为其在华中地区的

生产基地、物流配送基地和文化传播

基地，将“金谷春”“金谷醇”和“乌龙”

打造成华中区域白酒强势品牌。2018

年，五谷春酒业入选为河南省白酒行

业五朵金花企业。

此次上市的“金谷春”谷系列，定

位为中高端商务接待用酒和礼品馈赠

用酒，该系列产品具有晶莹透明，窖香

馥郁，绵柔醇厚，圆润甘美，香味谐调，

五粮浓香绵柔独特风格。“金谷醇”醇

系列，定位大众消费和婚寿喜宴等，该

系列产品的酒体清澈透明，窖香浓郁，

丰润醇甜，柔和净爽，回味怡畅，具有

绵甜香浓、醇和尾净的典型五粮浓香

风格出。

据悉，两个战略新品均是由中国

首席品酒师、中国评酒大师、国际烈

酒评委、全国技术能手郭宾先生和国

家级白酒评委、王凤玲大师工作室带

头人、全国劳动模范、五谷春酒业副

总经理王凤玲女士，根据中原消费者

的喜好，采用传统工艺与现代信息技

术相结合，历时近一年的研发和近百

次的品评勾调而成。在今年 3月份举

办的第十三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

上，“金谷春·谷 15”捧得中国酒类新

品最高奖“青酌奖”。为了能将两款

战略新品尽快导入市场，公司精心组

建了专业的市场服务团队，制定了产

品价格管理体系和整齐划一的市场

管控措施。

作为五粮液布局中原腹地的重要

一环，此次五谷春酒业携“金谷春”谷

系列、“金谷醇”醇系列新品亮相发布

会，使得该企业逐鹿中原、辐射华中的

产品结构得到了进一步完善，逐步形

成了以“金谷春”统领，“金谷醇”“乌

龙”为两翼的“1+2”核心品牌战略，标

志着其立足信阳、拓展河南、辐射华

中，打造华中区域强势品牌、成就全国

明星品牌的战略基础更加坚定。以期

让上述系列产品更好服务市场、服务

广大消费者，五粮液旗下的五谷春酒

业未来的发展将令人期待。

匠心酿美酒 创新谋发展
——河南五谷春酒业携金谷春、金谷醇新品强势布局中原

嘉宾共同启动上市仪式

模特展示新品 金谷春·谷30新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