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最高法发布了第12批
指导性案例，将该案作为第58号
指导性案例予以发布，对长久以
来发生的“老字号”被抢注商标
后如何使用的问题进行明确。

最高法认为，与“老字号”具
有历史渊源的个人或企业在未
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前提下，将

“老字号”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字
号或企业名称，未引人误认且未
突出使用该字号的，不构成不正
当竞争或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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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03

两家“同德福”打官司
“老字号”被抢注商标 还可以这样用！

最高法发布这一指导性案例并明确：“老字号”企业未经许可诚信使用他人商标，不构成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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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加快川菜产业发展
陈麻婆豆腐申请国家级非遗

成都商报讯（记者 李秀明）昨天下午，市商务委
就新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成都市川菜产业发展实
施意见》进行政策解读。成都烹饪协会负责人透露，在
已获得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陈麻婆豆腐制
作技艺正在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申请成
功，将是四川第一道‘国家级非遗’菜肴。”

在传承老字号方面，市商务委将牵头支持老字号
文化和技艺的研究、保护和传承。对传承人授徒传艺给
予资金支持，对新建或改造旗舰店和形象店，最高给予
100万元的资金支持。同时，市文广新局将牵头加强川
菜非遗保护及传承，支持经典川菜申报非遗，对进入各
级非遗名录的单位和传承人给予支持。

6月6日，27岁的女孩果果带上两
只爱犬租下海椒市街一小区的住宅。
当天，果果就收到邻居向物管的投诉：

“狗一直叫，太吵了”。次日，果果送走其
中一只金毛犬，留下白色比熊犬“奶
油”。没想到，第二天依旧收到物管转来
的邻居投诉：狗一直叫。同样收到投诉
的还有果果房东，果果和房东协商决
定：果果退租，尽快带狗搬走。

8日晚，楼上15楼业主父亲下楼与果
果沟通，“希望多理解，我就快搬走了。”

果果说，按照原计划，她将在10日搬家。
9日，恰好是端午节，果果将“奶油”

锁到厕所后，玩到晚上8点过才回家。打
开门，果果意识到，家里进贼了。“原本
放在角落里的梯子被放在阳台上，旁边
还有两张小方桌方便蹬脚站上去。”果
果再一看，楼上卧室窗户有明显的手指
印，自家阳台也有男性脚印。“‘奶油’四
肢无法站立，眼睛充血，右侧大腿有明
显血痕。”果果差点哭出来，她认定，是
邻居翻进家里打了自己的狗。

带上年过六旬的爸妈自驾去拉萨。5
月28日晚上，这个大胆的念头突然在李辉
的脑袋里冒了出来。

“我从事多媒体行业15年多，也爱好
摄影、美图，突然发现，父母出现在我镜头
下的次数，特别少。”自驾川藏线、拍摄纪
录片，李辉需要更多专业设备器材。一个
更大胆的设想冒了出来，能不能采取众筹
的方式，获得这些专业设备的短期使用
权？李辉在微信、微博上发出了“征集令”。

为什么要众筹？坦言“不愿增加负担”

李辉印象中小时候和父母的记忆，停

留在母亲带着3岁的他去河南看当兵的父
亲，乘火车时哐当的铁轨声。但长大后求
学、工作、成家，定居成都，他们相处交流
的时间甚少。因此，这次3个人的旅行，李
辉希望把父母作为拍摄记录的主角。

家用的三菱翼神1.8LMT难以攻克复
杂的川藏线路况、购于1998年的单反相机
镜头缺乏画面锐利表现……李辉打算通过
众筹方式，获得这些设备的短期使用权。

家庭旅游，为什么要众筹？李辉坦言，
近期家庭支出较多，不愿意这样的行程给
家庭经济增加负担，而且众筹的是大额消
费品的短期使用权，而不是长期持有的必

需品，所以不准备动用家庭储备金。李辉
更期待的，是通过众筹的方式，实现个人
与社会交互的一次尝试。

母亲：高兴之余担忧行程安全

一周多前，在觉得出行计划切实可行
后，李辉告诉了父母自己的打算。不善言
辞的父母没有多说，但作为儿子的李辉
说，能感受到父母对此次行程的期待。

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了李辉的母亲
马承杰，高兴，是老两口听说儿子要带自
己出去旅行后的第一反应。“他工作忙，很
少有时间能够跟我们坐下来拉家常、聊聊

