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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党
组成员 、 副院长兼政治部主
任。 曾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
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 北京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等职务。

从1989年9月来到海淀区
法院经济庭工作起至今， 宋鱼
水成为法律工作者已经是第30
个年头。 她承办了大量涉及国
计民生的案件， 被当事人誉为
“辨法析理、 胜败皆服” 的好
法官。

宋鱼水始终坚持 “公正司
法 、 一心为民 ” 理念 。 30年
间， 她成为基层成长起来的优
秀法官代表、 新时代优秀的女
性代表， 曾经受到了习近平总
书记、 胡锦涛总书记的亲切接
见 ， 并且作为电影 《真水无
香》 的原型获得了社会各界广
泛赞誉。

公正公平 为民司法

上世纪90年代， 中国经济社
会快速转型发展， 大量农民进入
城市工作谋生， 如何保护他们的
权益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议题。

1991年， 临近春节的寒冬时
节， 刚当上法官的宋鱼水接手了
人生中的第一个案子。 原告是一
名起早贪黑给小饭馆送菜的农民
工兄弟 ， 他给饭馆送了一年的
菜， 可一直没收到菜钱。 宋鱼水
一直追查到小饭馆的现任老板，
通过公正审理， 让原告拿到了应
得的钱。

在基层法院时， 宋鱼水经常
面对这类标的很小， 但却又涉及
当事人生活的紧急案件。 每当遇
到这类案件， 她都是快速办理，
尽量使纠纷彻底了结。 她平等、
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当事人， 对弱
势群体怀抱着更多的理解、 耐心
和温暖。

有当事人给宋鱼水送了一面
写有 “辨法析理、 胜败皆服” 的
锦旗， 这句话也成为这名共和国
法官身上的鲜明 “标签”。

以“工匠精神”
助推创新发展

进入21世纪， 随着中国加入
世贸组织， 改革开放的大门逐渐
敞开， 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性愈
加凸显。 海淀区人民法院坐落在
号称 “中国硅谷” 的中关村， 新
类型案件层出不穷， 社会对法律
工作者的各项能力的要求也变得
更高。

2002年， 海淀中关村科技园
区发生了一起 “著名学者诉数字
图书馆” 的著作权侵权案。 当时
数字图书馆还是新鲜事物， 案件
的办理不仅影响双方当事人的利
益， 还事关中国数字图书馆的发
展方向。 宋鱼水和同事们认真查
阅分析了大量资料， 最终保护了
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这个案例
在当年获评 “全国十大知识产权

案件 ”， 并被 《最高法院公报 》
刊登。

在海淀区法院工作期间， 宋
鱼水带领知识产权庭的干警受理
了大量新型、 疑难的知识产权案
件 ， 并且在国内首次将诉讼禁
令、 部分判决等措施引入到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中， 为全国第一家
国家级高新技术区———中关村科
技园区的营商环境建设付出了艰
辛努力。

走上国际舞台
为知识产权保护立言

进入新时代， 宋鱼水和同事

们继续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
求， 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力
度， 进一步提升中国知识产权司
法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

在北京市第三中院， 宋鱼水
牵头审理了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
“琼瑶诉于正侵害著作权纠纷
案”， 助力了国内影视行业健康
发展。

2014年11月6日 ， 北京知识
产权法院成立， 这也是全国首家
知识产权审判专业机构。 自建院
至2018年12月31日， 该院共受理
涉外案件13147件 ， 占全院收案
量的两成多， 从涉及的国家和地
区来看， 共涉及五大洲68个国家

的当事人 。 宋鱼水和她的 “同
仁 ” 们在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
上， 发出了中国法官的声音， 也
表达了中国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
决心。

今年2月， 宋鱼水担任审判
长的7人合议庭， 刚刚收到外方
当事人赠送的锦旗。 这是一起涉
及申请宣告专利无效的案件， 外
方当事人是著名的化工企业， 也
是全球知名的LED生产商， 判决
维持了涉案专利的有效性。 外方
当事人表示， 判决不仅关乎他们
公司的运营， 更影响全球LED行
业的技术发展， 展现了中国法院
的司法公正。

在宋鱼水和同事们的努力
下，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愈发成为
国内外知识产权诉讼的 “优选
地”， 最高法院领导也多次提到，
北京知产法院已经成为中国司法
的重要窗口和亮丽名片。

