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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青莎
本报通讯员 张献玲 徐晓艳

2019 年 9 月 18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更加注

重保护和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

协同性，抓紧开展顶层设计，加强

重大问题研究，着力创新体制机

制，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迈出新的更大步伐。”

一年来，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人民法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党委的

坚强领导和上级法院的精心指导

下，紧紧围绕区域发展工作大局，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加强产

权保护，努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以精准

司法服务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保护创新激发市场发展活力

8月 20日，管城回族区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了一批由鲁某、河南省某实业有
限公司作为原告的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件。这批案件中的被告均销售了侵害

“玉凤”商标专用权的床垫。
管城回族区法院在开庭审理这批

案件时，不仅当庭拆封比对封存的床
垫，还结合“玉凤”商标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告知被告侵害商标权的危害性。最
后经法庭主持调解，6起案件的被告当
庭同意调解，并赔偿原告损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
谓盛德”，企业家创新活动是推动企业

创新发展的关键。保护知识产权就是
在激励创新。2019 年 5月，经最高人
民法院批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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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管
城回族区法院管辖。

在知识产权案件新类型、疑难案件
增加，案件审理难度加大的趋势下，管
城回族区法院迎难而上、主动承接、积
极谋划，深入落实最高法院指定审理知
识产权案件要求，指派南曹人民法庭承
担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化审判工作，组
建由主管副院长、庭长挂帅的两个知识
产权审判团队，调派具有相关专业背景
的法官专门审理此类案件。2019年，
管城回族区法院妥善审结知识产权案
件412件，包括涉“张裕”“飞科”“维达”

“二力”等商标侵权案。今年以来，妥善
审结知识产权案件596件。

在开展专业化审判的同时,南曹法
庭主动开展送法上门，到辖区内知名企
业宇通集团就知识产权案件现场开庭、
现场演示电子取证过程、组织座谈，提
升了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为企业
强化品牌观念、保护企业核心竞争力提
供有力支持。

管城回族区法院还积极探索结合
案件类型、特点等因素，推进知识产权
案件繁简分流机制建设，不断强化裁判
的规范引导，在提质增效上不断创新，
开展示范性裁判。今年以来，妥善审理
了天津某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02
起、某科学出版社17起系列案件，对四
川省某食品产业有限公司诉巩义市某
超市等 20起侵害商标权纠纷，福州某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郑州市管城回族
区歌迷时代练歌厅等20起侵害著作权
纠纷案件进行示范性裁判。

“通过知识产权审判，不断强化司
法裁判规则对类案裁判的借鉴，对公众
行为的引导，对市场经营行为的规范作

用，做创新创业者坚强的法律后盾，提
升社会创新的活力，引领经济健康发
展。”该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李晖说。

多元解纷增进人民幸福感获得感

6月 11日，5起涉消费卡合同纠纷
的案件在管城回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进行现场调解。

2019 年 7 月，张女士与河南某健
康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游泳健身中心
入会协议，并向其支付入会费 3980
元。同年 9月，该公司关闭健身中心，
而张女士仍有会员费 3648元未使用。
与张女士有相同情况的还有多人，他们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将河南某健康管
理有限公司起诉至法院。

管城回族区法院接到案件后，经审
查认为案情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且事
实清楚，诉前调解更有利于纠纷的解
决，于是将该案流转至消费者权益保护
办公室进行化解。

在调解现场，管城回族区法院法官
张娜、特邀调解员李军强以及消费者协
会人员沙静共同进行调解。调解中，结
合管城回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前期到
健身中心现场勘查的情况，法官、调解

员和消费者协会的工作人员三方，以疫
情防控为切入点，从人品讲到诚信、从
人情讲到法理，共同合力调解，努力消
解双方对立情绪，释法明理，在平衡各
方利益的前提下，最终促使张女士等 5
名消费者和被告达成调解协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
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
道，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
联动工作体系，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
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
解在基层。

管城回族区法院以“幸福管城”诉源
治理平台为中心，通过部门对接、协同发
力，构建起纠纷多元化解新格局。在区
委、区政府坚强领导下，管城回族区法院
积极借助社会资源，联合区人社局、司法
局、妇联、工商联等，积极延伸矛盾纠纷
化解触角，从源头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
有效解决社会多元化利益诉求，将矛盾
解决在家门口，努力做到“矛盾不上交”。

