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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大战到专利之争从市场大战到专利之争

格力、奥克斯都是国
内老牌空调企业。随着双
方竞争日趋白热化，交锋
从商场转至法庭，互诉专
利侵权纠纷不断发生，引
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此次案件始于2017年1
月，格力公司以奥克斯公
司制造、销售、许诺销售
八款空调重复恶意侵害其
专利权，广州晶东贸易有
限公司实施相关销售行为
侵害其专利权为由诉至法
院，请求判令奥克斯公司
停止侵权、赔偿 4000 万元
等。

2018年4月，广州知识
产权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认 定 奥 克 斯 恶 意 侵 权 成
立，对格力公司诉请赔偿
的4000万元予以支持。

2019年8月，广东高院
做出二审判决，维持一审
原判。但奥克斯公司又提
起执行异议，今年3月，广
东高院驳回，宣布维持原
判。

法院认为，格力公司
初步举证的证据已可反映
奥 克 斯 公 司 侵 权 获 利 情
况，但具体财务数据由奥
克斯公司所掌握。但奥克
斯公司拒绝按照法院证据
披露命令提交真实、完整
的账簿、资料，从而导致
侵权获利无法直接查明，
应由其承担举证妨碍的法
律后果。

此外，法院认为，奥
克斯公司无视国家法律和
生效判决，利用实质相同
的技术方案再次侵犯同一
专利权的主观意图明显。
综合考虑应加大侵权赔偿
力度，彰显对情节严重的
侵权人的威慑力，格力公
司诉请赔偿的 4000 万元并
未超过合理限度，予以支
持。

““天价天价””赔偿威慑恶意侵权赔偿威慑恶意侵权

广东高院的执行裁定
书 在 网 上 公 布 后 ， 4000
万 元 的 “ 天 价 ” 赔 偿 迅
速 引 发 关 注 ， 也 让 人 们
意 识 到 知 识 产 权 的 重 要
价值。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
迁认为，该案判决反映了
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
度的趋势，与中央加大侵
权行为惩戒力度的政策相
吻合。企业应当尊重他人
的知识产权，依靠积极创
新取得竞争优势和商业利
益。

“这个案件的高额判赔
金额是考虑到被告存在恶
意侵权的情形，也就是说
之前已经有产品侵犯涉案
专利被判侵权，后续的产
品还继续未经许可使用该
专 利 ， 具 有 主 观 上 的 恶
意。”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教授谢惠加说，该案警醒
企业应该提升自己的研发
实力，增强自身的知识产
权竞争力，通过侵犯他人
专利权来制造自己的产品
的路子是行不通的。

2019 年年底，国务院
发布了 《关于营造更好发
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
发展的意见》，明确了要健
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
偿制度，完善诉讼证据规
则、证据披露以及证据妨
碍排除规则。

重 罚 之 下 ， 必 有 畏
者。广东省律师协会知识
产权专业委员会主任王广
华认为，惩罚性赔偿在重
复侵权、恶意侵权等行为
中予以适用，体现了司法
机关遏制和威慑这些侵权
行为的倾向。今后可能会
有更多的专利侵权案件适
用惩罚性赔偿，在出现类
似情况下增大侵权企业赔
偿的责任。

完善司法保护完善司法保护 实现诉实现诉
讼讼、、市场市场““双赢双赢””

长期以来，专利侵权案
件一直存在举证难、认定难、
诉讼周期长等问题。权利人
耗费精力去维权，反而可能

“赢了官司、输了市场”。
司法实践中，细化证据

披露、举证妨碍制度的适用，
有助于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
本。王迁认为，本案中，奥克
斯公司提交的财务数据不符
合法院要求，且以封存或公
司内部规定为由拒绝提供原
始凭证，被法院认定承担举
证妨碍责任。法院对举证妨
碍制度的适用，缓解了举证
难问题，体现了严格保护知
识产权的司法政策。

