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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经广东高院调解后，华为与三星在涉及

标准必要专利的侵权纠纷系列案中达成全球和解，就全球

范围内的标准必要专利交叉许可问题达成框架性的《专利

许可协议》。 

    此案的和解，不仅使双方在全球范围内提起的 44 个关

联诉讼得到一揽子解决，而且促成了中外高科技企业在世

界通信领域的合作发展，彰显了中国的司法智慧。 

    大案背后，是广东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实力的厚积薄发。

按照实行最严格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要求，广东法院积极

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依法履行审判职能，不

断加大司法保护力度，深入推进审判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营造国际一流的创新法治环境，为加快建设大湾区国际创

新中心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尚黎阳  去年新收案 15.7 万件 

    成为知识产权诉讼“优选地” 

    作为改革创新和对外开放的最前沿，近年来，广东新收

知识产权案件数量连年高位攀升。过去 5 年，全省法院新

收知识产权案件合计约 41.8 万件，占全国总数 1/4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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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全国首位。仅 2019 年新收 15.7 万件，同比增长约 60%，

已达全国总数 1/3，再创历史新高。 

    案件数量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地创新经济活跃程度和

司法保护水平。前不久发布的《广东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状况（2019 年度）》白皮书显示，广东法院近年来受理

的知识产权案件呈现出涉及领域新、知名企业多、判赔数

额高、市场影响大 4 个特点。案件不仅涉及移动通讯、AR

技术、无人机、生物医药、自动驾驶等科技前沿领域，还

涉及苹果、高通、飞利浦、三菱、三星、戴森等知名高科

技跨国企业。 

    这些案件中，有不少属于重大疑难复杂和新类型案件。

据了解，在 2019 年评选的全国 10 大知识产权案件和 50 件

典型案例中，广东法院审结的“快播”著作权行政处罚纠

纷案等 7 个案件入选，数量在全国居首。 

    同时，越来越多国外、境外企业和个人，选择在广东起

诉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全省法院涉外、港澳台案件持续增

长。2019 年，全省法院共审结涉外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

688 件，同比增长 49.24%；审结涉港澳台一审案件 1881

件，同比增长 24.24%。广东法院正成为知识产权诉讼“优

选地”。 

全链条打击刑事犯罪 

    全年审结知产刑事案件 1450 件 



    大湾区融合发展带来了信息技术特别是高新科技的融合

发展，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大湾区科技孵化的重要“土

壤”，这也对广东法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带来诸多新的挑

战。 

    “近年来，广东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犯罪对象呈多

样化、犯罪类型多样化等特点。”广东高院有关负责人

说，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广泛运用，知识产权

刑事犯罪已经在电子产品、影视作品，也涉及网络游戏、

能源科技、网络通讯及数码技术等新兴产业领域蔓延。 

    2019 年 12 月 31 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涉商

业秘密刑事案件作出终审判决，3 名上诉人因以不正当手段

获取某公司液晶面板相关设计、数据等商业秘密并提供给

同业竞争对手，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三年六个月。

判决的背后，传递出对恶意侵权的严正警告。 

    去年以来，广东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严惩链条

式、产业化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进一步加强与行政监管部

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协作配合，完善信息互通共享

平台，不断加大知识产权刑事犯罪打击力度。全年共审结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 1450 件、同比增长 17.41%，涉案金

额高达 46 亿元，2086 人因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而被刑事

追责，其中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189 人。 

    推动前沿领域规则完善 

    发布国内首个网游民事审判指引 



    2018 年 12 月底，广东高院出台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12 条意见，后形成《关于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服务创新

发展情况的报告》，要求从 5 个方面致力于将广东建设成

为知识产权保护最严格、最公平、最透明、最可预期的地

区。 

    在创新前沿领域，广东法院积极推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

规则。广东是游戏产业大省，市场规模在全国占比近八

成，在全球占比近 1/5。社会各界对法院在网络游戏知识产

权案件中明确裁判规则、统一裁判标准的司法需求日益迫

切。4 月 12 日，广东高院在全国率先出台网络游戏领域审

判指引。 

    据了解，这份共 40 条的指引，在法律和司法解释框架

下细化了相关审判规则，依法保护网络游戏及衍生产业各

主体及游戏用户的合法权益，推动数字娱乐创意产业竞争

规则完善。针对一些颇具争议的前沿问题，指引秉持司法

谦抑，留待市场检验和后续跟进研究。 

    此前，广东高院针对通信领域标准必要专利纠纷、图片

类著作权纠纷等新类型案件，结合审判实践经验，提炼制

定国内首个《关于审理标准必要专利纠纷工作指引》，调

研完成《通信领域标准必要专利法律问题研究》专著，及

时发布《关于涉图片类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

答》，不断为创新前沿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完善贡献

“广东智慧”。 



   寻找保护创新“最优解” 

