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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第 6 条第 1 款第 1 项规定，经

营者不得实施“擅自使用与他人有

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

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的混淆行

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

他人存在特定联系。

李晓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不正当竞争法》第 6 条第 1 款第 1
项规定，经营者不得实施“擅自使

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

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

识”的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

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 3 条规定：由经

营者营业场所的装饰、营业用具的

式样、营业人员的服饰等构成的具

有独特风格的整体营业形象，可以

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5 条第

（2）项规定的“装潢”。

今年 4月 23日，广东省广州市

天河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宣判了“椰

妹”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

法院将被控侵权标识与原告

注册商标进行比对，鉴于二者的

主要识别部分即文字部分存在较

大区别，两者的整体视觉效果也

有一定区别，相关公众施以一般

注意力可予以区分，不会对商品

来源产生误认，故认定二者不构

成近似。

至于不正当竞争部分，法院认

为，原告对“椰妹”餐厅特色装潢的

设计和宣传有相当的投入，反映了

原告的品牌形象及文化，意在使消

费者产生印象，从而起到为其带来

竞争优势的作用。

被告广州椰某公司在内容和

表现形式上大量抄袭原告装潢，虽

不是所有细节均完全照搬，但其相

似度已足以造成消费者误认。

因此，被告广州椰某公司主观

上具有“搭便车”的意图，构成擅自

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装潢相

同 或 者 近 似 的 标 识 的 不 正 当 竞

争。法院判令广州椰某公司立即

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停止使用与

柳州椰妹餐厅相同或近似的装潢，

赔偿柳州椰妹餐厅 20万元。

从相关法律的规定和上述判

决来看，如果店铺装修遭抄袭，起

诉对方不正当竞争是有可能获得

法院支持的。

据《上海法治报》

店铺装修抄袭是否侵权？
据“界面新闻”报道，7 月

18日，火锅品牌火凤祥在浙江

省宁波市开出首店，掌柜不是

哪位不知名餐饮老板，而是当

今响当当的明星——郑恺。

火凤祥一出生就衔着金汤

匙，不仅有明星老板站台，而且

凭借郑恺背后的资源、人脉，火

锅店还没开业，微博上就有数

10名明星拍出短视频进行倒

计时，张国立、林峰等大腕儿悉

数在列。

本来一片红红火火，但没

想到，当天晚上一盆冷水就兜

头浇下来——吼堂老火锅约晚

上9点发文称火凤祥抄袭。

第二天，这条新闻登上微

博热搜，将事件推向高潮。

吼堂老火锅于 2019年 12

月在四川省成都市开业，以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国街市风

格搭配红蓝的背景色调，颇具

老成都特色。此前为了做出满

意的空间效果，据品牌方称其

设计稿前后大改了3次，耗费

了接近3个月时间，空间和品

牌设计费用高达几十万元。

目前这家店在成都已小有

名气，长期排在大众点评火锅

热门榜单前列。

在发给郑恺的那封公开信

中，吼堂老火锅将两家门店内

部实景照片做了一番比对。

吼堂称，火凤祥无论在门

店整体装修、招牌，还是档口设

计、小型菜场等细节上，都与吼

堂有较高相似度；甚至在火凤

祥的对外宣传手册中，也使用

了吼堂的店内实景照片。

吼堂老火锅在官方公众号

发布的那篇公开信，阅读量早

就超过了10万，而在吼堂的微

博，其相关内容下的评论量也

一路暴涨，数量直奔5万，其中

大多数人都对吼堂表达了支

持。

7月 19 日下午 5点半，火

凤祥的官微回应姗姗而来。“掌

柜”郑恺随后转发了这条微博，

并配文：如有侵权，立即整改，

绝不姑息。

“郑恺火锅店抄袭”近日上了微博热搜。此事由吼堂老火锅公开发文指责而引发，称郑恺在宁波新开业的火凤

祥鲜货火锅店的装修涉嫌抄袭吼堂老火锅，设计风格、装修细节、软装及产品装盘都和吼堂老火锅“几乎一模一样”。

随后郑恺通过微博对此作出回应：如有侵权，立即整改，绝不姑息。

那么，店铺装修抄袭涉及哪些法律问题呢？

新闻链接

郑恺开店被指抄袭
回应“如有侵权立即整改”

