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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发布《涉民营
企业商事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2016-2018）》，
并公开2016年-2018年期间“十大”民营企业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其中，北京全景视觉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全景视觉）诉广州蓝海豚游船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海豚游船)著作权侵权纠
纷一案引发关注。

称翻拍照片被盗用称翻拍照片被盗用
索赔一万元遭驳回索赔一万元遭驳回

白皮书称，全景视觉诉称，公司受让取得电
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图片库》著作权,并
经国家版权局登记颁发著作权登记证书。该

《中国图片库》内有一幅孔子画像的摄影图片。
全景视觉表示，该图片系摄影师拍摄孔子

画像图所得,独创性在于素材的选择、正面平
视的拍摄角度以及使用人工闪光设备使得拍
摄图像保持与原画相应的亮度。

而蓝海豚游船通过其开设的新浪微博账号
“蓝海豚游船”发布的微博中使用了上述图片作为
配图，已经侵犯其版权，因此诉请蓝海豚游船停止

侵权、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1万元。
因照片不具独创性因照片不具独创性
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不受著作权法保护

对此，越秀法院认为,根据全景视觉公司
所述及照片显示,涉案照片系摄影师对孔子画
像图拍摄形成,采用正面平视角度,并使用闪光
设备使照片保持与原画相应的亮度。

可见,该照片的拍摄出发点和最终呈现都
是高度完整地再现孔子画像图,是对该画像图
的复制翻拍。

而基于该目的,无论何人、何时，对孔子画像
图进行拍摄,其所形成的照片都几无差异。故而
尽管摄影师在拍摄中投入了劳动努力,但该劳动
努力并不能体现出摄影的个性创作,该拍摄过程
和拍摄成果也不具有新的艺术性和审美意义。

因此,涉案照片不具有独创性,不属于受
《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虽然全景视觉公司进行著作权登记的《中
国图片库》包含该照片,但由于我国对作品实行
自愿登记制度,登记机构仅对作品作形式审查,而
不审查其独创性,不能以进行过登记即认定具有

独创性。故驳回全景视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后,当事人没有上诉,判决书已发生法

律效力。
双方另有照片纠纷双方另有照片纠纷
均系被告搜索得来均系被告搜索得来

记者查询发现，该案并非全景视觉与蓝海豚
游船唯一一次“交锋”。据裁判文书网搜索结果，
2018年11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曾就二者之间的
两起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二审宣判。

被告蓝海豚游船因在官方微博使用百度搜
索得到的两张照片，被全景视觉起诉并分别索
赔1万元。

后一审法院认可全景视觉对涉案两张照
片享有著作权，并在考虑到全景视觉的代理人
有实际到庭参加诉讼，必然产生差旅费用等因
素，基于涉案作品的独创性、知名度、侵权的主
观过错、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持续时间等因素，蓝
海豚游船为每张照片赔偿全景视觉1600元。

蓝海豚游船辩称下载使用涉案图片时，百
度图片网站的图片浩如烟海，无法及时发现该
图片为全景视觉具有版权的图片。在接到全景

视觉诉讼材料后，公司立即删除相关图片，尽力减
少全景视觉的损失，在主观上并无侵犯其著作权
的故意。

2018年11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二审审理
上述两起案子，维持原判，驳回蓝海豚游船上诉。

视觉中国一索赔案件被驳回视觉中国一索赔案件被驳回
记者24日了解到，南京一家医院在其微博中

使用了从网上下载的5张图片，被视觉中国网站所
属的汉华易美（天津）图像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汉华
易美公司）告上法院，并索赔28000元。南京鼓楼法
院一审判决医院败诉，不过近日南京中院做出二审
判决驳回了汉华易美公司的诉讼请求。

记者了解到，在二审中，南京中院认为，根
据医院举证，有不止一个主体在涉案图片上标
有水印，或出售涉案图片，宣示著作权。法院
认为，汉华易美公司主张Getty Images公司为
涉案图片的著作权人，证据不足。汉华易美公
司主张其享有涉案图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因
法院未认定Getty Images公司为涉案图片著作
权人，故对其享有涉案图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
事实主张，法院不予认定。 据《北京青年报》