同时，这也给企业敲响
了警钟：诉讼中应当配合法
院调查，拒不提供法院要求
的资料，将可能面临严重的
法律后果。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
护创新。专家建议，一方面进
一步细化证据披露、举证妨碍
制度的具体适用规则，另一方
面要重视行为保全、财产保全
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适用。

谢惠加认为，未来还需
继续贯彻严格保护、分类施
策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政
策，重点打击生产商、制造商
等侵权源头领域的侵权行
为，对于恶意侵权要继续加
大侵权赔偿力度。

王迁告诉记者，著作
权法和专利法都在修改过程
之中。法律修改后，法院根
据事实和证据合理地适用惩
罚性赔偿的规定，有望进一
步加大保护知识产权力度，
对于遏制恶意侵权行为将起
到更好的效果。

王广华建议，将知识
产权保护纳入社会诚信体
系，加大处罚力度，从而
进一步增加违法成本。

新华社广州 5月 14 日
电

在13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
员贺青华透露，吉林舒兰的传染源调查还
在进行，会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

贺青华介绍，针对黑龙江、吉林、湖
北等地发生的局部疫情，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和国家卫健委近期先后派出联络组、
督导组，督促指导各地对本地的防控措施
和落实情况进行检查，要求针对暴露出来
的医院感染控制、社区防控、人员防护松
懈等问题尽快补齐短板、堵塞漏洞。这些
新情况提示，疫情防控工作仍然是当前工
作的重中之重，仍是推进社会秩序全面恢
复的前提条件。

近期，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了相关
指导意见，提到扩大检测范围。对重点人群

“应检尽检”，包括对病例密切接触者、发热
患者、新入院患者及陪护人员，海外入境人
员要进行检测等；对其他人群“愿检尽
检”，将优先组织、有序引导做好学校、幼
儿园的工作人员，疫情重点地区的复学学生
等的检测。

调查
1例跨省输入病例 致近400人隔离
13 日，由吉林省舒兰市洗衣女工引发

的新冠肺炎聚集性感染确诊病例已达 22
例。尽管洗衣女工如何被传染，疾控专家仍
在调查中，但其下游感染链条已跨省传播。
其中，据不完全统计，所涉及的沈阳1例确
诊病例，已导致近 400 名接触者被隔离观
察，其所在的沈阳市苏家屯区风险等级由原
来的低风险调整为中风险。

据了解，在沈阳工作的郝某某，今年“五
一”期间回吉林省吉林市探亲，5月5日从吉
林市乘动车组列车抵沈。8 日，郝某某得
知，自己的堂哥因与舒兰确诊患者接触、其
父亲因与其堂哥接触，均被隔离。郝某某9
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10 日被确诊为新
冠肺炎病例。

经调查，郝某某回到沈阳后，频繁与朋友
聚餐，深夜去过按摩店，出入单位宿舍、居民
小区，还乘过出租车、网约车等，导致密切接
触者达几百人。这些表明此次疫情缘于家庭
聚集和集体、单位聚集。吉林舒兰的聚集性疫
情，让小城舒兰成为全国唯一疫情高风险地
区，也直接导致跨省传播链延伸和风险扩散。

报告
增3例本土确诊病例 辽宁2例吉林1例

14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了最
新疫情数据，5月13日，31个省区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例，均为
本土病例，其中辽宁2例，吉林1例。

5月13日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
例3例，均为本土病例（辽宁2例，吉林1例）；
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自5月7日舒兰市首例本地确诊病例通
报以来，截至5月13日8时，吉林市累计报
告本地确诊病例 21 例，目前正在吉林市传
染病医院隔离治疗。其中，舒兰市确诊病例
14例、丰满区确诊病例7例；按照国家新冠
肺炎疫情分区分级标准，目前，吉林舒兰市
为高风险地区，丰满区为中风险地区。有关
部门对前期15例确诊病例的核酸样本全部
进行基因测序。

