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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晗

4 月 26 日是第 22 个世界知识产权日，今
年知识产权宣传周的主题是“全面开启知识
产权强国建设新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作出了一系
列重大决策部署、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战略规
划、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引领我国
正在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
大国转变。

作为一种现代产权制度，知识产权的本

质是通过产权激励，帮助创新者获得与其技
术贡献相适应的回报。企业研发新产品，必
然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知识产
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就会严重影响企业的积
极性及生产效益，进而影响整个创新环境。
没有知识产权这一无形资产，企业就会失去
核心竞争力，创新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
水。因此，只有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
力度，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才能更
好地保护民族创新能力和社会创造活力。

不可否认，近年来，山寨产品、专利侵权

等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现象多发、频发，特
别是在新媒体兴起后，假冒注册商标、非法
制造注册商标标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等行
为日益凸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必须重
拳出击，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的惩
治力度，为知识产权锻造“护身符”。

公安机关肩负着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
罪的神圣使命，为知识产权保护构筑起法治
屏障。今年以来，自治区公安厅深入推进

“昆仑 2022”专项行动和“双打”工作，重点打
击了一批直接坑害群众利益、企业利益的犯
罪活动，集中破获了一批链条性、团伙性、跨

区域性大要案件，有力地遏制了侵犯知识产
权的犯罪行为。

随着信息化时代技术的进步，侵犯知识
产权犯罪的新情况层出不穷，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面临新的更大挑战，这就要求公安机关
强化多部门协同，加强与法检两院、市场监督
管理、知识产权等部门协作，建立健全信息共
享、线索通报、案件移交、法律会商等机制，开
展专项治理，实现常态化联合执法。同时要
畅通警企交流渠道，从企业维权需求出发，了
解企业诉求，建立完善“警企协作”工作机制，
拓展线索来源，提升执法质效。

重拳出击，为知识产权锻造“护身符”◇短评

◎万象

◎镜界

向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向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亮剑亮剑””

◎聚焦

◎以案说法

□本报记者 安寅东

在遭遇了一场突发交通事故后，眼下，家住兴安
盟扎赉特旗巴达尔胡镇乌都岱嘎查的牧民包某还在
康复中。

“我现在身体恢复得不错。多亏交警同志及时帮
助我父亲申请了‘救命钱’，不然我不知道自己当时能
不能熬过来。”在兴安盟扎赉特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
队的警情回访电话中，包某难掩激动之情。

据了解，包某在乘坐电动三轮车出行途中，与小
型轿车相撞，身体多处骨折、颅脑损伤，直接转入兴安
盟人民医院重症加强护理病房。

“事发突然，儿子重伤需要立即手术，交通事故肇
事主责方无赔偿能力，家里一下又拿不出那么多钱，
一时间我们只能干着急⋯⋯”父亲包玉林介绍说，包
某一家生活主要靠种地和打零工维系，面对突发情
况，束手无策。回想起儿子之前的经历，包玉林至今
仍心有余悸。

得知情况后，扎赉特旗公安局交管大队事故处理
中队办案民警详细为包玉林讲解了道路交通事故社
会救助基金垫付政策及申请流程，并指导其快速进行
申请，在最短时间内将 3 万余元救助基金垫付到位，
包某得到了及时救助。

近年来，该大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
大力宣传、引导、帮助事故当事人申请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救助基金，使交通事故受害人能够及时得到医疗
救 治 ，切 实 维 护 人 民 群 众 生 命 安 全 和 身 体 健 康 。
2018 年以来，扎赉特旗公安局交管大队先后帮助 20
位事故伤者成功申请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近
35 万元，大大缓解了事故当事人的燃眉之急。

据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事故对策指导支队民警
李奕琛介绍，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是指依法筹
集用于垫付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
的丧葬费用、部分或全部抢救费用的社会专项基金。
主要针对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抢救费用、丧葬费用
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肇事机动车未参加交强险、机
动车肇事后逃逸等 3 种情形开展救助，符合以上三种
情形之一即可在第一时间申请救助基金。

