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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旗帜再出发 书写政法新答卷

省法院省检察院联合出台二十项措施

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岳明
通讯员 王群）为推动党的二十大关
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
要决策落地落实，近日，省法院、省
检察院联合出台《关于加强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服务保障创新驱动发展
的 若 干 意 见》
（以 下 简 称《若 干 意
见》
）。
《若干意见》围绕凝聚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共识、强化重点领域成果
协同保护、统一司法办案尺度、完善
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布局等八个方面
推出二十项措施。
《若干意见》强调，要加大人工
智能、生物医药、智能装备、5G 等新
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植物新品
种、地理标志司法保护力度；加强对
驰名商标、老字号的保护，推动自主
品牌形成和企业品牌做大做强；严

打食药领域知识产权犯罪。加强对
平台企业垄断的司法规制，依法严
惩强制“二选一”
、大数据杀熟、低价
倾销、强制搭售等破坏公平竞争、扰
乱市场秩序行为；依法严厉打击自
媒体运营者借助舆论影响力对企业
进行敲诈勒索行为，以及恶意诋毁
商家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不正当
竞争行为。
《若干意见》指出，要准确把握
知产领域刑事犯罪与违法侵权之间
界限，妥善处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
犯罪与保护产权、维护企业家合法
权益的关系；对科研领域犯罪案件，
慎用强制措施、慎重起诉、慎重入
罪。要坚持权利保护与防止权利滥
用并重。要加大对批量维权案件事
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的审查力度，对
当事人以获取非法或者不正当利益

为目的提起事实上和法律上无根据
的恶意诉讼行为，
依法予以惩戒。
《若干意见》明确，2022 年底之
前，在每个地级市确定 1 至 2 个县
（区）法院、检察院集中管辖知识产
权一审案件，并推行专业化办案模
式。法、检“两院”将建立定期会商
和重点工作相互通报制度，推动知
识产权司法与行政执法程序相衔
接、司法裁判与行政执法标准相统
一。要完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健
全完善专家咨询库和技术调查官人
才库。
《若干意见》要求，加强宣传配
合，助力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
崇尚创新、诚信守法”的知识产权文
化观念和法治社会风尚。探索建立
知识产权领域法官、检察官及行政
执法人员同堂培训机制。

密切配合提高打防效能
本报周口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李书洲）自 11 月 1 日
起，周口市公安局拉开了在全市范
围内集中开展为期 3 个月的打击盗
窃电缆犯罪专项行动的帷幕。专项
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公安机关共抓
获盗窃电缆犯罪嫌疑人 6 名，破获盗
窃电缆案件 16 起。
专项行动中，全市公安机关刑
侦部门深入研判案件规律特点，坚
持以打开路，以打促防；治安、监管、
法制等警种、部门密切配合，整合资
源、整体作战，最大限度提高打防效
能。全市公安机关还坚持屯警街
面、动中备勤，落实公安武警联勤巡
逻机制和“1、3、5 分钟”快速反应处
置机制，持续加强巡逻民警高频次
夜巡工作，督促企业或工地施工方
落实人防、物防、技防措施；依靠党
委、政府和相关单位、基层组织，发
动各种社会力量，
开展群防群治。

办案促守法经营
三门峡
法院系统

可对不动产
“点对点网络查控”

本报三门峡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马建刚 通讯员 张光举）近日，
三门峡市中级法院与该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举行“法院+不动产”
联合执行战略合作方案签约仪
式。此次签约是三门峡市法院系
统与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以
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具体行动。

鹤壁
检察机关

此次签约，实现了法院执行部
门对全市不动产的“点对点网络查
控”，全市 7 家人民法院可以在办
公室线上办理涉案不动产查询、查
封、解封、过户等业务，让当事人权
益更快更好实现。
三门峡市中级法院要求，做到
操作流程的合法、合规，慎用、严用
此项职能，严格保护公民信息，加

强与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交流协
作。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双方的成功签约实现了
“不动产登记+法院业务”
“及时
办、马上办”。下一步，该局将协同
市中级法院探索“法院+不动产”
标准化模式，扩大线上业务的受理
范围。

联合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本 报 鹤 壁 讯（河 南 法 制 报 记
者 李杰 通讯员 于红旗）自矛盾纠
纷“六防六促”活动开展以来，鹤壁
市检察院认真落实化解、疏导等措
施，将矛盾纠纷预防在先、发现在
早、处置在小。
该院深入基层联系点，开展矛
盾纠纷动态排查，结合案件办理，
对存在的矛盾纠纷和涉法涉诉风

宣传面对面
襄城县公安局山头店派出
所结合当前开展的工作，于 11
月 23 日组织民警进村庄、进企
业，在宣传冬季安全防范常识
及电信诈骗防范常识的同时，
向群众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
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
讯员 海燕 摄影报道

险，及时做好释法说理等工作，强
化领导干部接访约访下访。
该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
群众来信办理工作的九条措施》，
建 立 办 理 环 节“ 双 告 知 ”、催 办 预
警、抽查回访等制度。
该院分别与市政府、市中级法
院、市司法局等部门联合出台一系
列文件，创新多方联动多元化解机

制，打造具有鹤壁特色的行政争议
实质性化解示范样板。
该院与市民政局、市人社局联
合确立国家司法救助与社会化救
助衔接机制，针对办案中发现需要
救助的人员进行联合救助；与市妇
联共同制订了《关于深入开展“关
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
助”
活动实施方案》。

本报讯 近日，收到舞阳县检察
院送达的不起诉决定书后，临颍县
某公司实际控制人丁某激动地对承
办检察官致谢。
丁某是临颍县一家民营企业的
实际控制人。从 2019 年开始，丁某
多次为外省某鞋业公司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从中获利。案发后，丁某
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全部事实，退
还违法所得，主动向检察官提出企
业合规整改申请和整改方案。
鉴于案件事实已查清，为减少
司法办案对涉案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的影响，承办检察官向漯河市
检察院汇报启动企业合规第三方监
督评估机制，还邀请有关人员召开
公开听证会。最终，该院检察委员
会研究决定，依法对丁某作出相对
不起诉处理。 （李江蔓 刘学优）

■基层新闻眼

“小木桥”拆除了
□河南法制报记者 刘俊华 通讯员 高志明 赵超平
东仲许村是武陟县的一个城中村。自
2022 年 6 月中旬以来，因该村雨污管道改造
工程进展缓慢，导致村里部分道路下水道
管网受阻，村里污水直接排到了木栾大道
路面上，逐渐形成了一条污水带，这影响村
民出行，也影响沿街商户正常营业，许多商
户只好自制“小木桥”
帮助顾客出入。
武陟县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干警在开展
“六防六促”大走访活动中获知这一案件线
索 后 ，决 定 帮 村 民 解 决 这 一 急 难 愁 盼 问
题。经调查核实，该村雨污管道改造工程
系该县某行政机关负责，因一些客观原因，
该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处理。
该院就如何尽快解决问题与该行政机
关进行磋商。该行政机关迅速行动，组织
人员对东仲许村现有的下水管道进行了疏
浚，管道疏通了，污水不见了，
“ 小木桥”拆
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