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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化自贸区营商环境提供法治保障

浦东法院集中宣判6起知产刑案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治国 陈卫
锋 记者 张敏）
“Dole”
“Zespri”
“Sunk⁃
ist”是来自美国、新西兰的知名水果品
牌，普通水果如果贴上这些品牌的标
识，就会随之身价倍增。一些不法分
子利欲熏心，通过销售假冒注册的这
些商标标识牟利。昨天下午，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集中宣
判了 6 起知产刑事案件，经认定的假
冒注册商标标识总量近 110 万件。法
院以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
罪，分别对 13 个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
两年八个月至拘役五个月、缓刑五个
月不等的刑罚，并同时处以罚金。

知产刑事犯罪
出现
“线上+线下”
形式
主审法官倪红霞介绍，6 起刑事
案件有三个共同点：案由相同，13 个
被告人均因涉嫌销售非法制造的注
册商标标识罪而被检察机关提起公

诉；其次，被告人职业相同，均在农产
品批发市场、水果市场等场所从事水
果包装盒销售生意；最后，案情相同，
被告人均因销售假冒的“Dole”
“Zes⁃
pri”Sunkist”等注册商标标识而被公安
机关查获。
在一起案件中，被告季某在浦东
新区华徐公路上经营一家包装店。
经查，季某明知是假冒的“Dole”等品
牌的水果贴标，仍然大量购入并在自
己的店铺内以及通过网络予以销
售。2017 年 5 月 25 日，季某被公安机
关人赃俱获。经法院认定，季某销售
的假冒注册商标标识数量达 4 万余
件，尚未销售的标识达 14.1 万件。最
终，季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八
个月，罚金人民币 9000 元，其违法所
得予以追缴，查获的非法制造的注册
商标标识予以没收。
事实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
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像季某这样通
过“线上+线下”模式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标识的情形并非个案。

在另一起案件中，祝某等 3 人除
了在位于某果蔬批发市场的店铺内
销售假冒的商标标识外，还在淘宝网
上开设店铺，进行线上销售。经法院
认定，已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标识共
计 1.4 万余件，尚未销售标识达 1.8 万
件。3 名被告因此分别获刑并处罚金。

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
商品专项行动的决心和力度，也充分
体现了中国法院平等保护中外当事
人合法权益的一贯立场，有利于法治
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营造。
早在 1996 年，浦东法院在全国法
院率先探索实行由知产庭统一审理
知 识 产 权 民 事 、刑 事 和 行 政 案 件 的
“三合一”审判机制。这一机制被誉
司法保障
“双打”
为“浦东模式”，被写入 2008 年国家知
服务自贸区建设
识产权战略纲要。2016 年 7 月，最高
人民法院要求在全国法院推广这一
据介绍，销售非法制造的假冒注
审判模式。
册商标标识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一
徐俊介绍，2015 年至 2017 年，浦
方面，该行为破坏了正常的商标管理
东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共受理各类
案件超过 1.17 万件，审结各类案件超
秩序，侵犯了商标权人的权利，对其
造成巨大损失。另一方面，假“名牌” 过 1.15 万件。收结案量均占上海市一
一旦流入市场，将极大地损害消费者
审知识产权案件的 40%左右。在打击
侵权假冒工作的新形势下，浦东法院
利益，
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
浦东法院知产庭负责人徐俊表
审理了一大批新类型、疑难复杂以及
示，浦东法院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具 有 重 大 影 响 的 案 件 ，做 到 严 格 保
试验区所在地法院，通过这次的集中
护、严厉打击，积极树立依法保护知
宣判，既彰显了司法保障“双打”，即
识产权的良好形象。

