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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价格

1993-1991 8500-10000

1990-1988 11000-12000

1987-1985 13500-15300

1984-1980 17000-19000

1979-1977 18500-20000

1976-1953 价格面议

年份 价格

2018-2012 1550-2000
2011-2009 2100-2350
2008-2006 2700-3100

2005-2003 3200-3600

2002-2000 3800-4400

1999-1997 4800-5200

1996-1994 6200-8000

北京老酒收藏馆

地址：桂林市象山区上海路安新小区 138 栋（原维也纳酒店）天泰酒店 3 楼 302 室
公交：6 路、9 路、16 路、23 路、85 路、97 路、100 路、K2 路、98 路到安新小区下车向东
50 米天桥边

广告

为了方便市民，全市远近都可以上门收购和交流
亲自前往酒店的，报销车费结账现金或转账即可

活动时间：2019 年 7 月 30 日-8 月 3 日（全天无休）

面向社会征集 53 度 2018-1950 年茅台、五粮液、洋酒、虎骨酒、2000 年
以前 53 度董酒、剑南春、郎酒、西凤、文君、各种老酒、冬虫夏草、桂林老三花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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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拍摄的风景照片莫名出现在某
公司经营的网站页面上，而自己却毫不
知情，一怒之下，作者将对方告上法
庭。日前，叠彩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
擅自使用他人摄影作品引发的著作权侵
权纠纷案，判令该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
为，赔偿原作者经济损失 1500 元。

摄影作品被擅用

作者起诉侵权方
卢凯（化名）是一位专职摄影师，

在风景摄影方面有一定造诣，其摄影作
品多次在摄影大赛中获奖。 2018 年上
半年，他发现位于瓦窑的某公司在其经
营的网站页面上，出现了一幅自己于
2011 年创作的摄影作品。而此照片，
他已于 2013 年 12 月向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版权局申请了著作权登记，取得
了《作品登记证书》。

卢凯认为，该公司在未征得他的同
意的情况下，在网站使用涉案作品用于
盈利，已侵害了他对涉案摄影作品所享
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一气之下，卢凯
将该公司诉至叠彩法院，要求该公司立
即停止侵权行为，在全国范围内公开赔
礼道歉，同时赔偿经济损失 7000 元并
承担他为制止侵权行为而支付的律师费
3000元。

庭审中，被告公司对原告主张的摄
影作品归属无异议，但辩称，被控侵权
图片系被告从互联网上下载，下载时网
页未提示有版权声明，被告没有侵权的
主观恶意，并且网站已于 2018 年 6 月
份关闭，停止运营，涉案被控侵权图片
仅起到美化作用，公司并未将该图片用
于营利。

法院判被告侵权
经过双方举证，法院认定，经比

对，被告网站上发布的图片与原告主张
权利的编号名称内的涉案摄影作品在内
容、构图、拍摄角度等方面无实质性差
别。根据《作品登记证书》记载，上述
作品的作者及著作权人均为原告卢凯，
其对该幅摄影作品依法享有著作权。

而根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
款第十二项的规定，著作权人享有对
其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信息网络
传播权是指，著作权人通过互联网或
其他有线或者无线的信息传输网络向
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
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被告在其经营的网站上，未经原告许
可，擅自上传、发布与原告编号名称
内构成实质性相似的图片，亦未向原
告支付报酬，其行为侵害了原告对该
幅摄影作品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
权，依法应承担侵权责任。

其次，被告辩称其网站上使用的
图片系从互联网上转载，转载时该网
站上未注明版权所有等信息，且被告
并未将涉案图片直接用作经营营利，
故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侵权。法院认
为，任何公民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
益，这是法律规定的基本义务，除非
法律有明文规定，并不需要权利主体
对其享有某种权利作出特别提示、说
明；另外，不论权利客体系由权利人
或他人实际占有，其他公民均负有不
得侵犯的义务。故被告随意从互联网
上转载、使用涉案图片，未经权利人
许可，亦未支付相应报酬，其未提供
证据证明其使用的涉案图片来源合
法，构成著作权侵权。被告的抗辩理
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本案中，原告对其因被告侵权所
造成的损失及被告获利均未提供证据
证实，法院对原告的实际损失或被告
的违法所得均难以确定。鉴于被告使
用涉案图片系用于文章配图，侵权程
度有限；而涉案摄影作品内容为城市
建筑，其创作难度及艺术水准相对不
高，综合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
因素，法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赔偿
其经济损失 7000 元，数额过高，法
院予以酌情确定支持。