措施
吉林市提级管控 沈阳市增强隔离
记者从吉林市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了解到，吉林市 13 日起在城
区范围内比照高风险区提级管控。停运所
有客运班线、旅游包车，高三、初三等已复学
年级，一律转为网上授课。

13日，沈阳市相关部门发出通告：要求
4月22日以来吉林市来沈返沈人员，一律实
行指定宾馆隔离观察21天，其间进行3次核
酸检测；目前已在居家隔离的，须即刻转入
集中隔离。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申铖）记
者14日获悉，为支持电影等行业发展，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称，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
纳税人提供电影放映服务取得的收入免
征增值税。

两部门发布的公告明确，对电影行业企
业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由5

年延长至8年；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
12月31日，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

此外，为支持电影行业发展，财政部、国
家电影局日前也发布公告称，湖北省自2020
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免征国家电
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其他省、自治区、直辖
市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免征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安蓓）国
家发展改革委14日称，截至5月13日，国内
成品油价格挂靠的国际市场原油前10个工
作日平均价格低于每桶40美元。根据《石油

价格管理办法》和《油价调控风险准备金征
收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本次汽油、柴油价格
不作调整，未调金额将全部纳入油价调控风
险准备金，全额上缴中央国库。

新华社石家庄5月14日电（记者杨帆
李继伟）记者从河北省邢台市公安局获悉，
今年3月下旬当地连续发生两起非法倾倒
大量强酸废液污染环境案件。经公安机关
全力侦查，成功打掉涉案人员达 22 人的污
染环境犯罪团伙，案中非法倾倒的废酸液
3414.5吨。

3月21日晚，邢台县公安局接到群众举
报，在太子井乡西太子井村河道内发现大量
带有刺鼻性气味的不明液体。公安机关全
力侦查期间，3月29日当地西牛田村西沟再
次发生倾倒不明液体案件。

专案组民警辗转石家庄、沧州、北京、安
徽等地，于3月29日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和嫌
疑车辆。3月30日下午，将犯罪嫌疑人吕某
飞、王某飞抓获，并在吕某飞的半挂货车和
小型厢货车上查获未倾倒的废液31吨。

随后，专案组锁定了污染源为位于威县

经济开发区的某生物科技河北有限公司，查
明了案件事实。

经侦查查明，这个公司在未取得农药
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为了获取巨额利益，
非法生产农药溴虫腈，在生产过程中产生
具有腐蚀性的强酸废液，经司法机构鉴定
为危险废物。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某承指使
总经理刘某，将生产农药溴虫腈（未经许
可）过程中产生的废酸液进行非法处置，以
每吨 230 元的价格交由吕某飞进行处理，
最终导致案发。

自2019年3月29日至案发，犯罪团伙将
废液非法倾倒于邢台县、南和、隆尧、任县、桥
东、桥西、开发区7个县（区）的13个地点，共
计230车、3414.5吨。

目前，已抓获涉案人员19人，以涉嫌污
染环境罪被采取强制措施，上网追逃3人，并
对涉案财物分别进行了冻结、查封和扣押。

尘埃落定：奥克斯赔格力4000万
历时3年多，格力诉奥克斯

专利侵权案终于尘埃落定。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

布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执
行裁定书，终审裁定宁波奥胜
贸易有限公司（原宁波奥克斯
空调有限公司）恶意侵权成立，
赔偿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4000万元。
这是迄今为止家电领域判

赔数额最高的生效判决，被不
少网友称为“家电行业最贵侵
权案”。判决犹如一记警钟，警
醒企业自主创新也要尊重他人
知识产权，恶意侵权必将付出
高昂的代价。

吉林舒兰传染源头仍待调查吉林舒兰传染源头仍待调查

税费优惠政策支持电影等行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支持电影等行业发展

汽油柴油价格不调整

邢台破获特大系列污染环境案

涉案非法倾倒废酸液涉案非法倾倒废酸液34003400余吨余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