三千株蜡梅绽放
闻香赏梅正当时
随着气温日渐走低，申城的蜡梅
开始进入盛开期。1 月 10 日，记者在
世纪公园内看到，近 3000 株蜡梅正逐
渐绽放，花朵饱满、花瓣层叠，满园的
蜡梅花香吸引来众多游客驻足观赏、
拍照留影。同时，黄色的花朵、蔚蓝的
天空也引来众多摄影爱好者架起相机
拍摄创作。
据悉，众多蜡梅中有 50 株来自川
西的大蜡梅，树龄均超过了 50 年，经
过前期修剪，呈现出了一个个超大“盆
景”形状。想要赶在天气晴好时前往
观赏的市民游客可从世纪公园 7 号门
进入梅园蜡梅区，门票为 10 元。图为
一名摄影爱好者在世纪公园内拍摄蜡
梅。
□见习记者 郑峰 摄影报道

——记浦东新区河道整治办计划部负责人苏依列
开栏语
2017 年，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全区掀起了一场治水攻坚战——到年底，全区
中小河道基本消除黑臭，水域面积只增不减，水质有效提升。成绩的背后，离不开一大批冲锋
在前、甘于付出的“治河人”。本报今日起开设“中小河道整治典型人物报道”，聚焦浦东新区
中小河道综合整治指挥部办公室，讲述这一年河道治理的人和事。

“看到一条条河道变得干净，
辛苦一年，值了。”得知浦东新区列
入市考范围的 555 条段河道整治通
过市核验工作组核验后，苏依列颇
有成就感。
2016 年底，在陆家嘴城市管理
署任署长的苏依列，被抽调至浦东
新区城乡中小河道综合整治指挥部
办公室，
担任计划部负责人。
“之前也接触过计划工作，但
不是专业的。”刚到河道整治办，苏
依列有过忐忑。不过，中小河道整
治工作时间紧、任务重，逼着他在
短时间内完成工作角色的转变。
计划部主要负责河道整治的
资金保障、项目招标及前期协调工
作。用苏依列的话说，
“ 就是为各
条段河道的整治工程做好前期准
备工作，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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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祖亮会见
长沙市政府代表团
本报讯 （记者 黄静）昨天，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
区区委书记翁祖亮会见了由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文
浩率领的长沙市政府代表团。
代表团参观了上海地产集团三林旧改项目现场，并
和浦东举行两地座谈会。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常务副区
长姬兆亮主持召开座谈会，简要介绍了浦东新区基本情
况，并进行交流发言。座谈会上，代表团听取了浦东城
市更新工作推进总体情况，了解浦东城市更新政策体系
建立和执行情况、相关政策的特色和亮点、主要经验和
体会以及下一步工作方向等内容。
长沙市领导邱继兴、廖建华、涂文清、张跃先等参加
考察和座谈。

第七人民医院成为
国家级培训基地
本报讯 （见习记者 严静雯）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
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公布
了第二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名录（中医），上海市
第七人民医院获批入选。至此，上海共有 5 家医院获批
成为国家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据了解，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是培养优秀住院
医师的“孵化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医学生毕业
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训临床高层次医师、提
高医疗质量极为重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既能巩固
医学院校基本教育的内容，又能承担继续医学教育的任
务，
有助于培养未来的医学临床专家。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位于浦东新区外高桥区域，紧
邻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集医疗、科研、教学为一体，
以健康管理、康复为特色的三级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
也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该院目前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住院医师和全
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培养）基地、上海市中医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基地、国际留学生教学培训基地、上海中医药
大学卫管专业临床带教示范基地、护理学实践教学基
地、康复专业实践基地，也是境内外中西医结合人才培
养的重要教学基地。此次入选国家中医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基地将为七院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培养中医药
人才提供新的契机。

激励全区干部
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

“开路先锋”保障河道整治快速推进

■本报记者 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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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条河道的整治工程开工前，
都要通过公开的招投标，确定施工
单位。为了能够按照上级要求的
时间节点完成整治工作，计划部必
须尽快完成招投标，以便后续工程
及时展开。
包括苏依列在内，整个计划部
只有 5 个人，却要协调初期列入整
治名录所有 752 条段河道的整治工
程。
“ 对我们来说，必须抓紧一切时
间，因为前期准备没做好，后续工
作就无法开展。”苏依列说。
于是，他在到岗初期首先完成
了制度建设，制定了河道综合整治
项目管理办法、项目资金管理制度、
752 条段河道项目划分的原则、
管线
搬迁管理实施细则等，同时还完成
了指挥部计划编制、前期方案、管线
搬迁、
资金拨付等各项目标任务。
制度有了，目标定了，苏依列
带着计划部的同事们，开始踩着时

