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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版权服务方式 激发
创新创造活力

“这件瓷器的设计太有创意了，900
元我买了。”8 月 13 日，在景德镇陶溪川
文创街区，“景漂”李小兵的摊位前客流
不断。看见自己精心设计的产品备受游
客青睐，李小兵脸上写满了喜悦。

“是贴心的版权服务，激发起我的创
意设计热情。”李小兵告诉记者，2018年，
他耗时数月设计创作了一件陶瓷钟表作
品。因为担心被仿冒，便申请了专利，但
直到2019年6月，专利证书才拿到手，因
此耽误了作品上市的最佳时间。就在李
小兵为此扼腕叹息之际，景德镇陶瓷版
权服务站落户陶溪川。申请版权登记可
以享受免费政策，一般一个星期之内就
能拿到登记证书，这样的好事让李小兵
精神为之一振。后来，激情勃发的李小
兵接连创作设计了近 40件陶瓷作品，在
快速进行版权登记后，全部第一时间推
向市场。

由景德镇陶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陶邑公司）投资打造的陶溪
川，是江西省首批“双创”示范基地之
一。陶溪川创客每年推出的新品堪称海
量。如何保护并激发创客群体的创新热
情？2019 年，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旅游局联手陶邑公司成立景德镇陶瓷
版权服务站，并由陶邑公司组织人员负
责日常运行。陶溪川有关负责人郑晓卿
告诉记者，针对创客创新能力强、新品上
市快的特点，2020年，省市版权部门又创
新性地开通版权服务绿色通道，特设陶

溪川创客版权申报窗口，并明确由陶溪
川邑空间管委会负责初审和版权证发
放，对版权服务进行再提速。

不出陶溪川就能拿到版权证，贴心
的服务、惠民的政策，令陶溪川创客的创
新激情与申请版权登记的热情井喷式爆
发。2020 年，陶溪川完成新登记版权
6501 件，超过全省当年版权新登记总量
的四分之一。郑晓卿说：“良好的创新创
造氛围，为陶溪川的发展孕育了新动能。
近年来，陶溪川集聚国内外创客1.8万名，
孵化创业实体2000多家，带动就业6万余
人，每年吸引消费群体200多万人次。”

创新体制机制 持续优化
版权生态

“以前，维权是一件比较艰难的事，
现在版权证书给了我们捍卫自己权益的
底气。”2021 年 2 月，“景漂”杨立前精心
设计了一款名叫“世纪杯”的陶瓷产品，
在进行版权登记并投产上市后，298元一
只的“世纪杯”，短时间内就销售了上万
只，带动了近 30 名工人就业。不久，杨
立前发现“世纪杯”被人侵权仿冒了。这
一次，他没有沉默，第一时间联系到侵权
者，并将“世纪杯”版权证书的照片通过
微信发给了对方。侵权者随即将仿冒产
品下架、销毁，并向他赔礼道歉。杨立前
说：“有了版权保护，我在景德镇创业更
有信心了，真的非常感谢这座城市！”

在景德镇，还有许多人与杨立前有
着类似经历。他们的美好感觉，来自景
德镇版权服务与保护双管齐下对侵权行
为形成的遏制与震慑。记者了解到，近

年来，景德镇还在各县（市、区）设立了近
10 个版权服务站，不断夯实壮大版权服
务队伍，贴近基层为企业和著作权人提
供版权宣传、咨询、登记等一系列服务。
与此同时，设立景德镇市知识产权法庭，
组建成立了景德镇市陶瓷快速维权中
心，在一批陶瓷创意型企业设立了专门
的版权保护工作站，建立了文化执法、公
安、法院等部门间的快速联动机制，逐步
构建起以司法保护为主导、行政保护为
支撑的版权保护大格局。

体制机制创新完善，是不断优化版
权生态的“利器”。景德镇市文化市场综
合执法支队副支队长胡建明告诉记者，
2020年，针对版权案件逐年增多，司法资
源相对紧张等状况，景德镇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与珠山区法院碰撞出

