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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北京字节跳动
公司提出，杨涛公司申请
注册的“头条”商标系以
不正当手段抢注他人已
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
商标，其申请注册“头条”
商标的行为具有明显的
主观故意，容易导致消费
者的混淆误认。

北京字节跳动公司
认为，杨涛公司申请的

“头条”商标指定使用的
“茶、包子”等商品，与北
京字节跳动公司作为互
联网企业涉及的消费群
体必然存在重合之处，
且与“计算机软件（已录
制）、报纸、教育、计算机
软件设计”等属于类似
商品或服务项目。

提到“头条”你最先想到的是什
么？“上头条”？“今日头条”？

2014 年 1 月，在向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提出“头条”的
商标申请后，成都司南购物商贸有
限公司收到来自北京字节跳动科
技有限公司（下简称“北京字节跳
动公司”）的异议，而北京字节跳动
公司恰好是北京今日头条科技有
限公司（下简称“今日头条”）的企
业法人。

经历了商标异议答辩，近日，成
都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杨涛收到了来
自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6
月22日作出的决定书：准予其注册。
未来，“头条”可能不只是存在于互联
网中，还有可能是食品。

经营食品、牲畜家禽饲养
成都一公司申请“头条”商标

2014 年 1 月，杨涛的公司向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提出“头
条”商标注册申请。

为什么要申请这个商标？“那一
段时间，‘帮汪峰上头条’的说法比较
流行。”他解释说，2013 年中秋前后，
自己萌生了申请注册“头条”商标的
想法，经历了几个月的形象设计，他
通过代理公司提出申请，商标为第30
类（主要包括日用或贮藏用的植物类
食品以及调味作料，记者注）：茶；盒
饭；叶儿粑；粽子；包子；豆浆；豆粉；
食用小苏打；食用碱；食用芳香剂
——他的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商品批

发与零售、牲畜家禽饲养”等，他申请
的“头条”商标涉及的也是食品。

当年12月，他申请的“头条”商标
在《商标公告》上公告。不过在去年 9
月，杨涛收到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商标局发来的商标异议答辩通知
书。成都商报记者从他展示的通知书
中注意到，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
司对杨先生申请的“头条”商标提出
了异议，并请求不予核准注册。

“今日头条”母公司提异议：
“商标近似”、“不正当抢注”

成都商报记者查询后了解到，
北京字节跳动公司为今日头条的企
业法人。

为什么提出异议？成都商报记者
向北京字节跳动公司求证后，并未得
到答复。不过，可以从北京字节跳动
公司提交的异议申请书中一窥端倪。
申请书中称，杨涛申请的“头条”商标
与北京字节跳动公司引证的六个商
标构成近似。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
这六个商标均为字节公司注册，包
括：第 11752793 号“今日头条”（第 9
类）、第11752795“头条”（第9类）、第
13436155 号“i 头 条 ”（第 9 类）、第
13563632 号“头条及图”（第 16 类）、
第13563629号“头条及图”（第41类）
及 第 11752794“ 今 日 头 条 ”（第 42
类），分别申请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
至2013年11月19日之间。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的决
定书，这六个商标分别为第 9 类“电
脑软件（录制好的）、计算机程序（可
下载软件）”、第42类“计算机软件设
计、研究与开发（替他人）”、第 41 类

“组织教育或娱乐竞赛、文字出版（广
告宣传材料除外）”和第 16 类“印刷
出版物、说明书”。

同时，北京字节跳动公司提出，
杨涛公司申请注册的“头条”商标系
以不正当手段抢注他人已经使用并
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其申请注册“头
条”商标的行为具有明显的主观故
意，容易导致消费者的混淆误认。

此外，北京字节跳动公司认为，
杨涛公司申请的“头条”商标指定使
用的“茶、包子”等商品，与北京字节
跳动公司作为互联网企业涉及的消
费群体必然存在重合之处，且与“计
算机软件（已录制）、报纸、教育、计
算机软件设计”等属于类似商品或
服务项目。

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
不构成近似，准予注册

“2013 年中秋前后，我都没听说
过‘今日头条’这款软件。”杨涛回忆。
2015 年 11 月 12 日，他的公司通过代
理公司提交了“异议答辩”。

在答辩书中，杨涛公司提出，北
京字节跳动公司从未在第 30 类相同
类似商品上使用过“头条”或与“头
条”近似的商标，更不具有任何影响
力和知名度。另一方面，尽管商标均
包含有“头条”二字，但使用的商品
和服务既不相同，也不类似，不构成