高质量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
还体现在社会的和谐稳定上。管城回
族区法院在参与社会治理多元化解矛
盾纠纷中，充分发挥司法潜能，引导纠

纷在诉讼外快速解决，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除了联合多部门共同化解纠纷之
外，管城回族区法院还聘请了20名特邀
调解员参与化解诉前纠纷。这些调解员
在法院专职坐班，就多发的婚姻家庭、交
通事故、劳动争议等案件开展诉前调解，
为确保调解质量，管城法院设立诉前调
解团队，安排诉讼服务中心一名副主任
为团队长，指导和协助调解员开展工作。

今年以来，管城回族区法院诉前调
解成功案件 1584件，基本实现了简单
案件在诉讼前快速解决，为群众节约了
时间和经济成本，通过实实在在的工
作，赢得了群众的认可。

司法助力共建社会诚信体系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
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
治经济，法治意识、契约精神、守约观念
是现代经济活动的重要意识规范，也是
信用经济、法治经济的重要要求。

“这500万元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
急。”6月 4日，申请人李某拿到执行款
后连连感谢法官帮他解决了企业复工
复产资金紧张的问题。

让营商环境更有序，企业经营才更
有公平感。管城回族区法院在执行李
某申请执行李某乙等人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中，对第三人某能源煤炭公司作出
预处罚通知书，责令该公司限期协助执
行，逾期未协助执行，将对该公司罚款
100 万元，对法定代表人司法拘留 15
日。由于预处罚措施的威慑作用，该公
司在规定时间内将执行款 500万元转
入法院账户。

“预处罚机制设置了对被执行人的
‘处罚缓冲期’，有利于敦促被执行人权
衡利弊，主动执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新河说，这是弘扬
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举措，体现了执法
的“刚柔相济”，既能昭示执法的威慑
力，也能体现执法的温度，实现最佳执

法效果。
优化企业营商环境，还要树立虚假

诉讼防范意识，及时打击虚假诉讼行
为，为企业经营架起诚信“防护网”。在
执行申请人河南某钢琴有限公司与被
执行人杨某合同纠纷一案中，案外人阴
某提起执行异议。管城回族区法院经
审查认为，阴某属于滥用执行异议权
利，系虚假陈述，对其恶意阻碍法院执
行的行为作出处罚1万元的罚款决定。

管城回族区法院在审判执行工作
中，特别注重诚信导向，通过依法打击
虚假诉讼，严惩失信行为，运用黑名单
制度让失信人、失信企业寸步难行，积
极引导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强化
诚信诉讼、诚信营商意识，依法平等保护
企业合法权益，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为企业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为更好地发挥诚信文化的引领作
用，管城回族区法院还将执行工作与诚
信建设深度融合，在执行局创建以“诚
信·法治”为主题的诚信文化教育基地，
用诚信文化教育人、感染人。

“近年来，管城回族区法院在维护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优化营商环境、助
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一站式多
元解纷和一站式诉讼服务等工作中有
创新、有亮点、有举措、有成效。”在法院
走访企业时，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汤玉祥
代表企业家对管城回族区法院的工作
做出这样的评价。

唯有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才能应
对新形势新挑战。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田保忠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我
们做好本职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作
为基层人民法院，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嘱托，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扎实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为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做
好司法服务保障。”

以精准司法服务高质量发展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服务区域发展工作纪实

管城回族区法院南曹法庭到企业巡回审理知识产权案件

中秋、国庆“双节”

将至，能否抓稳风口，赢

得先机，打好“翻身仗”，

对仰韶酒业而言，将是

疫情后的第一个大考。

面对酒企围绕“双节”市

场热战的硝烟再起，仰

韶酒业征战市场的“五

大中心”，经过数月的厉

兵秣马后，勇于在市场

上 亮 剑 ，精 心 谋 划 了

200 余 场 市 场 营销活

动，力争实现“双节”旺

季的“颗粒归仓”。

“奋战双节 出彩仰韶”特别报道

强品质、勇亮剑，傲然掀
起强劲“彩陶风”