    全年平均判赔额增长 140.84% 

    “赔偿低”“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一直是

知识产权保护的瓶颈问题，广东法院通过创新审判机制，

尝试为这些“老大难”问题寻找最优解。 

    “相比 3 年前，全省法院平均判赔数额翻了一番。”广

东高院有关负责人介绍，2019 年，广东法院审结的专利案

件平均判赔数额达 47.59 万元，同比增长 140.84%。 

    创新案件查明方式，广东高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深

圳知识产权法庭，进一步健全由技术调查官、专家辅助

人、技术鉴定、专家咨询等制度组成的多元化技术事实查

明机制，多位一体助推技术类案件的审判工作。 

    为充分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广东法院强化诉讼保全

措施，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律师调查令、诉讼禁令、依职权

取证等措施，适当减轻权利人举证负担，提高司法救济时

效性。深圳知识产权法庭积极适用行为保全措施，全年发

出诉讼禁令 6 份，涉案金额达 1 亿多元。 

    广东高院指导全省法院完善“繁简分流”工作机制，实

行简案快审、繁案精审，加大庭前调解力度，全年调撤案

件近半。深圳知识产权法庭的两个快审团队，改革以来共

审结 657 宗快审案件，当庭宣判率 93.1%，结案周期缩短过

半。 

   开展交流合作 



    举办首届大湾区司法案例研讨会 

    近年来，广东法院积极开展司法交流合作，不断提升知

识产权审判公信力和影响力。 

    2019 年 8 月，广东高院主办“机遇与挑战：新时期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研讨会，这场研讨会，搭建起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平台，提升了广东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影响力。2019 年底，广东高院举办首届粤港澳大湾区司

法案例研讨会，粤港澳三地法官、律师以知识产权案件模

拟庭审、案例研讨方式进行交流，有力促进大湾区司法互

鉴。 

    全省法院还加强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知识产权行

政执法机关的协调配合，通过业务交流、专题研讨、会议

纪要、办案指引等方式，积极引导行政执法的调查取证、

证据审查、责任认定等向司法标准看齐，形成知识产权保

护合力。 

    广东高院有关负责人说，下一步将大力提升知识产权整

体保护水平，依法提高侵权赔偿数额实现知识产权市场价

值，营造尊重创新、保护创造的社会氛围，完善广东创新

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营造国际一流的创新法治环境，

不断加强服务保障大湾区创新发展。 

    创新案例 

    跨区域远程诉讼平台 

    近期已得到全国推广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黎炽森介绍，为更好地服务和

保障全省科技创新主体，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先后在中山、

汕头、东莞、惠州、佛山、江门等地高新区，成立诉讼服

务处和巡回审判法庭，并以此为依托，积极协调当地设立

知识产权调解组织，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当事人快速

维权机制建设。去年，各诉讼服务处和巡回审判法庭累计

为 1000 余人次当事人提供各类诉讼服务。 

    通过建立院内的裁判文书数据库，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还

实现了数据互通和便捷查询。综合运用云计算、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技术，积极推进审判领域人工智能研发，先后启

动信息化智能化建设项目 40 多个，建成了 13 个现代化数

字法庭和同声传译、掌上法院、审判辅助、远程诉讼服务

等多个平台系统。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建立跨区域的知识产

权远程诉讼平台经验，近期已得到全国推广。 

    智能审判“ZHI 系统” 

    文书生成完整度达 95% 

    广州互联网法院院长张春和介绍，今年 3 月 30 日，广

州互联网法院上线了网络著作权纠纷全要素智能审判“ZHI

系统”，系统首创“知识图谱+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由一

线法官团队整编形成 1500 余项著作权纠纷审理要素，实现

系统自动学习、繁简智能分流、侵权智能比对。简易案件

自动匹配要素式裁判文书，疑难复杂案件自动比对全国类

案数据库案情，文书智能生成完整度达 95%。 



    此外，系统利用 5G 及断点续传技术，升级跨区域远程

诉讼平台。拓宽视频、图像等大存量电子证据传输频道，

最多可支持 5000 件案件一键批量上传、批量立案。系统内

嵌自行协商、社会化解、司法救济三级解纷节点，根据具

体案件向当事人推送解纷路径建议，已成功调解纠纷案件

8689 件。 

    “我自己也用‘ZHI 系统’审理了一宗图片侵权案件，

整个案件庭审时长 20 分钟，当庭宣判后 15 分钟即可向当

事人送达裁判文书。”张春和说，“ZHI 系统”的研发是实

现互联网知识产权高效保护的重要保障。 

    3D 扫描固证示证 

    一张光盘完成证物移送 

    深圳知识产权法庭庭长卞飞介绍，在专利案件中，法官

需要对证物的外观或技术特征进行详细比对才能作出判

断。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设立以后，对证物上诉移

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19 年 4 月，深圳知识产权法庭在一起外观设计案件

中，使用 3D 扫描技术对证物进行固定，并在庭审中使用。

原被告双方律师通过控制手中的平板电脑，可以随意翻

转、放大位于大屏幕上的电子烟 3D 图像。该图像为仿真的

电子烟立体图像，即便是凹槽等细节处也十分逼真。无论

是俯视、仰视还是透视的角度，使用者都可通过平板电脑

点击展示。 



    3D 扫描技术的出现，为知识产权案件解决证物存放和

展示提供了契机，对证物进行 3D 扫描，法官及双方当事人

可以直接在电脑上从各个角度查看证物的细节，极大方便

了庭审证物的展示。以后，案件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时，

证物只需移送一张光盘即可，提高了证物移送效率，降低

移送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