《商标法》意义上的近似商标。“‘茶、
包子’等属于食品类商品，……与引
证商标使用的第 9 类、第 16 类、第 41
类、第42类等服务具有极大的差别，
完全不属于类似商品。”

杨涛认为：“按照异议人（北京字
节跳动公司）的逻辑，如果仅仅因为
消费者之间有重合就认定为类似商
品的话，那么几乎所有的商品均可被
认定为类似商品。”

在等待了 7 个月后，杨涛公司
收到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
标局的决定，其申请注册的“头条”
商标准予注册。“我经营的茶叶品
牌，商标是别人授权给我使用的。”
杨涛称，“头条”商标申请成功后，
他准备用作自己茶叶品牌的开发。

决定书中同时也指出，异议人
（北京字节跳动公司）如对决定不服，
可向商标评审委员会请求宣告该注
册商标无效。未来，北京字节跳动公
司是否会提出请求？截至记者发稿，
北京字节跳动公司尚未进行答复。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他也叫“头条”今日头条有异议
这家成都“头条”商标局批准了

成都一家公司申请注册的“头条”商标准予注册，北京字节跳动公司对此暂未回应

一天时间内，15岁的小云同时失去了父亲，弟弟。
家中的金毛狗也不知去向，但她现在不想管狗的事情。

7月22日下午，南充市南部县城区嘉陵江边，小云
的父亲和弟弟带着一条金毛狗到江边洗澡，但因狗不愿
下水，弟弟硬将狗拽进江水里，自己也随即被带进江里，
父亲随后下水相救，最终导致父子俩一同溺亡的悲剧。

记者昨日从成都市青羊区
获悉，青羊区“双创”孵化器联
盟成立，这在全省尚属首次。
同时，该区近期将发布“太升
创业大街”相关情况，而该联
盟 将 在 发 布 会 上 正 式 揭 牌 亮
相 。据 悉 ，这 是 全 省 首 个“ 双
创”孵化器联盟。

自去年 2 月以来，青羊区借
助其浓厚的文化底蕴，搭乘“双
创”东风，培育出众多全市知名
的“双创”孵化器，为广大来青
羊区创新创业的“蓉漂”、“创客
们”护航。然而，如何让“双创”
孵化器形成创新合力？7 月 20 日
下午，青羊区“双创”孵化器联
盟成立大会在长发街 55 号光谷
创业咖啡如期举行，包括明堂
青年文化创意中心、西村文化
创意孵化园、WorKING 文创孵
化器、逐梦（残疾人）众创空间、
西部金融创新中心、青羊光谷
创业咖啡、青年创业孵化基地、
灵创孵化器、雄飞·小样青年社
区、二月茶@大健康众创孵化平
台在内的 10 个孵化器成为联盟
首批成员单位。

据悉，享有“西部第一通讯
市场”之称的太升路商圈也即
将华丽转型——将打造以“创业
办公”为核心，集工作、社交、居
住、娱乐为一体的复合型创业
社区，变身“创业大街”。在近期
将举行的“太升路创业大街”发
布会上，青羊区“双创”孵化器
联盟也将正式亮相揭牌。

成都商报记者 李娅

全省首个“双创”孵化器
联盟成立

太升路将变身
“创业大街”

太让人痛心太让人痛心！！
带狗到嘉陵江洗澡 父子双双溺亡

留下狗狗在岸边呆望

王先生说，当天下午，曾有专
业救援人员驾船施救，但一直没
有找到两名落水者。

多名事发当天的在场者告诉
记者，落水父子当天从江面失踪
后，其带到江边的金毛狗回到岸
上，但始终不愿离开，一直在江边
徘徊，时而呆呆望着江面，时而围
绕主人的三轮车和留在岸边的一
双拖鞋转来转去，似乎在等待主
人能够回来。

谢加奇的女儿小云告诉记
者，他的父亲会游泳，但弟弟不
会。她在等待了几天后，噩耗还是
从江边传来了。“狗第二天就不见
了，但我现在也懒得去打听（狗去

哪儿了）。”小云说，金毛狗是父亲
5个月前从市场上买回来的，对狗
的感情很深，这也并非是父亲第
一次带狗到嘉陵江洗澡，就在出
事前几天，父亲也曾带着金毛狗
来到江边，但狗怕水，一下水就上
了岸，还抖了父亲一身水珠。