用自身形象
传播法治意识

作为全国法院系统的重大典
型， 宋鱼水坚持辨法析理， 将法
庭作为 “法治公开课堂”。 同时，
还将传播法治声音， 提高公众法
治意识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 她
参加的 “宋鱼水先进事迹报告
团” 在全国开展巡回报告， 受教
育党员、 群众达6万余人。

在依法治国的时代潮流中，
宋鱼水先后当选中共十七大、 十
八大、 十九大代表， 第十一届全
国人大代表 ， 全国妇联副主席
（兼）， 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
员， 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中
国青年五四奖章、 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 全国 “三八” 红旗手、 全
国模范法官等10余项国家级及省
部级荣誉。

“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
是以善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对违
法行为的惩处， 也是希望把违法
的人变成守法的人、 善良的人，
这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 。”
这是宋鱼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
一段朴实的表达， 也是这位 “人
民好法官” 30年职业生涯最好的
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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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莹

让中关村创业服务改革跑出“加速度”

宋鱼水：“辨法析理 胜败皆服”的法官奋奋斗斗者者美美美美美
最最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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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 中关村管委会创
业服务处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
政策先行先试为使命， 以解决好
创新创业主体最关心、 最直接、
最迫切的问题为出发点， 着力构
建创业服务体系， 优化创新创业
生态， 促进各类创新要素深度融
合 ， 促进科创企业逐步成长壮
大， 为创新创业主体带来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

近年来， 中关村管委会创业
服务处累计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 2000余家 ， 独角兽企业 40余
家 ， 上市企业 （含新三板） 200
多家。

针对初创期企业特点， 开展
金种子企业培育工程， 为金种子
企业配备创业导师， 定期组织辅
导课程， 对企业创始人、 创新成
果、 品牌等进行宣传， 近年来共
培育了旷视科技、 驭势科技等为
代表的970家具备创新能力、 高

成长的金种子企业。 建立了500
余名创业导师队伍； 与超过60家
知名创业投资机构合作； 推动多
家银行推出了针对小微企业的金
融产品； 形成了针对初创企业的

培育、 贷款、 投资一条龙服务。
支持科技型小微企业加大研发力
度， 2018年有1488家企业获得了
资金支持， 有效缓解了企业研发
人员人工成本上升、 自主研发资

金短缺等问题。
幻视互动 （北京） 科技有限

公司创始人表示 ， 在企业初创
期， 专项经费的补助和支持， 切
中了难处和痛点， 使企业能够更
加专注地聚焦核心技术开发和产
品化过程。

近年来， 中关村管委会创业
服务处持续支持了247家创业孵
化机构， 在孵企业超2万家， 累
计孵化毕业企业1.5万家。

针对初创企业需求多样化的
情况， 支持各类创新创业主体在
中关村示范区建设市场化、 专业
化、 国际化的孵化机构， 培育出
了一大批知名创新型孵化器， 科
技部火炬中心将此类机构纳入国
家孵化器管理体系， 成为 “众创
空间” 原型。 多家孵化器负责人
表示， 中关村的持续支持使他们
在从事科技企业孵化时 “敢于投
入、 敢于付出、 更有底气”， 解

决了开展精细化服务、 专业设备
购置、 聘用技术人才、 链接市场
资源等问题。 支持建立中关村创
业生态促进会， 形成各类孵化机
构资源互补、 信息共享的全要素
孵化网络。

中关村管委会创业服务处通
过支持技术转移服务机构、 创新
型孵化器 、 硬科技孵化器等发
展， 促进技术、 人才、 资本、 专
业服务等各类要素 “无缝链接”，
形成涵盖成果转化、 项目孵化、
落地服务等的科创企业全链条培
育体系。 从服务创新创业者角度
出发， 简化申报流程手续， 优化
需要提交的材料， 建立线上申报
平台， 让 “信息多跑路， 企业少
跑腿”， 使得中关村创业服务改
革跑出新的 “加速度”。

数据显示， 2018年， 中关村
示范区每天新设立科技企业突破
90家， 比5年前翻一番。

个人事迹介绍：

宋鱼水

———记中关村管委会创业服务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