天。”马承杰说，退休后老两口也常来成
都，但儿子在家的时间太少。

对互联网众筹这一新鲜玩意儿，65岁
的马承杰说自己弄不懂年轻人的想法，儿
子所说的“众筹”能不能成功，她有些担
心。“他有这个想法嘛，我们都支持。”作为
母亲，马承杰更多地把这个计划看作是儿
子的“心愿”，只想到自己能如何为正在事
业关键期的儿子分担一些。

还有一个让马承杰担忧的问题，那就
是行程安全。“如果能够有和我们家庭一
样想法的，能跟我们同行，相互有个照应，
就更好了。”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上周成都经历了一两天的阴雨降温，从周末
开始，市区气温迅速飙升，一度达到34℃！火爆的
天气完全和欧洲杯赛事同步。热，已经不可阻挡！
对于喜欢足球的年轻人来说，如何凉快地躺在床
上看欧洲杯？对于上了年纪又不喜欢开空调的老
年人来说，如何在家里凉爽一“夏”？

好消息来了！连续两年夏天在成都商报买够
网直销会上掀起抢购风暴的“清凉神器”--班德
尔牛皮凉席，明天（14号）起将举行今年首波直销
特卖活动，预计持续十多天。地点还是在书院西
街1号亚太大厦4楼，主打产品还是口碑爆棚的两
款头层牛皮凉席，由班德尔厂家直供，价格最贵
的仅1880元。

“牛皮凉席我们在买够网已经特卖了两年，
每次活动现场都会有市民询问，为啥班德尔牛皮
凉席睡起更舒服更凉爽，这是因为我们的选料很
讲究，都是用生长期6~8年无伤残、体格健壮的水
牛头层牛皮。”班德尔厂家负责人李先生介绍说，
同为牛皮凉席，头层皮、二层皮、再生皮相去甚
远，价格差别也非常大。

“大家喜欢用牛皮凉席，就是因为它有透气、
散热的性能，所以最好是买头层牛皮制作的凉席，
价格也相对贵些。”李先生说，目前市面上有些商家
打的就是擦边球，他们卖的是二层牛皮凉席，但宣
传上却包装成“天然牛皮凉席”，市民朋友在选购时
一定要多问问材质，不要花了高价却买到次品。

在此次直销会现场，班德尔厂家会将原张
牛皮以及经过初加工的头层皮、二层皮带到现
场，有专业人士教大家辨认。如果你对家里的皮
革产品有疑问，也可在直销会期间带到现场咨询
专业人士。 （余兰）

“同德福”合川桃片有100多年历
史，是中华名小吃。温江“同德福”是合
川“同德福”公司一销售经理创建的，有
10多年时间。后来，温江“同德福”将“同
德福”注册为商标。

后来，温江“同德福”作为商标所有
权人，状告老字号合川“同德福”侵犯注
册商标权和不正当竞争；而合川“同德
福”公司则反诉温江的公司，说该公司
虚假宣传。

重庆高院最终判决：合川“同德福”
属于善意使用，不构成不正当竞争，可
继续使用；而温江“同德福”宣传自己有
百年历史、老字号，属于虚假宣传，应立
即停止。

重庆合川人蒋世荣曾是合川市桃
片厂的销售经理。后来，合川市桃片厂
在温江成立了分厂，蒋世荣负责这边的
业务。1998年，温江分厂申请注册了“同
德福TONGDEFU及图”商标。2000年，
蒋世荣成立了成都同德福合川桃片食
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江同德福），使
用了这个商标，生产桃片糕点。