全景视觉翻拍孔子像索赔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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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1-8215618， 18797014821， 18997196226
▲夕阳红专列北戴河/哈尔滨/山西/海拉尔/满洲里/长白山/沈阳15日游（5月25左右） 2680元/人起
▲短线沙坡头/通湖草原/金沙岛两日游580元+影视城三日游（4月27、5月1/2） 980元
▲平凉崆峒山两日游（5月1/3）680元/人 ▲官鹅沟三日游（5月1/2/3/4）880元/人
▲特推连云港/日照/项王故里/三台山双飞6日游（4月28全陪无购物自费） 1680元/人
▲最新黄山/千岛湖/婺源/景德镇/新安江双飞6日游（5月7/11/14/18） 1880元/人
▲江南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4月28、5月7/8/9/11全陪一价全含无自费) 1880元/人
▲夕阳红系列穿越河北/山西/河南三省联动10日游（5月12/26日） 1980元/人起
▲大连/青岛/威海/蓬莱/烟台/乳山双飞6日游（5月1全陪零购物） 2280元/人
▲超值长沙韶山/张家界/黄龙洞/凤凰6日游2280元 +桂林10日游3280元（一价全含）
▲首都北京+天津双飞6日游（5月1/7/9/11全陪一价全含无购物自费） 2280元/人
▲昆明/大理/丽江/版纳8日游（5月1/5/7/9/13/15全陪班） 2380元/人
▲五星皇家游轮重庆/三峡/武汉7日2380起 +黄山/庐山10日（5月25日）2980起
▲厦门/土楼/福州6日游2480元 +武夷山9日游（5月7全陪一价全含零自费）2680元
▲贵州黄果树/西江苗寨/荔波七孔/青岩古镇双飞6日游（5月3/18/25/31） 2480元/人
▲拉萨/大峡谷/苯日神山/羊湖9日游（5月1/2/7/9全陪零自费） 2580元/人
▲绝美新疆天山天池/伊犁/吐鲁番双飞8日游（5月8/15/22） 2980元/人
▲特推双贵贵州+桂林双飞8日游（4月29全陪一价全含零自费） 3280元/人
▲南宁/德天/通灵/巴马/北海涠洲岛8日游（每周二四六，无自费无购物） 3680元/人
▲江西井冈山/庐山/石钟山/婺源/景德镇/三清山8日游（5月9/16全陪） 4080元/人

地址：西宁市城中区长江路7号青海湖大厦15楼1151室（海悦酒店旁边）

青海艳阳天国际旅行社

旅游热线：6117648 6117649 24小时：18935588489 18935589085
报名地址：新华百货超市一楼4号铺面

北京天津单飞/双飞6日游 5月1/7/9/11/13日 派全陪含送机 2100元/人起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双飞6日游 4月28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1600元/人
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游 5月1/3/5/6/7/8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880元/人
张家界袁家界黄龙洞天门山凤凰古城双飞6日游 4月29日/5月1/6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750元/人
厦门鼓浪屿曾厝垵土楼武夷山双飞9日游 4月27日5月7/14/21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500元/人
贵阳桂林双飞8日 4月29日/5月7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3100元/人起
沙坡头通湖草原金沙岛花海两日游 4月27日/5月1/2/3日 派全陪 580元/人
庐山井冈山三清山景德镇婺源双飞8日游 5月9/16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3900元/人
青岛烟台蓬莱威海大连双飞6日游 5月1/9/16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000元/人起

现代国旅 国家旅游局特许经营出境游组团社
青海省旅行社综合业绩排序前十名单位

国内游精品线路咨询电话：0971-8246007 18997266165
★“夕阳红”北京双卧7日游 2180元
★“夕阳红”山西+皇城相府 壶口瀑布双动8日游 2880元
★“夕阳红”昆明 大理 丽江西双版纳双卧14日游 3180元
★“夕阳红”华东五市+扬州 镇江 绍兴宁波 舟山普陀山双卧10日游 2880元
★“夕阳红”安徽全线(三河古镇 宏村九华山 黄山)双卧9日游 2980元
★“俏夕阳”青岛 威海 大连双飞6日游 2380元 +北京单飞10日游 3280元
★郑州 郭亮村 南坪村 云台山“深度”双卧8日游 2880元
★海南双飞6日游 2980元 +北海桂林双飞10日游 3180元
★贵阳双飞6日游 2980元 +桂林双飞双动8日游 3280元
★张家界 十里画廊 天门山 黄龙洞 凤凰古城 湘西苗寨双飞6日游 2880元
★厦门 鼓浪屿 永定土楼双飞6日游3280元 +武夷山双飞7日游 3980元

