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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抢注他人商标

湟中县某饮用水有限公司在2011
年8月拟成立生产销售纯净水的企业，
经青海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审核颁发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湟中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核准使用企业名称后，于 2011
年 9 月 6 日获得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经营范围为饮料（桶装饮用水类）。

在生产经营期间其销售的桶装水
以图形加文字字母组合图案作为其企
业标识和桶装饮用水商标使用。

同时，为扩大企业和商品的知名
度，湟中县某饮用水有限公司通过冠
名等形式，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后，该
企业和商品在相关区域内成为了公众
知晓、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

2012 年 4 月 20 日，另一家企业向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申请注
册文字加字母组合商标,并于2013年7
月 21 日获得了商标注册证，核定使用
商品范围为啤酒、水、矿泉水、纯净水
等，有效期为 2013 年 7 月 21 日至 2023
年 7 月 20 日，但该企业取得注册商标
后并未实际使用该商标。

2014 年 1 月 8 日该企业以湟中县
某饮用水有限公司未经许可在同一种
商品上使用商标，侵犯了注册商标使
用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湟中县某饮用水有限公司停止侵权并
赔偿经济损失40万元。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原告注册的商标与
被告已使用的文字字母组合商标相
同，故应认定原告注册商标与诉争商
标为相同商标，但是原、被告均属销售
桶装饮用水的经营者，同在西宁市范
围内经营，销售范围一致，经营商品相
同，属于同一区域、同一行业存在同业
市场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原告应当知
道被告湟中县某饮用水有限公司在同
一经营商品上已在先使用商标的事
实，而原告却以相同商标向商标主管
行政部门申请注册，这种行为存在有
意干扰被告已在先使用商标的主观故
意，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违反了民法
通则诚实信用的原则，属于以不正当
手段抢注他人商标的行为，依法驳回
了诉讼请求。

5侵害知名赛事专有权

北京某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世界旅游小姐国际赛事管理有限公

司授权，自 2010 年以来在国内连续举
办了多场冠名为“世界旅游小姐”的赛
事活动。

西宁某公司为了“搭便车”，利用
北京某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已经建
立的“世界旅游小姐”赛事的良好商业
信誉和该品牌的知名效应，擅自使用

“世界旅游小姐大赛”的名称组织赛
事，而且存在虚构赛事历史和政府部
门支持等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
为，给社会公众造成了混淆和误解，损
害了北京某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
合法权益。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西宁某公司的行为已构成引人误解的
虚假宣传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就
此双方达成协议，化解了纠纷。

6网售仿冒气雾剂

江西某药业有限公司承接和生产
的“人初油”系列产品有 20 年历史，在
全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2014年7月，江西某药业有限公司
发现西宁的胡某在阿里巴巴网站上大
肆低价销售仿冒的“人初油”气雾剂，
出售价格只有真品售价的三分之一。
江西某药业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进行
证据保全公证后，向阿里巴巴网站投
诉胡某的“某商贸公司”侵犯了商标专
用权，网站查阅相关注册信息后回函，
并删除过这家商贸公司的信息，但过
了一段时间，江西某药业有限公司发
现胡某的“某商贸公司”又出现在网
上，故诉至法院，认为胡某无视网上销
售侵权产品的行为，扰乱了江西某药
业有限公司良好的商业信誉，侵犯了
合法权益。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胡某的“某商贸公司”在网上销售“人
初油”气雾剂是事实，该气雾剂使用
的“人初油”注册商标及包装材料、颜
色、规格、剂量、作用与原告江西某药
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人初油”气雾剂
相同。3庭审中胡某也没有拿出许可
生产销售的证据，也不能证明销售商
品的来源合法，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
同类商品上使用原告的“人初油”注
册商标标识属假冒注册商标，侵犯了
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最终，法院
判决被告胡某立即停止销售侵权商品
并删除销售侵权商品的信息，并赔偿
原告江西某药业有限公司经济损失
30000元。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发布6起典型知识产权案
■ 本报记者 郭佳 实习生祁瑛

包装盒外观设计专利相近似；注册
商标专用权被冒用；未注册商标被他人
先用……一件件、一桩桩侵犯知识产权
商品往往让消费者容易混淆、分辨不
清。

昨日是第 18 个“世界知识产权
日”，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
发布了近年来审理的侵犯知识产权的
典型案件。

