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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8 日上午，北京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互联网企业
正当竞争、 理性维权法律提示”
新闻通报会，通报了互联网不正
当竞争诉讼所反映的突出问题，
并发布十个涉互联网不正当竞
争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随着互联
网产业的飞速发展，互联网企业
之间的不正当竞争也愈演愈烈，
如何将互联网竞争引向真正的
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当今中国
司法面临的崭新课题。

据了解， 随着互联网经济
的快速发展， 互联网企业间在
拓展业务、提升市场关注度、吸
引投资和客户过程中产生的冲
突和纠纷不断出现。 其中，搜索
引擎竞价排名、 互联网企业间
口水战、产品兼容性问题、利用
技术手段影响他人商业模式等
四类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呈
现高发态势。 通过法院诉讼成
为评判互联网企业行为、 解决
企业间矛盾的重要途径。 在此
次一中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
互联网企业百度、金山、快播、
奇虎等均榜上有名。

毋庸置疑， 司法的介入有
利于维护行业的竞争秩序，然
而， 随着互联网行业竞争的日
趋激烈， 如何规范互联网企业
间的竞争行为、 避免司法资源
的浪费，防止某些巨头公司“公
器私用”恶意诉讼等问题，也日
益受到关注。

如今，滥用司法资源、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已经成为巨头扼

杀创业者重要手段。 这些互联网
巨头凭借自身资源优势，滥用诉
讼权利，通过不断起诉压制竞争
对手。 这样一方面可以达到公关
炒作目的，另一方面，使弱小的
一方疲于应对，造成商誉和经济
损失。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在奇
虎 360 推出搜索引擎服务之后，
多名疑似受人操纵的“网络用
户” 连续针对 360 发起恶意诉
讼。 这一系列案件在“原告无专
业技术”、“诉请请求”、“诉状内
容”、“证据准备逻辑” 等方面高
度雷同。 这些案件虽然标的金额
小，但原告的代理律师们却名头
极大，且均与某巨头公司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 对此，有法律界
人士指出，维护互联网产业的正
当竞争， 企业间必须理性维权，
如何有效遏制恶意诉讼的出现、
如何防止巨头利用其优势地位
滥用社会和司法资源，已经成为
我国法律亟待解决的问题。

伴随社会互联网化程度的
加剧，法院系统高度关注互联网
企业间的竞争与纠纷极具深意。
为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互联网企
业争端不断的混战局面，必须从
立法上限制行业垄断企业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鼓励支持
企业的创新和良性竞争；同时以
社会公众利益为出发点，保障用
户知情权和选择权，为形成公平
诚信的竞争秩序提供及时有力
的司法规范引导。

（奇虎 360）

第三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
交流会（以下简称为慈展会）将
于 9 月中下旬在深圳会展中心
举行。 展会各项交流活动已全
面启动报名， 参展单位可登录
“慈展会” 官方网站(http://cncf.
org.cn/)报名，携手参与到公益
界年度盛事中。

同时，第三届中国公益慈善
项目大赛报名工作也进入倒计
时， 报名截止到 2014年 6月 30
日 24：00， 现已进入最后 8天的

报名倒数！ 除延续往届的实施
类、创意类金银铜奖外，本届大
赛增设奖金额高达 100 万的“年
度特别奖”， 更与湖南广电联手
推出了“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
赛”优秀项目系列微电影。因“年
度特别奖”的增设，本届大赛获
奖项目奖金又成另一大亮点，总
资助金额高达 370万元！

本届慈展会还可申报参与
公益集市、社会创新之旅、展会
交流活动（发布会、 沙龙等）、

《慈善信息发布》，全方位、多层
次共同探讨公益新发展。

公益资源交流对接平台正
在搭建，在这里，优秀的公益项
目将获得推介，资助方亦能关注
到最“接地气”的公益项目。

展会活动申报及公益资源
交流对接申报将于 2014 年 7 月
20 日截止， 请公益慈善事业伙
伴登录“慈展会”官方网站报名。
咨询电话 0755-12349， 官方邮
箱 cncf@cncf.org.cn。 （老乐）

6月 16日，“慈善千人计划·
老牛学院”第一期培训第二次课
程在北京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
开课。课程由中国慈善联合会副
秘书长刘佑平主持，华民慈善基
金会理事长、华民现代慈善研究
院院长卢德之，中国慈善联合会
副会长许永光，深圳壹基金公益
基金会秘书长杨鹏等诸多业内
知名人士作为“导师”授课。 约
80 名来自公益界的人士参加了
为期 5天的培训。

“慈善千人计划·老牛学院”
为期三年， 每年举办一期培训。
第一期培训共 3 次课程，每次 5
天。中国慈善联合会与中民慈善
捐助信息中心全力打造———中
国公益慈善人才基地。“慈善千
人计划”项目是该基地的首个高
端人才培养项目，致力于培育中

国慈善行业的职业经理人。项目
开设“老牛学院”，是由老牛基金
会捐助 1000 万，播撒 1000 颗种
子，培养 1000 名行业领袖，从根
本上改变中国的慈善人才生态，
进而改变慈善行业生态和社会
生态。

学院的招生对象是公益慈
善机构的管理人员， 学院聚集
最优秀的导师为学员量身定制
课程， 调动和整合全方位的资
源。 培训紧密围绕当下我国公
益慈善行业对管理人才的能力
和素质需求制定教学内容，包
括个人发展、机构建设、资源拓
展、 创新能力提升等课程。 另
外，为提升学员实际操作能力，
培训还将为大家提供实战演习
机会，如在线筹款比赛、为慈善
政策的制定建言献策， 或给地