说法一

说法二

店铺的整体装修设计和一幅画、

一个商品包装不同，它是由大量独立

具有知识产权的元素综合而成的。

潘轶：无论哪个领域的抄袭都

是不道德的行为，这是毋庸置疑

的。而从抄袭的领域、形式和对象

来看，主要涉及的是知识产权。

店铺的整体装修设计和一幅画、

一个商品包装不同，它是由大量独立

具有知识产权的元素综合而成的，但

综合的后果就是店铺装修这一整体

获得知识产权保护相对比较难。

因此在实践中，商业企业尤其

是餐饮企业，往往会通过对独立元

素申请专利或者进行著作权登记的

方式，保护自身的权益。

此外，对于识别餐饮服务的最

重要符号，商家往往会申请一系列

注册商标，依据商标法获得相应的

保护。

在很多情况下，山寨企业是连

同抄袭对象的商标一起“复制”的，

当然这次郑恺的火锅店并未涉及商

标侵权的问题。

根据著作权法规定，“本法所

称的作品”，包括美术、建筑作品、

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

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

和晓科：根据著作权法规定，

“本法所称的作品，包括美术、建

筑 作 品 、工 程 设 计 图 、产 品 设 计

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

型作品……”

火锅店独特的装修，包含图

案、色彩等，具有美术作品特性。

而且，店内装修使用的设计图，属

于工程设计图。

据媒体报道，此次事件中主张

侵权的一方——四川吼堂老火锅

此前已经就室内装修设计及软装

设计，在四川省版权局申请作品登

记，涵盖了室内装修设计及软装设

计、平面及VI应用、产品设计。

也就是说，相关设计是享有著

作权的，而著作权虽然不以登记作

为生效条件，而是从作品创作完成

后就自动产生的，但由于相关设计

进行了著作权登记，那么一旦发生

争议纠纷，对于著作形成的先后就

比较容易判别了。

而且，此次被指侵权的不仅是

店铺装修，还包括郑恺火锅店的招

商手册，其中如果使用了他人具有

著作权的作品，也是可能构成侵权

的。

知识产权保护和不正当竞争

的侧重点不一样，前者强调保护权

利人的利益，后者着重保护竞争环

境和消费者利益。

潘轶：自家店铺的装修设计乃

至商标遭到抄袭，权利人当然可

以去起诉主张侵犯著作权、商标

权。

但是，并不是做了著作权登

记，著作权就得到了法律上的确

认。在诉讼中，原被告双方可能会

围绕整体装修是否体现了作者的

独创思想，颜色、装修布局、图案、

材质及其组合方式是否体现了独

创性展开交锋。

至于商标权方面，完全复制他

人商标进行使用的也比较少见。

因此从现实情况来看，此类纠

纷原告往往选择从不正当竞争的

角度去诉讼。

知识产权保护和不正当竞争

的侧重点不一样，前者强调保护权

利人的利益，后者着重保护竞争环

境和消费者利益。

店铺装修设计由多重元素组成

可能侵犯著作权

维权的两种途径说法三

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说法四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董全军:

本院受理原告郭莉诉你及周成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彭家寨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20年7月31日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人民法院应诉开庭公告
马万寿、马淑萍、马寿、闫占花:

本院受理原告青海湟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的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应诉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20年7月31日

青海省达日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见:

本院受理原告克昂诉被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20年7月31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范玲忠(身份证号:632126198207251013)、徐玉清(身份证号:
632126198511191828)、青海百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33006619003804):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市城东支行与
被告范玲忠、徐玉清、青海百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
青 0102民初5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0年7月31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连云港市赣榆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70713925761XX(4/10））:

本院受理原告青海晶威混凝土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及赣榆
县建筑安装工程公司青海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司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之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2020年7月31日

声 明
因不慎，将车牌号为

青 A41260、青 A19902 的
机动车登记证书遗失，特
此声明。

声明人：
青海省化工设计研究院

2020年7月31日

声 明
因不慎，将车牌号

为青 A8N019 的机动车
车牌（前后）遗失，特此
声明。

声明人：沙海花
2020年7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