1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
2004年7月5日，青海互助某

青稞酒业有限公司在海东市互助
土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
登记成立，主要经营范围为青稞
酒系列酿造、销售。2013年，该公
司拥有了酒盒的外观设计专利，
授权期限自 2013 年 12 月 18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7 日。青海互助某
青稞酒业有限公司将该外观设计
专利适用于其生产的“国际装”青
稞白酒的外盒包装。

2011 年 12 月 5 日，互助县青
稞某酒业有限公司在海东市互助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其
经营范围为白酒生产、包装、销
售。2014 年，该公司拥有了“原
浆”酒盒的外观设计专利，并且该
项专利授权让其长期使用。

2014 年 3 月 28 日，青海互助
某青稞酒业有限公司以被告互助
县青稞某酒业有限公司伪造、仿
冒其青稞酒外包装为由向互助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诉，经该局调
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在5
月13日之前将投放市场的产品全
部下架。2015年1月8日，青海互
助某青稞酒业有限公司以被告未
按调解协议内容将投放市场的产
品全部下架，被告产品的外包装
构成对其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侵权
为由诉至法院，请求立即停止侵
权并赔偿损失100万元。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被告互助县青稞某酒业有限
公司使用的“原浆”酒盒整体的颜
色、突起的亮银色菱形重叠图案
及其下面的银色竖线装饰条、盒
下部银色字体、包装盒侧面的产
品介绍字体的颜色、图案、位置、
布局，在视觉、美感上与原告的

“国际装”青稞白酒的外观设计专
利相近似，足以使一般消费者产
生混淆。依据保护在先专利的基
本原则，被告使用的“原浆”酒盒
外观设计侵犯了原告在先取得的
外观设计专利权，构成侵权，被告
辩称其使用的是自己的外观设计
专利，不构成侵权的理由无法律
依据。鉴于被告侵权的主观过错
较小，根据被告主观过错大小、侵
权行为持续的时间长短以及原告
因制止侵权支出的相关费用，最
终依法作出由被告赔偿原告侵权
损失及维权费用。

原广东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是从事家用电器、电机、通信设备
及其零配件生产、制造和销售的国
内知名企业。该公司生产及授权
生产的使用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系
列家电产品，在市场上具有极高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

2016年6月，原广东某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发现，西宁某经销部在
某市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集成
吊顶浴霸，随即向西宁市城北区食
品药品和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要
求立即停止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6 月 7 日，执法人员进行执
法检查时，对西宁某经销部经营的
集成吊顶浴霸进行现场查处，查获

17 台外包装、面板上印有“商标”
字样的集成吊顶浴霸，销售价格总
计约为 12600 元。执法人员当场
对上述产品进行了扣押处理。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被告西宁某经销部存在销售标
有假冒注册商标的集成吊顶浴霸
的行为，被告未经授权在集成吊顶
浴霸上使用与涉案注册商标相似
的商标标识，属于假冒他人注册商
标的商品，其行为侵犯了原告的注
册商标专用权，被告除停止侵权行
为以外，需赔偿原告原广东某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制止侵
权的费用。

厦 门 某 光 学 有 限 公 司 是
“MOLSION”商标的商标专用权人，
该公司生产的“MOLSION”眼镜以
优良的品质得到社会认可，拥有广
泛的用户基础和消费群体。2015
年，厦门某光学有限公司市场调研
人员在调查时发现，西宁某眼镜店
销售的太阳镜的商标与原告享有
专用权的“MOLSION”注册商标类
似。

2015 年 10 月 31 日，该公司找
到公证人员和委托代理人来到位
于西宁市某地下商业街的眼镜店，
通过调查认定，最终该公司诉至法

院。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被告西宁某眼镜店销售的眼镜
上“MOISSN”标识与原告享有专
用权的“MOLSION”商标相比较，
商标在文字字形、读音等方面较为
相似，让消费者容易造成混淆和误
认 ，因 此 涉 案 眼 镜 架 上 标 示

“MOISSN”的行为构成对原告公
司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
要求西宁市某眼镜店立即停止销
售侵犯原告“MOLSION”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商品，并赔偿原告经济损
失和为制止侵权支付的合理费用。

2销售假冒浴霸

3MOLSION变MOIS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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