“火花”，双方联手建立版权争议诉调对
接机制，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
发挥专业优势组建调解团队，以中立第
三方身份主持调解珠山区法院管辖范围
内的版权案件，调解结果经法院备案后
产生法律效力，成功将大量案件通过诉
讼外调解机制予以分流化解。胡建明
说：“通过机制创新，不仅节约了司法资
源，强化了版权治理，而且第一时间维护
了被侵权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提振了
企业和个人的创新动力，助推了陶瓷产
业健康发展。”

再担重要使命 建设国家
级版权交易中心

秋雨过后的珠山区三宝国际瓷谷，
远山如黛、云雾缭绕。以打造中国陶瓷

设计中心为己任的洛客设计谷，就落户
在这里。“设计谷即将迎来 700 多位来自
世界各地的设计师，致力于以‘互联网+
工业设计’的形式，助推陶瓷等与设计
大融合。”洛客设计谷有关负责人邓玉
龙说，“设计师们将会带来大量的设计
成果，我们不仅迫切需要贴心的版权服
务与有力的版权保护，更需要一个权威
的版权交易平台，以便让设计成果快速
变现。”

奋进中的景德镇，是一座充满希
望的城市。邓玉龙的期盼，将很快变
成美好现实。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近
日，国家版权局正式批复同意设立景
德镇国家陶瓷版权交易中心。国家版
权局希望景德镇以建设国家陶瓷版权
交易中心为契机，强化版权创造、保护
和运用，优化陶瓷产业版权生态，推动
陶瓷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我国做好版权
工作探新路。

据介绍，景德镇市将按照构建区域
版权综合服务平台和打造以交易为核
心的版权服务体系的思路，力争将交
易中心建设成为覆盖全省、辐射全国、
面向世界的知名陶瓷版权交易市场。
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副
局长洪唯真表示，景德镇将设立面向全
国的版权质押与融资平台、区块链与大
数据平台等功能平台，为全国的陶瓷
企业和个人提供版权登记、交易、质
押、融资等系列特色服务，不断激发陶
瓷版权的强大活力，力争为景德镇国
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和我
国陶瓷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千年瓷都盛开“版权花”
——景德镇陶瓷版权保护之路初探

本报记者 王景萍 文/图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远长独创的
“哈哈罗汉”被仿制、知名教授宁钢为上
海APEC会议创作的“岁岁平安”等作品
被侵权、海畅法蓝瓷公司研发的陶瓷新
品屡屡被盗版……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
来，肆意蔓延的陶瓷知识产权侵权现象，
曾一度影响景德镇陶瓷产业的创新创造
和健康发展。为改变这一现象，近年来，
景德镇市在创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的过
程中，以陶瓷文化版权保护为突破口，大
力创新版权保护方式方法，成功保护并
激发了大众的创业创新热情，有力推动
了陶瓷文创产业的蓬勃发展。

近日，全国第一家面向特定行业的
国家级版权交易中心——景德镇国家陶
瓷版权交易中心正式获批。千年瓷都再
次肩负起为我国陶瓷产业高质量发展勇
探新路的使命。

暑期临近尾声，骄阳下孩子们运动
热度不减——链枪操、腰鼓、踢足球、打
篮球，挥汗如雨、不亦乐乎……即使在假
期，体育锻炼也不“断线”，这是瑞金市深
入推广体教融合的缩影。

兴趣来了，就不怕困难

今年11岁的陈昊宇是瑞金市足球队
（小学）的一员。这个暑假，他几乎每天傍
晚都要与足球队的小球员们一起集训。

“一个夏天的训练，儿子虽然晒黑了
不少，但身体更结实了。”陈昊宇的母亲
黄炳媚说，自从儿子参加足球训练后就
像是变了个人，性格更开朗、学习也更积
极主动。

孩子的改变，源于瑞金市的一次尝
试。今年2月，瑞金在推广校园足球的基
础上，遴选出 12 所学校作为足球试点
校。陈昊宇所在的瑞金市井冈山小学就
是其中之一。

“尽管训练中受过伤，比赛时输过
球，但是这些困难都难不倒我。”陈昊宇
说，现在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足球，一定会
坚持踢下去。