市场如战场，目标任务就是军令，
接受了命令，就要全力以赴向前冲，面
对“双节”旺季，仰韶酒业旗下的彩陶坊
天宝销售中心率先出战。

9月 9日，彩陶坊天宝销售中心精
心谋划的以“天涯共此时”为主题的“中
秋核心客户答谢会”，在巩义市金玺棠
酒店凡尔赛厅举办，正式打响了仰韶酒
业“迎战‘双节’，出彩仰韶”的第一枪。

市场之所以火爆，根本因素是品质
好、产品好，好产品自然会说话。源于
7000 年仰韶文化的彩陶坊天时日月
星，小口、尖底、神秘的鱼纹、经典的彩

陶、曼妙的“五人广场舞”……既有颜
值，又不缺内涵，自 2018年上市以来，
经过近两年的市场培育，在广大消费者
和经销商中，赢得了极大的口碑，成为
中国酒圈里一个经典。

在品质竞争时代，选择一款好产
品、选一款畅销产品是酒企的当务之
急。从彩陶坊天宝销售中心获悉，巩义
首战获得重大突破，新的渠道商、投资
商、烟酒商、大客户等明显增多，营收上
远超预期，赢得了开门红，鼓舞了人心，
提振了士气。

面对人气爆棚的彩陶坊日月星，对
中秋、国庆“双节”的市场营收，信心十
足的彩陶坊天宝销售中心，除了在核心
市场郑州、洛阳外，还在市场潜力大的
开封、三门峡、许昌等市场，精心谋划了
22场核心客户联谊会。

继彩陶坊天宝销售中心后，彩陶坊
华东销售中心精心组织的首场核心客
户联谊会，也于 9月 10日晚，同时在驻
马店市上蔡、许昌市长葛两地成功举
办。

从彩陶坊华东销售中心获悉，上
蔡、长葛两个会场，同样双双奏凯，营收
上有新的突破，开了个好头，令人振奋，
提升了自信，让人惊喜。

面对疫情影响，彩陶坊华东销售中
心放弃大规模军团作战的方式，采用小
型、高效、灵活的客户联谊会的模式，以
小步快跑、遍地开花的方式征战“双节”
市场。比如，单11日一个晚上，就有驻
马店平舆、许昌西区、平顶山卫东区、漯
河源汇区等四地的核心客户联谊会同
时开启。

面对中秋、国庆“双节”旺季，彩陶
坊华东销售中心总监刘军伟表示：“中
秋、国庆‘双节’前，华东市场的十二个
分公司，将陆续组织近百场各种形式的
客户联谊会，经过几个月的营销服务创
新、渠道开辟、大客户开拓，对今年的

‘双节’，有信心也有决心在营收上实现

更大的突破，为仰韶酒业在关键之年更
上一层楼，作出更大的贡献。”

树信心、抢市场，彩陶坊
寄望再突破

为了高端产品的市场推广专门成
立的彩陶坊高推中心精心谋划的以“久
仰洞藏·月满中秋”为主题的“洞藏彩陶
坊地利 VIP中秋鉴赏会”，也于 9月 11
日在郑州美豪诺富特大酒店成功举办。

自 2019年 12月上市以来，由彩陶
坊地利升级裂变而来的匠心之作——
彩陶坊洞藏 D6、D9，经过近一年来与
广大消费者的营销情感互动，已赢得了
广大消费者的认可，而高推中心首场客
户联谊会的成功举办，更加坚定了仰韶
酒业征战高端市场的信心和决心。

与此同时，面对“双节”消费旺季，

彩陶坊郑州销售中心的五大分公司，精
心筹备的以“携手同行、共赢未来”为主
题的第一场核心客户联谊会，于9月15
日在新郑龙湖的兰溪喜宴酒店正式启
动。

作为新崛起的城市板块，新郑龙湖
投资增长迅速，经济活动活跃，与之相
对应的是，本场联谊会同样火爆，有一
大批新的投资商、烟酒商、大客户等投
身到仰韶酒业的彩富俱乐部中。