昨日，蒋世荣说，一次他回老家合
川时发现，家乡街面上有销售“同德福”
品牌的桃片，但没有经过自己授权。经
过调查，蒋世荣发现，余晓华先后成立
了个体工商户和重庆市合川区同德福
桃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川同德福），
并在其字号及生产的桃片外包装上突
出使用了“同德福”，侵害了他享有的商
标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后来，温江同德福将合川同德福告
上法院，请求判令合川同德福、余晓华
停止使用并注销含有“同德福”字号的
企业名称；停止侵权行为等，并赔偿损
失50余万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才是‘同德
福’合川桃片的第四代传人。”昨日，余晓华
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合川同
德福的前身是始创于1898年的同德福斋
铺，虽然同德福斋铺因公私合营而停止生
产，但并没有中断独特技艺的代代相传。余
晓华说，同德福品牌是祖父一手发扬光大
的，当年还从美国费城捧回了世博会金奖。
而现在则被评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更是中华名小吃。2002年，余晓华决定继承
祖业，先后注册了个体工商户和公司，规范
使用其企业名称及字号，“这时，我才发现
被蒋世荣钻了空子，他已经抢注了‘同德
福’商标。”余晓华遗憾地说，他之后就没有
在显著位置使用“同德福”商标，而是将品
牌打在“老字号”上，因而他认为自己是善
意使用，并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余晓华反而认为，温江同德福将“同德
福”商标与老字号“同德福”进行关联宣传，
属于虚假宣传。他提起反诉，请求法院判令
温江同德福停止虚假宣传，消除影响。

对于温江同德福的诉求，重庆高院的
生效裁判认为，余晓华及合川同德福与温
江同德福经营范围相似，存在竞争关系；其
字号中包含“同德福”三个字与温江同德福
的“同德福TONGDEFU及图”注册商标的
文字部分相同，与该商标构成近似。其登记
字号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关键在
于该行为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法院认为，温江同德福无法举证“同德

福TONGDEFU及图”商标已经具有相当
知名度。即便他人将“同德福”登记为字号
并规范使用，并不会引起相关公众误认，因
而不能说明余晓华将个体工商户字号注册
为“同德福”具有“搭便车”的恶意。而且，
在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期间，“同德福”
商号享有较高商誉。余晓华基于同德福斋
铺的商号曾经获得的知名度及其与同德福
斋铺经营者之间的直系亲属关系，将个体
工商户字号登记为“同德福”具有合理性。

因而，余晓华登记个体工商户字号及
公司名称的行为是善意的，并未违反诚实
信用原则，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于合川同德福的反诉诉求，法院
则认为，温江同德福的网站上登载的部
分“同德福牌”桃片的历史及荣誉，与史
料记载的同德福斋铺的历史及荣誉一
致，且在其网站上标注了史料来源，但该
公司并没有举证证明其与同德福斋铺存
在何种联系。

此外，温江同德福还在其产品外包装

标明其为“百年老牌”、“老字号”、“始创于
清朝乾隆年间”等字样，而其“同德福
TONGDEFU及图”商标核准注册的时间是
1998年，就其采取前述标注行为的依据，温
江同德福也没有举证证明。

综上，温江同德福的前述行为与事实
不符，容易使消费者对于其品牌的起源、历
史及其与同德福斋铺的关系产生误解，进
而取得竞争上的优势，构成虚假宣传。

重庆高院二审维持原判：温江同德福
停止虚假宣传，并在其网站刊登声明消除
影响。 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占

温江同德福
状告合川同德福商标侵权

合川同德福
反诉温江同德福虚假宣传

善意使用
合川同德福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法院又判决
温江同德福构成虚假宣传

最高法：
“老字号”企业未

经许可诚信使用他人
商标，不构成侵权

养狗户租房 狗叫被投诉后决定搬家
搬家前一天 狗狗疑遭楼上业主打伤

堤坝游泳 17岁男孩溺水身亡

6月10日，一名17岁男孩佳佳（化名）在郫县红光镇
寇家坝村4组的堤坝游泳，不幸失踪。昨日下午，成都商
报记者到达佳佳位于濂溪村的家中。记者了解到，佳佳
今年17岁，是家中独子。游泳是在10日下午，和佳佳在
同一个村的同行者安路（化名）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我
们一共是6个人去游泳，年龄都在17岁左右。”

“水变得很急，佳佳被卷入了漩涡当中。”同行的
男孩小谢（化名）回忆。佳佳的水性好，在同行者之间
很出名。同行者以为，佳佳会游向下游，就在约60米外
的桥边等他。但是，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佳佳出来，
这才猜到出事了，赶紧报警。