为完善校园足球教学和竞赛体系，
瑞金市引进专业足球训练团队，为每所
试点学校外聘1名专职足球教练，指导日
常教学和梯队选拔，让足球运动成为学
校阳光体育活动的重要内容。

怪圈破了，就不怕抢人

今年9月将是九年级学生的谢思婷，
这个暑假没有参加一个培训班，取而代
之的是每天固定1小时锻炼。谢思婷说，
作为学校女篮队的主力队员，这个夏天
着重提高了自己的耐力。

注重体育运动，是否会挤占文化课
学习时间？在瑞金市思源实验学校全面
推行体教融合之初，不少学生家长表示
担忧。思源实验学校校长张志明表示，
体育课和文化课并非此消彼长。

“我们在每个年级开展体能测试，开
设 10 余个兴趣小组，充分满足学生的个
性化需求。”张志明说。

“一味注重学习成绩，忽视孩子们身
心健康成长，是过去想法中的‘怪圈’。”张志明说，让孩子
们暂时离开沉闷的教室，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这才是“磨
刀不误砍柴工”。

为缓解部分学校体育课老师不足造成体育课开不齐、
上不好等情况，瑞金市教科体局鼓励文化课老师组织、管理
部分体育项目兴趣小组，充分激发学校共同参与的积极性。

方向对了，就不怕路远

暑假期间，瑞金市井冈山小学体育教师钟小菲带着学
生们练习链枪操间隙，播放瑞金市校园体育主题曲《动起
来》。学生们下意识地跟着哼唱：“手中的游戏也需要透一
透气，青春才要去挥汗如雨……”

钟小菲已在这所小学工作10余年，他结合当地民间歌
舞“链枪舞”开发出“链枪操”体育教学案例，曾入选教育部
体卫艺司评选的“最佳课外体育活动案例”。

“以前做体育老师感觉‘孤立无援’，如今作为体育老
师存在感越来越强。”钟小菲说，只有学校重视、家长鼓励、
孩子们乐意的情况下，才能真正走上正确的方向。

为推动体教融合常态化、长效化，2020年 6月，瑞金市
委、市政府制定下发《瑞金市深化体教融合工作实施方
案》，重点提出完善地方性体育联赛体系、拓展体育出众的
学生的升学途径。

以足球为例，瑞金一方面将继续丰富班级、校级、市级
“三级”联赛活动；另一方面，市属重点高中实施足球特长生
招生计划，目前瑞金一中已招收第一批6名足球特长生，并
与福建师范大学、赣州师范大学等高校建立联合培养机制。

“我们深知开展体教融合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下一步
我们将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提高学校体育设施条件，进一
步激发家庭、学校、社会的积极性，让孩子们能‘天天锻炼、
健康成长、终身受益’。”瑞金市委书记吴建平说。

（新华社南昌8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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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位于抚州市东乡区杨桥殿镇的雅中-江西±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鄱阳湖换流站，来自西部的清洁水电
能源，在此经过直流电向交流电转变，输送到千家万户。截至当日，鄱阳湖换流站已安全运行54天，累计为我省输送48.5亿
千瓦时清洁水电，保障了夏季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清洁水电入万家

生产忙

近日，位于信丰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安瑞时装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加工外贸服装。
截至今年，该县外贸企业达60家，上半年实现外贸出
口11.57亿元。 通讯员 李 健摄

近日，萍乡市湘东区工业园江西盛润电子有限公
司车间内，工人们正抓紧生产电子显示屏产品。近年
来，湘东区通过优化营商环境、落细落实惠企举措，吸
引一批科技企业落户。 通讯员 彭 亮摄

设计新颖的陶瓷创意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