遭遇交通事故 记住这笔救命钱

□本报记者 郝佳丽

“检察机关主动上门问需，提供法律咨询，解决企
业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法律问题，这些举措为企业
发展吃了一颗定心丸。”近日，通辽市奈曼旗人民检察
院干警深入企业的一次走访，让通辽市和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颇为感慨。

这是该院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
在“大讨论”活动期间，该院拓展检务公开广度和

深度，以检企联络办公室、12309 检察服务热线构成
检企沟通平台，建立企业检察联络员制度，畅通企业
寻求法律咨询、司法救助渠道。同时，建立企业投诉
控告受理绿色通道，设置企业服务岗，对企业的来信
来电来访统一受理登记，做到妥善处理、按时答复。
目前，该院共为民营企业解决问题 6 个，征求意见建
议 8 条，收集司法需求 5 条，提供法律咨询等 20 余次。

“遇到合同诈骗时，一定要保留好证据，第一时间
报案！”在走访内蒙古和谊镍铬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时，
奈曼旗人民检察院检察干警针对企业经常性签订经
济合同的特点，通过发放宣传资料、以案释法等方式，
就企业如何运用合同法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讲解，并
对企业管理人员关心的诉讼时效、证据保存、诉讼主
体等法律问题和纠纷处理及时提供指导，拉近检察机
关与企业人员之间的距离。目前，该院共走访企业
15 家，开展“送法进企”活动 5 次。

营商环境没有最优只有更优。该院在做好常规
工作同时，还建立了涉企案件专案组，集中打击各类
侵害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犯罪行为，健全符合涉企案
件特点的认罪认罚从宽工作机制，强化公开听证和综
合评估，依法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我们还加强预防涉企犯罪法治宣讲，主动深入
企业了解生产经营、内部防控体系建设等情况，通过
组织干警走访企业以案释法、邀请企业家代表参与座
谈讨论等方式，帮助企业完善内部监管制度。”奈曼旗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崔粼介绍说。

搭建沟通平台 护航企业发展

□本报记者 白丹

“我想办理酒店的营业执照，需要准备哪些证
件？大概多久才能办理成功？”“您觉得窗口人员办事
态度怎么样？办事效率如何？”近日，鄂尔多斯市杭锦
旗纪委监委监督检查组采取不亮身份、不打招呼、模
拟办事的方式对 8 个窗口单位和 24 家企业开展了专
项督查，以强有力的政治监督推动窗口作风建设再提
升、优质政务服务再优化。

今年以来，杭锦旗纪委监委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
项整治，通过走访座谈、问卷调查、明察暗访等形式，
深入查找各职能部门是否存在作风不实、服务不优、
政策落实“中梗阻”，执法部门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等
损害企业合法权益的问题。

“我们一定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和问题，坚决依
法纠正损害营商环境的违法违规行为，让企业安心经
营、放心发展。”旗纪委监委专项督查组到杭锦旗聚野
煤化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走访，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存在问题，了解企业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和建议。

聚焦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和难点，立足职责定位，
旗纪委监委采取“室组地”联动机制，成立 6 个联合监
督检查组，定期或不定期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开展督
导检查，当好优化营商环境的“护航人”。

“我们畅通信、访、电、网、新媒体‘五位一体’信访
举报渠道，通过向办事群众和企业发放营商环境监督
提示卡等方式鼓励他们‘大胆发声’，并对涉及营商环
境的举报优先处置、严查快处。”旗纪委监委信访室负
责人说。

截至目前，杭锦旗纪委监委受理举报问题 5 件并
已全部办结；发现并反馈立行立改问题 11 个，下发整
改通知书 4 份，已全部整改落实。

专项监督打通营商环境“中梗阻”

大显“审”手 破产案件办理驶入“快车道”

近日，呼伦贝尔边境管理支队新巴尔虎左旗
第一边境管理大队民警深入驻地企业回访调研，
开展反诈宣传及安全隐患检查等活动，同时引导
企业和员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依法维护自
身权益。 本报记者 安寅东 摄

近日，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人民检察院组织干警深入农牧民家中，开展“法润草原·检察情怀”普法宣传活动，向农牧民介绍有
关民事申诉、公益诉讼等内容，讲解牧区常见的民事案件、土地草牧场纠纷案件等相关法律知识。 本报记者 郝佳丽 摄