间节点安排每一项工作。国考市
除了坐镇后方，苏依列和同事
考 279 条段河道、区考 426 条段河
们也要到河道现场去，处理招投标
道，分成 32 个项目，首先完成了招
后、工程启动前的管线搬迁事宜。
投标工作。
“ 不能耽误工程部同事 “不处理好，就会影响工程进度，所
们的后续工作。”他说。
以我们要参照流程，以最快的速度
河道整治工作推进期间，根据
解决。”他介绍说。
上海市任务安排，共有 89 个施工、
效率高，是计划部同事们对苏
监理标段需要在 10 月 15 日前完成
依列的一致评价。龚慧炜说：
“他
招投标工作，以确保浦东新区年底
思路清晰，能一针见血点出问题。”
前完成上海市相关河道整治考核
张晓华则十分佩服苏依列对数字
任务。
的敏感。
“ 年度所有资金计划、拨款
河道整治办提出工作需求后， 进度、招投标项目等，他都掌握得
新区建交委和建设工程招标投标
很清楚。”
办公室主动与河道整治办进行了
这 段 时 间 ，苏 依 列 正 带 着 计
协商，充分研究后决定利用国庆节
划部忙于前期项目的决算审计，
假日时间加班加点开标，并优化合
以及 47 条段骨干河道的招投标工
并评标、减少评标场次，确保按期
作 。 按 照 计 划 ，这 项 工 作 要 在 第
完成招投标工作。
一季度完成。
“ 河道整治工作仍在
国庆假期，苏依列带着计划部
继续，对于我们计划部来说，为整
的同事们连续奋战，按期完成了 89
治 工 程 保 驾 护 航 的 任 务 ，还 要 继
个标段的招投标工作。
续完成好。”

（上接 1 版）希望同志们示范带动、再树典型，
“好班
长”要带好班，既争当个人冠军，又形成班子合力，争取
团队冠军。
“ 好班子”要带好队，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
领整个地区、整个部门、整个单位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
谋、劲往一处使。
“ 好干部”要带好头，处处率先、走在前
列，
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感染人、影响人、带动人。
翻看获表彰名单，为民情怀、心系百姓是此次获表
彰干部的“共性”。书院镇桃园村党总支书记丁宇星说，
做基层工作就是要听群众呼声、心声，解群众急事、难
事；浦东新区地区工委主任科员谢超强认为，公务员不
是机关温室里的
“花朵”，做好地区工作必须接地气。
受表彰的“好班长”们则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忠
诚、干净、担当”的要求。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原党组书
记、局长曹亚中说，为人为事为官，要做到诚心诚实，公
开公平，廉洁廉政；浦东新区商务委党组书记、主任辛雅
琴认为，
“好班长”就要常怀为民之心，
不负使命担当。
各街镇的“好班子”纷纷寄语新年，谋开篇，做实
事。唐镇党委表示，将以大调研谋篇，以大创建开局，以
大文化引领，以大民生落地，以大党建支撑，推进更高水
平城乡发展一体化，打造百姓能感受到幸福感的甜蜜
“糖”镇；东明路街道党工委将立足家门口，着眼大民生，
坚持党建引领、
“ 四治”融合，建设有温度、高品质的“宜
居东明”
。
区委组织部表示，浦东未来五年的重点任务已经确
定，新阶段面临新任务，亟需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
伍。建设开放、创新、高品质的浦东，既需要大家埋头苦
干，干好自己的本职，也需要形成比学赶超的良性竞争
氛围。举行此次表彰活动，就是希望推出先进典型、树
立思想标杆，发挥正能量，进一步提振广大党员干部干
事创业的精气神，
为浦东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新区各委办局、人民团体、直属机构、街镇、直属公
司负责人，
获表彰单位代表及获表彰个人参加了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