综上，法院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侵
害原告卢凯享有著作权的摄影作品的
行为，同时赔偿原告包括律师费在内
的经济损失共计 1500 元，驳回原告
的其他诉讼请求。

记者蒋璇 通讯员廖俊凯 曾臻

本报讯（记者秦丽云）“感谢大家的
帮助，让我们渡难关！” 7 月 29 日下
午，家住象山区东安路的市民杨雪群女士
接过爱心人士送来的善款，连声道谢。

4 月 25 日，晚报 6 版曾刊登了《热
心人伸手援助 小女孩知恩图报》一文，
报道了杨雪群女士家庭屡遭变故，为帮助
这一家走出困境，热心人接力出手相助的
事。 6 月 18 日，晚报 6 版又刊登了《懂
事女孩高考后为救母找兼职 热心人再伸
援手相助》一文，报道了杨雪群的女儿小
彭高考后积极寻找兼职为妈妈解忧的事。
近一个月以来，爱心志愿者们一直在关注
着杨雪群女士一家的动态，并通过各种渠
道筹集善款，助力母女俩渡难关。

7 月 29 日下午，桂林好善助残联合
会的理事长吴永灏与桂林江苏商会的爱心
代表，把筹集到的 16200 元善款全部交
到了杨雪群女士手中。吴永灏告诉记者，

高考过后，该联合会就与桂林江苏商会
一起，专门为杨雪群一家发起了爱心募
捐倡议，以期解决杨女士的手术治疗费
用，及小彭的大学入学费用。近一个月
以来，不少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纷纷向
杨雪群一家伸出援手、奉献爱心。除了
筹集到 16200 元善款，桂林江苏商会
的爱心人士孟先生，已答应出资解决小
彭大学入学的学费，并将持续为其提供
学习费用方面的资助。

小彭告诉记者，高考后至今，她一
直在桂林的一家餐饮机构做暑期兼职
工。目前，她已被一所二本院校录取。
此外，近来妈妈的身体状况还不错，在
进行相关治疗的同时也在为换肾方面的
大手术做着前期准备。小彭还说，她将
带着爱心人士给予的暖心资助，勇敢地
陪妈妈战胜病魔，并坚强地走下去。

擅自使用他人摄影作品

一公司被判侵权 赔偿1500元

■《热心人伸手援助 小女孩知恩图报》后续

爱心源源不断

女孩的学费有着落了

携带管制刀具进站
男子被拘五天

本报讯（通讯员邓昕 记者莫俊）
29 日上午，一男子在桂林站过安检时
被拦了下来，原因是他在行李内夹带了
一把刀。记者从柳州铁路公安处桂林派
出所了解到，该男子因非法携带管制刀
具，现已被行政拘留。

29日9时30分许，桂林站候车室安
检员在安检时，发现一名旅客携带的单
肩包内有疑似刀具的物品，于是立即上
前拦住该名旅客，并通知桂林站派出所
民警到场处理。经民警核实，该男子姓
闭，涉嫌非法携带管制刀具进入公共场
所。

经查，该刀具是闭某于今年 3 月

在柳州市鱼峰区的地摊上花费 20 块钱
购买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安
机关依法对闭某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
处罚，并收缴其携带的管制刀具一
把。

铁路民警提醒，旅客在选择乘坐
火车出行时，禁止携带匕首、三棱
刀、带有自锁装置的弹簧刀以及其他
类似的单刃、双刃刀等管制刀具。对
于无法确定铁路进站乘车是否允许携
带的物品，可以通过拨打 12306 铁路
客服电话等途径进行咨询，切记不要
抱有侥幸心理。

男子正在接受警方
调查。

男子非法携带的管
制刀具。

（桂林站派出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