回访
调研

送法上门送法上门

□本报记者 陈春艳

“刘某假冒深圳某知名净水设备公司的注
册商标，非法获利 65 万元，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40 万元；犯伪造公司印章
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这是 4 月 13 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2021 年度全区知识产
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之一。

我区连续 3 年发布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
例，有力震慑了违法犯罪分子，为市场主体创
新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为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服务保
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公安厅依法惩治侵犯知
识产权犯罪和科技成果的违法犯罪行为，重点
打击直接坑害群众利益、企业利益的犯罪活
动，集中破获了一批链条性、团伙性、跨区域性
大要案件——

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破获一起销售假冒
注 册 商 标 商 品 案 ，现 场 查 获 假 冒 品 牌 服 饰
5900 余件，涉案金额 998 万元；呼伦贝尔市公
安机关破获一起在中缅边境销售、运输假烟走
私烟网络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9 名，涉案金
额达 1000 余万元⋯⋯

这其中，不能不提的是以罗某勇为首的销
售假冒茅台酒案。包头市公安局生态环境食

品药品犯罪侦查支队民警联合包头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在顺丰快递物流公司例行
检查中发现，有 5 件从贵州省仁怀市邮寄到包
头市的包裹内疑似装有假冒贵州茅台酒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的飞天茅台白酒，遂立案侦查。

侦查发现，以罗某勇为首的组织分工明确
的犯罪团伙，用劣质白酒勾兑成“茅台酒”后，
向谭某果购买定制的茅台酒瓶、瓶盖、外包装
盒、丝带等包装材料，再雇佣工人灌装。杨某
贵利用微信宣传、通过快递对外销售，快递人
员郑某坤收取酒款后，通过微信、支付宝等给
罗某勇、刘某远转账结算。经过梳理分析并汇
总微信、支付宝和银行交易流水，该案的销售
网络涉及内蒙古、河南、上海、河北、北京等全
国 20 多个省市，涉案金额约 2100 万元。

生态环境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支队组织 18
人赶赴贵州省贵阳市、仁怀市进行收网，同时
与当地公安部门、茅台集团打假办对接，争取
配合与支持，最终将涉案的 4 名犯罪嫌疑人抓
获，押解回包头市，另有 4 人依法被刑事拘留、
1 人取保候审。

种子、农药、化肥等农资质量关系国家粮
食安全和乡村振兴。当前正值春耕关键期，全
区各地公安机关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在开展

“昆仑 2022”专项行动基础上，广辟线索来源、
强化大案攻坚，严打严防种子套牌生产、农资
侵权假冒、化肥农药非法添加、农资“忽悠团”

流窜行骗等典型农资犯罪活动。同时，加强与
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形成
农资打假治理整体合力，确保农民用上放心
种、放心药、放心肥。

赤峰市公安机关破获的公安部重大督办
案件——刘某某生产销售伪劣种子案，近日被
列为农资打假典型案例向全国公布。

经查，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多次低价购买共
计 300 余万粒小西红柿种子，在自己的育苗场
培育成种苗后，冒充某知名品牌小西红柿种苗
对外销售，共销售 76 万余株，造成种植户损失
金额达 830 余万元。该案涉及多省多地，时间
跨度大，犯罪手段隐蔽，敖汉旗公安局党委统
一部署和指挥，成立了由环食药侦、警支、经
侦、刑侦、法制多警种组成的专案组，深入开展
追查，获取关键证据，抓获犯罪嫌疑人 1 名，有
力维护了春耕生产秩序。

4 月 20 日至 26 日，是全国第 22 个知识产
权宣传周。为增强群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营
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全区各地公安机关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和执法检查。

世界瞩目的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已经
落幕，而吉祥物“冰墩墩”“雪容融”的热度不
减。于是，一些不法分子未经授权私自仿冒、
销售假冒特许商品，牟取非法利益。根据《奥
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规定，未经奥林匹克标
志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商业目的使用奥

林匹克标志，否则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公安局联合旗市场监

督管理局开展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标
志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深入学校周边文化
用品店、服装鞋帽店进行检查，并向商家宣传