目前，15 岁的小云正忙着处
理父亲和弟弟的后事。小云来自
一个再婚家庭，当年父亲和母亲
离婚后，自己和弟弟随父亲生活。
此前，她和弟弟一直随爷爷奶奶
在老家上学，父亲和新妈妈在南
部县城租房做生意，父亲平时帮
忙送一些冷冻制品，新妈妈帮着
照管一个小门市卖副食品，家里

每个月的经济收入有2000多元。
刚刚过去的中考，小云报考

了阆中师范学校幼师专业，为筹
集学费，她此前还在南部县城打
过一阵子暑假工。小云说，父亲和
弟弟现在走了，自己还有一个妹
妹（新妈妈的孩子），接下来该怎
么办，自己也不知道。

小云突然想起了待在老家
眼 睛 失 明 的 爷 爷 和 多 病 的 奶
奶，至今，她也不敢跟爷爷奶奶
说 弟 弟 去 世 了 ，但 两 位 老 人 终
究要面对同时失去儿子和孙子
的痛苦，就像小云同时失去父亲
和弟弟一样。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摄影报道

悲剧
带狗到江边洗澡，一对父子溺水身亡

揪心
目击者称狗在江边徘徊许久，15岁的姑娘处理父亲和弟弟后事

金毛狗留在江边，许久也不愿离开

嘉陵江自西北向东南横穿南
部县，在一处名叫“燕子窝”的地
方，河道转向正东，形成一个“回水
区”弯道。当地人说，因此处常有漩
涡，平时无人敢在此处游泳。7月22
日下午，谢加奇父子双双溺亡的悲
剧就发生在这里。

当天下午，南部县城有些闷
热。下午4点过，37岁的谢加奇开着
三轮车出门，车上坐着刚小学毕业
的儿子，还有家中的金毛狗。父子
俩此行的目的是带金毛狗到嘉陵
江洗澡。下午 6 时许，三轮车到达

“燕子窝”附近的嘉陵江边。
在距江边 20 米远的洗车场上

班的王先生回忆，当天下午，在江
边给狗洗澡的共有三四位市民。大
约6点10分左右，正坐在房间看电
视的他突然听到“救命”声，跑出来
一看，一名男子正在嘉陵江弯道的

“回水区”内，双手在水面不停地扑
腾，当王先生拿着游泳圈冲到江边
时，水面已不见落水者的踪影。

王先生事后得知，落水的是一
对父子，王先生随后找到事发目击
者了解了事发经过：当时，儿子曾
将金毛狗推到江里，但狗似乎对水
有恐惧感，很快回到岸上，儿子不
甘心，再次牵着绳子将狗硬往江水
里拽，但在狗下水的同时，随即将
自己也带到江水里，一旁的父亲见
状赶紧下水救儿子，二人随后被江
水冲走。由于在场者无人会游泳，
只能眼睁睁看着二人被江水冲走。

“那天上面电站在放水，水流比

平时要快一些，关键是，这里的水有
七八米深。”王先生回忆说。7 月 24
日，成都商报记者曾向位于上游距事
发地1.4公里远的红岩子电站工作人
员了解，当天电站确实在放水，但水
流量不大。在江边开游泳馆的工作人
员表示，电站平时也在放水，但水流
流速不快，当天下午就有不少人在江
中游泳，只不过地点距回水区大概有
七八米远。

7 月 24 日早上，父子俩的尸体
被打捞上岸。有现场网友拍摄到一
段尸体被移到岸上的视频，画面显
示两具尸体紧紧靠在一起，不少网
友认为这是这对父子在水中抱在
一起。不过，成都商报记者昨日去
事发现场回访，向多位在场者打
听，得知发现两具尸体的位置并不
是同一个地方，也并没抱在一起，
只不过打捞者最后将两具尸体放
在一起运回岸边，看上去以为父子
俩在水中是抱在一起。

当天，那对父子就是从这个平台上
落水的

成都一公司注册的“头条”商标

今日头条的“头条”LOGO“头条”商标裁定书（部分内容）图片由杨涛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