出境旅游精品线路咨询电话0971- 8246777 18997265365
★日本本州8日游 6680元
★韩国首尔济州岛8日游 4780元
★韩国首尔济州岛+日本本州10日游 9800元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12日游 4980元
★曼谷芭提雅普吉岛10日游 5999元
★清迈+清莱+普吉岛10日游 5980元
★越南柬埔寨双卧双飞15日游 4880元
★南非克鲁格花园大道10日游 13900元
★土耳其12日游 8680元 +埃及18日游11800元
★澳大利亚 新西兰墨尔本12日游 9800元
★美国东西海岸+夏威夷+大瀑布16日游 17800元
★荷兰+德国 法国 意大利瑞士14日游 14800元
★英国+爱尔兰12日游 16900元 +16日深度游 19800元
★俄罗斯9日游 6980元 +北欧四国+爱沙尼亚13日游 13800元

另备多条出境邮轮、海岛蜜月亲子游，国内旅游线路，欢迎来电咨询!
总公司地址：西宁市北大街商贸大厦七楼（一楼门市）总公司：0971-8243629 8246007 海湖新区0971-5113308 湟中0971-2234599 2299255 通海十字0971-2215889
南 川 东 路 0971-4325033 城 西 0971-6182817 湟 源 0971-2435192 大 通 0971-2828432 互 助 0972-8395866 民 和 0972-8517376 乐 都 0972-8631111

旅游咨询电话：0971-8243031 18997263361 18997263365
“夕阳红”港澳湘桂“5月8日”“空调”包列火热报名中（独家安排赤柱）

广州 深圳珠海 香港 港珠澳大桥澳门 桂林 阳朔韶山 花明楼夕阳红空调包列13日游 2580元/起

“夕阳红”东北、俄罗斯“5月8日，26日”非空专列火热报名中
A线：山海关北戴河 哈尔滨 漠河北极村 海拉尔 满洲里呼伦贝尔大草原 长白山 沈阳专列15日环游 2580元/起
B线：山海关北戴河 哈尔滨 牡丹江镜泊湖 绥芬河 俄罗斯海参崴 延吉珲春长白山 沈阳专列15日环游3380元/起

L-QH-CJ00009

青藏甘肃宁夏旅游线路：0971-8241777 18997263126
★嘉峪关方特双动2日游 950元
★张掖水上乐园2日游 520元
★敦煌莫高窟/月、鸣/嘉峪关双动3日游 1530元
★敦煌莫高窟/月、鸣/嘉峪关/张掖双动4日游 1750元
★青海湖/茶卡盐湖/甘肃敦煌/嘉峪关/张掖/祁连大环线汽车7日游 2580元
★宁夏沙湖/影视城/中卫沙坡头双卧4日游 1180元
+西夏王陵5日游 1500元
★西藏布达拉宫/大昭寺/纳木错/林芝双卧9日 3050元
+日喀则11日游 4230元
★新疆天池/吐鲁番/坎儿井/火焰山/葡萄庄园/库木塔格沙漠 双动5日游 2750元

青海青海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青海湖国际旅行社咨询电话 :8210977 8245707

报名地址：南大街18号锦园大厦4楼（大十字西宁书城正对面）其他线路来电详询

L-QH-CJ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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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芭提雅普吉岛10日游 5999元
新马泰12日安心游 4980元
巴厘岛7日游 6499元
日本8日游 5600元
俄罗斯8日游 6980元
澳新7日游 10800元
德法意瑞荷兰13日游 11600元

华东六市双飞6日 1980元
北京天津北戴河双飞6日游 2880元
贵州桂林漓江双飞双动8日 2680元
张家界双飞6日 2680元
张家界厦门双飞10日游 4280元
三峡游轮双飞5日游 1960元起
河南牡丹少林寺双卧5日游 1980元

中国青年旅行社全国青年文明号 国家旅游局特许出境组团社
青 海 省 成 立 较 早 的 国 际 社 之 一

经营许可证：L-QH-CJ00011 官网www.qhcyts.com 微信公众号：qhcyts

民和：0972-8585233东大街：8189696 城西：8011111

日本本州东京大阪京都奈良温泉赏樱8日游（西宁独立成团，1晚温泉酒店，赠送
青岛夜游）5月15日、5月23日 6980元/人
欧洲德法意瑞四国游13日游5月15、27日、6月10日 14299元/人
俄罗斯双飞10日游6月8日（西宁独立成团） 6980元/人
心动芽庄西宁直飞4月23、27、30日3580元/人 5月4、7、11日3380元/人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品质12日游（全程0自费、无附加）4月20、22、27 日 4580元/人
深圳、港澳、港珠澳大桥8日游（一价全含，全程无自费，无购物）单飞单卧 4297元/人
仙境张家界双飞6日游 4月23日、5月7、14日 2780元/人
华东五市双飞（双飞一价全含、四星住宿）4月22、24、28、30日 2480元/人