《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特殊标志管理条
例》、商标法、专利法，及“冰墩墩”“雪容融”等
冬奥会、冬残奥会吉祥物知识产权等知识，引
导商家自查自纠，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自治区公安厅生态环境食品药品犯罪侦查
总队政委李俊林介绍，2022 年第一季度，全区
公安机关共破获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
商品犯罪案件 98起，端掉制假售假窝点 5个，抓
获犯罪嫌疑人117人，涉案金额5.59亿元。

下一步，全区公安机关将深入推进“昆仑
2022”专项行动，聚焦民生安全、创新发展、文
化繁荣、营商环境等领域，重点打击制售假冒
伪劣商品犯罪；侵犯商业秘密、假冒专利犯罪；
非法复制发行图书、网络传播盗版文学影视作
品等侵犯著作权犯罪以及跨国侵权假冒犯罪
等，及时侦破一批社会危害大、涉案价值高、涉
及范围广的典型案件。

知识产权保护，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
持和参与。如发现犯罪线索，群众可拨打自治
区公安厅“昆仑 2022”专项行动领导办公室电
话 0471-6552173，或者 110 报警电话和各地
公安机关的举报电话进行举报。

□本报记者 李晗

僵尸企业尽快出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破
产清算转为重整，企业获得重生希望；建立良好
信息沟通，稳妥推进破产处置工作⋯⋯近日，包
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印发了《破产审判相关制度
暨典型案例选编》，从相关规范性文件、案例中
选取部分进行汇编并加以推广，充分发挥案例
在释法说理、宣传教育、指导办案等方面的作
用，更好将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司法职能落
到实处。

这其中，作为该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的第一起破产清算案件，包头市某器材公司破
产清算案被收录在《破产审判相关制度暨典型
案例选编》中。

“该案从受理破产清算申请至破产终结耗
时仅为 4 个月零 26 天，创全市法院破产案件审
理时长最短记录。”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
负责人魏晓燕说，“在审理该案过程中，我们首
次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对破产财产进行
处置，全程零费用，在资产较少的情况下，较好
地保护了各类债权人的利益。”

作为包头市首例破产清算转重整成功的案
例，包头某建筑集团破产清算案也同样具有重
要典型意义。该集团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为
了延续企业的建筑资质，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法律框架下，灵活运用破产程序间的转化，并
多次与各债权人及职工代表进行沟通，就如何
解决企业改制遗留问题进行指导，最终征得各
债权人理解，使企业从破产清算转为重整，获得
了重生的希望。

一 个 案 例 胜 过 一 打 文 件 。 据 魏 晓 燕 介
绍，本次公布的典型案例，都是在法院日常审
判实践中产生的代表性强、具有参考意义的
破产示范性案例，有助于推动破产案件依法
公平高效审理，服务和保障包头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近年来，包头市
中院牢固树立“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
认真履行破产审判职责，健全完善破产审判体
制机制，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为加快清理“僵尸企业”，有效发挥破产审
判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拯救和退出机
制中的积极作用，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大显

“审”手，立足破产审判工作实际，制定了《关于
企业破产案件立案受理的操作指引》《关于规范
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工作的意见》等七个操

作指引，为审判一线正确适用执行措施、准确把
握执行尺度提供了重要依据，依法平等保护各
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在出清“僵尸企业”的同时，该法院还充分
发挥破产重整的拯救功能，指导管理人将破产
清算程序转为破产重整、和解程序。同时，成立
了自治区首家破产管理人协会，开展重新编制
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工作，规范管理人履
职，保障破产财产依法、公开、高效变价。

自 2 月 16 日以来，包头市各级法院共审结
涉企案件 1463 件，清理涉企案件两年以上长期
未结案件 8 件。今年以来共审结一审破坏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案件 29 件，受理申请执行
人为企业案件 1566 件，执结 1046 件，执行标的
到位 4.29 亿元。

近日，赤峰市红山
区公安分局禁毒大队民
警 深 入 辖 区 企 业 和 经
营网点，开展易制毒化
学品专项安全检查。
本报记者 陈春艳 摄

安全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