消防官兵迅速来到现场救援。当天下午3点过，接
到电话的佳佳母亲赶到现场，陪同寻找儿子，直到昨
日上午，才找到佳佳遗体。

又讯 昨日，青羊区政府东坡街道办事处贝森路
社区书记陶德明告诉记者，昨日社区人员已前往入水
营救好友遇难的于强家了解情况，对于申请“见义勇
为”奖项，需要由事故事发地——郫县当地申请。作为
居住社区，会尽量帮助于强妻子钟敏。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9日当晚，果果报警，锦江区公安分
局莲新派出所接警。狗狗送到宠物医院
后，在果果提供的收据上显示，包括手术
费、麻醉费、药费等各类开销已经超过
6000元。

“在派出所协商中，楼上业主的母亲来
了派出所，提出愿意承担狗狗治疗费用。”
果果说，由于当时现金不够，对方只支付了
3200元。在果果提供的对方写下的欠条上
显示：“今欠小狗治疗费用1800元，2016年6

月11号下午补齐。”果果说，之后再去找对
方，对方只是强调没钱，也借不来。截至记
者发稿，剩余的1800元依然没有支付。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见到了楼上
业主母亲，对于此事，对方不回应表示一切
由警方处理。而翻越打狗的当事人一直没
有出现，物管中心及果果、果果房东均表
示，没有看到对方露面。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戴佳
佳 摄影记者 王勤

成都商报记者后来从现场看到，
果果居住的小区阳台为错开型，楼上
的卧室窗户下几米就是楼下阳台。

“这样的事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以
前从没发生过。”果果的房东透露，自
己接到过3次楼上业主反映，在决定协
商让果果搬走后，楼上业主父母还通
过物管与自己通过电话，表达感谢。

“我现在担心，如果再来个房客，楼上
又翻下来咋办？我最怕这种情况。”房

东表示，如果楼上业主在下一个房客
入住时，依然翻越进入自己住宅，他将
保留起诉楼上业主的权利。

昨日到果果租住的房子查看的小
区物管人员透露，此事在端午节期间已
经由领导处理，目前正在上报。该小区
所在物业服务中心瑞德物业发展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回应，派出所已经介入此
事，相关情况可以咨询警方，对于下一步
情况，物业服务中心会配合警方。

租房5天，东西还没全部搬进新
家，27岁的女孩果果（化名）开始再
次搬家。养了6年的白色比熊犬“奶
油”被楼上住户投诉两次，果果在告
知对方准备搬家后，“奶油”疑似被
楼上住户翻进家中打伤。

养狗户租房 被楼上投诉后决定搬家

物业上报 派出所介入调查 养狗户治疗狗狗花费超6000元

他想众筹一辆车 家庭自驾游拉萨
家庭旅游要众筹？李辉坦言近期支出较多，不想旅游给家庭经济增负担

热不可挡的夏天
头层牛皮凉席给您凉爽

买够网牛皮凉席直销会明天开幕，持续十
多天，优质头层牛皮凉席低至1580元，来电预约
买特价枕套

福利放送：
1、现场买一床牛皮凉席即送一双价值128

元的牛皮拖鞋。
2、今年的直销会，班德尔厂家特别组织了

一批头层牛皮枕套，有些是整张款，有些是拼接
款。今日起，市民可拨打买够网热线86626666提
前预约，预约成功后即可在活动期间到现场以
200元的特价购买一对头层牛皮枕套（拼接款）。
■班德尔牛皮凉席
1.5×1.95米 特卖价：1580元
1.8×2.0米 特卖价：1880元
买够网2016年牛皮凉席直销会
时间：2016年6月14日（本周二）10：00开幕，预计
持续十多天
地点：成都市锦江区书院西街1号亚太大厦4楼买够
网特卖场（大慈寺斜对面，原锦江区政府大院背后）
公交：3、4、6、8、20、37、49、58、81、98、152、154路
均可抵达附近
地铁：2号线春熙路站下，往红星路二段方向步行可
到；4号线市二医院站下，往书院西街方向步行可到。
咨询预约热线：028-86626666

余晓华提供给记者的
资料显示，合川同德福桃
片被评为中华名小吃

去年牛皮凉席特卖会现场

果果认定，楼上住户翻进家里打了她的比熊犬“奶油”

被打伤的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