作为战略核心市场的郑州，在仰韶
酒业今年的营收突破上，将承担更多的
责任。据了解，在“双节”前的近 20天
里，彩陶坊郑州销售中心将先后在航空
港区、金水区、高新区、新郑、新密、中牟
等地，举办23场大型核心客户联谊会，
以“大军团作战”的方式抢收市场。

南阳市场，豫西南的经济增长极，
对仰韶酒业而言，也是一个极具市场价
值的次战略核心市场，彩陶坊的南阳市
场一直高速增长，尤其 2019年更是实
现了 60%以上的增长。今年疫情影响
下，竟实现了同比超过 80%的增长，绝
对是彩陶坊的一个“福地”。

为了做好迎“双节”工作，彩陶坊西
北销售中心经深思熟虑后，决定把首场
核心客户联谊会布局到南阳，作为彩陶
坊西北销售中心抢攻市场的第一仗。

9月 16日，仰韶彩陶坊“中秋月·醉
陶香”中秋核心客户联谊会，在南阳市
龙湾温泉酒店举办。同时，在距离南阳
近500公里外的千年古城安阳，彩陶坊
安阳市区中秋客户联谊会，也在万达嘉
华酒店成功举行。

南阳、安阳两场核心客户联谊会的
同时举办，吹响了彩陶坊西北销售中心
征战双节市场的集结号。

笔者从仰韶酒业获悉，在举办的联
谊会上，渠道商、经销商、投资商及各行
业的精英代表们，挤满了整个会场，经
典的彩陶坊产品，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
追捧，在“双节”前夕，刮起的“彩陶风”
更加强劲，更加猛烈。

河南仰韶营销公司总经理助理、彩
陶坊西北销售中心总监高红涛表示：

“面对‘双节’消费旺季，我们有信心，也
有决心实现更高的增长、更大的营收突
破。”

从彩陶坊西北销售中心获悉，借助
中秋、国庆“双节”旺季，将以“彩富俱乐
部”为抓手，精心布局近50场核心客户
联谊会。其中，省辖市级市场 8场，邓

州、唐河、方城、滑县等重点县市级市场
4场，其他各县级市场有36场。

包括西安市场在内的彩陶坊西北
销售市场，近年来营收增长迅速，面对
疫情不利影响，实现了 25%的逆势增
长，成为仰韶酒业快速增长的核心引擎
之一，并被仰韶酒业寄予厚望，在关键
的 2020年，助力仰韶酒业实现更大的
市场突破。

强服务、抢场景，力拼增
收上战果累累

“双节”将近，仰韶酒业征战市场的
“五大中心”兵精马壮、粮草充足，从“豫
北经济重镇”安阳，到豫南经济桥头堡
信阳，从豫东的商丘，再到豫西仰韶酒
业酿酒工业园所在的三门峡，甚至近五
百公里外的西安等，在覆盖一亿多人的
广阔市场上，正在或即将上演一场波澜
壮阔的“双节”市场“销售战”。

除了市场营销一线已进入热战外，
仰韶酒厂产业链上游的酿酒车间、灌装
车间、包装车间、仓储中心等，都已进入
高速运转状态，酒业旺季里工人们加班
加点，已成为一种常态。

同时，仰韶酒厂等待装货的物流车
队排得更长了，大卖场、酒业连锁商、批
发商、烟酒店等渠道，也开始忙碌起来，
进货、备货、送货，忙得不亦乐乎。

中秋、国庆“双节”的到来，将会出
衍生出更多的消费场景，而迎战“双节”
旺季，对仰韶酒业而言，将是疫情稳定
后面对的第一场大考。

面对寸土必争的消费市场，仰韶
酒业在关键之年，敢于投入资源，快准
狠抢抓疫情稳定后第一个重大节日，
争取在营收上有更大的突破，实现全
年增收目标，为酒业的高质量发展，以
及豫酒转型发展、快速振兴贡献仰韶
力量。

五大“中心” 200余场活动

仰韶酒业砥砺奋进 跑出豫酒振兴加速度

天时高端客户品鉴会活动现场

彩陶坊洞藏地利 VIP 客户中秋
鉴赏会活动现场

□申明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