方性慈善活动设计方案等。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

业促进司副司长郭玉强曾表
示：“推动现代慈善事业的发
展，需要政府的推力、组织的活
力和企业的主力作用。 而现代
慈善事业的基础是慈善人才队
伍的建设，慈善千人计划·老牛
学院培训班， 就是这三种力量
相互结合的共同作用。 ”

据了解，“慈善千人计划·
老牛学院” 第一期的 80 名学
员， 均为全国知名慈善机构的
高管，其中正副理事长、正副秘
书长层级占到 40%以上。“从学
员个人到机构整体发展， 从基
础能力到创新发展能力建设，
我们提供给学员‘金字塔’型的
课程体系， 确保学员的培养质
量。 ”主办方介绍说。 （徐辉）

“慈善千人计划·老牛学院”第二次课程开课

总奖金 370万元 最高奖金 100万元

第三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报名将截止

北京一中院发布涉互联网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

司法呼吁良性竞争理性维权

� � 总部位于韩国的衣恋集团
于近日宣布， 自 2014 年 6 月起，
衣恋集团将在三年内通过中国
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 1.45 亿人
民币，用于资助全国优秀贫困高
中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该笔
善款是目前中国高中助学金资
助领域中规模最大的慈善捐款。

衣恋集团自 1994 年进入中
国市场以来，一直致力于在中国
通过教育、救援、医疗以及员工
志愿者服务这四大板块在中国
市场开展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回
馈社会、奉献爱心。截至 2014 年，
衣恋集团对中国市场捐赠的善
款已经累计达 4.59 亿人民币。此
次向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
的 1.45 亿人民币，是该集团在教
育板块慈善捐赠的又一次壮举。

在捐赠仪式上，衣恋集团副
会长朴圣敬表示：“衣恋集团一
直以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为己任，

‘分享’是我们的第一经营理念，
我们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花
钱而工作。 秉持真诚、持续和透
明的原则， 衣恋每年将利润的
10%全部用于社会奉献， 回馈中
国消费者。 而关注教育是衣恋集
团社会奉献中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 同时，衣恋集团经过多方面
考察和甄选，最终选择了中国教
育发展基金会作为合作伙伴，通
过这一中国教育发展的推动机
构，确保我们的善款逐一落实到
位。 ”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
长张保庆也在捐赠仪式上说道：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作为教育
部和财政部支持发起的全国性
公募基金会，我们的宗旨中很重
要的一点就是资助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衣恋集团
是负责任的全球性企业，发展壮
大的同时，一贯支持中国教育的
发展。 基金会将不收取任何管理
费用，善款将由基金会各省分会
直接打入学生银行储蓄卡，每位
接受资助的优秀高中生每年可
以获得 3000 元助学金， 高中三
年共计 9000 元。 预计这笔善款
将帮助近一万六千名优秀贫困
学子完成高中学业。 ”

高中是人生的关键阶段，而
受条件所限，很多社会力量都未
能在这个领域发挥作用，因此从
2011 年起，衣恋集团即以韩国衣
恋福利基金会的助学资金为基
础，集中集团的核心力量发挥优

势，开展衣恋助学金项目，专门
资助中国各地贫困优秀高中生。
自 2011 年至 2013 年， 衣恋集团
已经通过助学金形式资助 1 万
余名中国优秀的高中生完成学
业，累计捐赠 8500 万人民币。 此
次对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捐
赠，是衣恋集团在教育资助领域
的全面延续及升级。

朴圣敬还表示：“衣恋集团
慈善金惠及的每一个地方，我们

衣恋的员工都要进行探访，要亲
自与受资助的每一个对象见
面。 ”过去三年，衣恋集团韩国领
导和员工志愿者带着诚意和问
候，亲自走访了每一位受到资助
的学子。 衣恋集团还成立了衣恋
阳光班， 不定期举行主题班会，
带上笔记本、 必读书等小礼物，
与学子们分享心愿。

衣恋集团以“分享”为第一
经营理念，每年将利润的 10%用

于社会奉献，致力于成为员工社
会奉献最多的企业，捐款最多的
企业，社会公益专业知识最多的
企业和最受尊重的企业，希望在
未来成为中国甚至世界的企业
社会责任第一名。 衣恋集团“我
们是 E 家人”社会奉献除教育之
外，还集中在救援、医疗和员工
志愿服务方面。 （姜江）

衣恋集团成立于 1980 年，是
韩国最大的时装 、 流通专门企
业。 集团于 1994 年进入中国并
发展迅速，近十年卖场数量以年
均 65%增长 ，2013 年 销 售 额 达
127 亿， 在全国大部分一二线城
市 及 部 分 三 线 城 市 拥 有 超 过
7,000 家 卖 场 （数 据 统 计 截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衣恋集团以 “分享 ”为第一
经营理念，在壮大发展的同时以
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和扶助社会
文化事业为己任，始终追求价值
与感动， 渴望成为弱势群体、无
光芒的角落、需要帮助的人的好
邻居， 以诚实与纯洁的爱心，追
求卓越的工作。

创高中阶段助学金捐款最高纪录

衣恋集团 1.45 亿资助贫困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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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衣恋集团副会长朴圣敬代表衣恋集团向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捐赠 1.45 亿人民币助学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