总
社6125888 6372222 5111118

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 4飞8日游 2850元 北京天津双飞6日游（无自费无购物）2350元
上海 苏州 杭州 无锡 南京（精品水乡+园林）双飞6日游（一价全含） 2350元
重庆 印象武隆 天坑地缝长江三峡 双卧9日游 2780元 青岛大连双飞6日游（纯玩品质无购物）2750元
贵阳黄果树瀑布西江苗寨荔波小七孔青岩古镇双飞6日游2750元 +桂林8日游（一价全含）3550元
长沙 韶山 张家界 天门山玻璃栈道 大峡谷玻璃桥 芙蓉镇 凤凰古城 双飞6日游（纯玩品质无购物） 2880元
西安乾陵 兵马俑法门寺华清池 大明宫大雁塔钟鼓楼明城墙 回民街 经典双动车5日游 1980元
海口兴隆三亚北海桂林双飞 10日游（特价）3150元 成都峨眉山乐山青城山都江堰双卧7日游 1880元
青海湖茶卡盐湖二日游纯玩团 450元 西藏全景双卧十一日游（纯玩品质无购物） 3280元
电 话: 18309740643 13709733066 0971-8216955
地址:西大街三颗榆对面（烧鹅仔）东侧铁门入 3楼北座 1—302室

西部之旅夕阳红精品线路L—QH00094

团团有全陪 品质保证 多年经验 老人的旅游专家

青海印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L-QH-CJ100022

地址：西宁市西关大街49号永和大厦B座3081室 电话：0971-6138516 18997187783 13099799007 18697123531 13519705712

印象日本——本州大全景精华10日游 (5月21、25、29、) 6680元/人
印象日本——日本双古都温泉8日游（5月20、23、26、29） 6280元/人
印象澳新——穆斯林开斋节专属澳大利亚新西兰12日游（6月17、24）13600元/人
印象澳新——澳大利亚/新西兰品质纯玩11日游（5月27、6月3日） 12999元/人
印象欧洲——德法意瑞+荷比13晚14天（6月4、17） 13600元/人
印象越南——西宁芽庄双飞8日游（5月4、7、11、14） 3380元/人

印象宁夏——黄河3D玻璃桥休闲纯玩2日游（5月、1、2、3、） 580元/人
印象甘肃——崆峒山汽车两日游（每周六） 599元/人
醉美沙都——银川欢乐三日游（5月1、2、3） 980元/人
印象西安——圣地延安双动四日游（5月1） 1580元/人
印象四川——四川广元阆中古城双卧5日游（每周五） 1599元/人
印象成都——吃游记成都双卧7日游（散客天天发） 2080元/人

青海金天下国际旅行社
宁旅[2013]18号

电话：13519772829 13709722065 0971-8254210
报名地址：西宁市西关大街32号文翔花园B座1061室

本 公 司 提 供 上 门 服 务 ，报 名 就 送 精 美 礼 品
宁夏沙坡头休闲2日 580元 青海湖一日游+茶卡两日游 电询
麦积山+官鹅沟+拉扑楞寺+夏河汽车6日 2180元 西安+延安双动4日 1480元
张掖+敦煌+嘉峪关双动3/4日 1880元 青海+甘肃大环线6--9日游 电询
厦门/鼓浪屿+武夷山+土楼+婺源双飞8日 2550元 贵州双飞6日 2350元
山东全境/济南+泰山+青岛+大连单飞单卧9日 3050元 桂林双飞6日 2450元
山西平遥+云冈石窟+五台山双卧6日 1250元 北京+天津单飞6日 2250元
林芝+布达拉宫+大昭寺+羊湖双卧9日 2550元 华东五市双飞6日 2450元
昆明+丽江+大理+版纳四飞8日 2350元 +腾冲/芒市/瑞丽双飞8日 2880元
重庆+三峡三卧单动7日 2350元 海南+北海+桂林双飞10日 2950元
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双飞6日 2650元 海南双飞6日 1850元
新疆/天池+吐鲁番+喀纳斯双动8日 2280元 重庆+武隆双卧6日 1690元
成都/峨眉山+乐山+青城山+都江堰双卧6日 1950元 +重庆双卧7日 2080元
河北+河南+山西专列双卧10日 1980元 井冈山+南昌+宜春双飞6日 2250元
另 有 全 国 各 条 精 品 线 路 和 私 人 订 制 高 品 质 线 路 ，欢 迎 来 电 咨 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