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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风X7被判抄袭路虎揽胜极光，停产停售

在经历了长达三年的诉讼和争议之
后 ，路 虎 知 名 车 型 揽 胜 极 光（Range
Rover Evoque）和中国自主品牌陆风汽
车X7之间究竟谁抄袭谁的问题，终于尘
埃落定。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裁定，中
国江铃汽车生产的陆风X7汽车（江铃
是陆风的母公司），有5项车型设计直
接抄袭了路虎揽胜极光的设计，在消
费者中造成混淆，下令江铃汽车必须
立即停止陆风X7车型的生产、销售和
营销推广活动。

对比两车 法院确认5处抄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获悉，北京
市朝阳区法院对比了两车后，发现了5处
路虎揽胜极光所独有的设计：相同的车
体、车顶、车窗、侧板以及后灯，才做出陆
风X7汽车抄袭路虎揽胜极光的裁决。同
时，法院还要求江铃汽车对捷豹路虎进
行赔偿，具体金额并未披露。

裁决公布后，捷豹路虎全球法律主
管基思·本杰明（Keith Benjamin）表示：

“我们欢迎北京法院的这一裁决，这进一

步增强了我们在中国投资的信心，也增
强了我们对中国法院知识产权裁决公正
性的信心。”

陆风X7上月仅销售707辆

资料显示，2018年陆风汽车全年销
售汽车2.57万辆，负增长34%，而陆风X7
去年月均销量不足500辆。而在最新的
2019年2月销量统计中，陆风X7也仅仅
获得了707辆的销售成绩。

截至记者发稿，陆风汽车并未对法
院裁决做出回应。

不再直营？ofo将推广代理模式

近日，ofo小黄车宣布，将在今年
大范围向全国三四线城市推广代理模
式。目前，其已经在国内数个城市试行
该模式。

自上线以来，ofo一直实行直营模
式，在运营城市建立自己的运营团队。

ofo全国地方公关总监曹晶晶女
士回应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称，
ofo去年开始新模式的探索，在国内数
个城市开始试行“代理”模式，包括山
东的泰安、威海等地。

ofo推出的代理模式中，单车所有
权依旧归ofo公司，代理商只负责维修
与秩序维护，按照后台数据与ofo总部
结算费用。ofo的说法是，代理商可享受
到ofo小黄车完整的共享单车移动互联
网解决方案，负责合作区域内的车辆
日常运营，并以最快速度实现盈利。

2018年以来，ofo就陷入资金紧张
的困境中，此次推出城市代理商模式，
是不是也是缓解目前资金困难的又一
个策略呢？对此曹晶晶表示，推出城市
代理模式是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记者在ofo官网发现，ofo已经推出了
商业合作及城市代理咨询的预约服
务。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白兆鹏

沪指失守3000点
两市近3000只个股下跌

昨日A股高开低走，三大股指现
单边下挫走势，沪指收报2997.10点，
跌1.51%，成交额3414亿。深成指收报
9513.00点，跌1.95%，成交额4269亿。
创业板收报1630.19点，跌2.32%，成交
额1215亿。两市近3000只个股下跌。

板块方面，前期强势的军工板块
集体回调，位于跌幅前列。猪肉概念股
领涨，天康生物领涨。此外，国产软件、
网络安全等板块涨幅居前。

对于A股后市，国盛证券认为，这
波春季攻势，国内外共振、风险偏好提
升最快的时候已经过去。后续市场波
动将加大。海外尤其是美股剧烈波动
将扰动A股市场。

华鑫证券指出，近一阶段沪指持
续僵持在3100的附近，虽多空双方均
不能形成有效的突破，但量能结构却
已明显萎靡。近一阶段均没有突破万
亿成交，似乎已经暗示场内外资金转
为谨慎的态度。而海外股市大跌成为A
股转弱的导火索。短期而言，指数下跌
风险并未释放完成，仍有下行的动能。

长城证券认为，短期A股波动主要
源于海外调整及连续上涨之后的内在
调整需求，后续A股市场仍然可为，短
期可能在2900-3200之间震荡，但在充
分换手之后存在继续上涨的动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伟铭

公示称，根据《关于免征新能源汽
车车辆购置税的公告》（公告2017年第
172号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
息化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公告2018年17号）相关要求，对《免征
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实
施动态管理。

经统计，第十六批《免征车辆购置
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于2018年2
月发布后，共有72款车型在12个月内无
产量或进口量，拟从《目录》撤销。

从公示中的名单来看，虽然此次涉
及拟撤销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
车车型共计72款，但都是以纯电动货车
和客车为主，涉及普通消费者的乘用车
仅有少部分，包括比亚迪唐、北汽新能
源EU300/EU400/EX400、传祺GS4EV、
长城欧拉iQ5、吉利帝豪PHEV。

工信部公布的拟撤销名单目前仍
在公示期，在2019年4月1日前可以书面

或传真、电子邮件形式反馈异议。
国家工信部发布的《免征车辆购置

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被誉为是普
通消费者购买新能源车的风向标，它直
接影响哪些市面上销售的新能源车能
够免征购置税。进入《目录》的车型往往
能够获得较大的销量提升。

记者从业内人士方面获悉，国家工
信部最近每年都会发布《免征车辆购置
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也会发布
拟撤销的名单。基本的思路在于对于国
内市面上销售的新能源车的动态管理，
淘汰旧技术旧车型，迫使汽车生产企业
更新先进的生产线，来更新新能源车
型。因此，每年被从《目录》中撤销的新
能源车往往都是型号较老、实际已经停
产甚至停售的车型。

那么，对于名单中那些乘用车，是
不是以后购买就必须缴纳购置税了
呢？记者联系到了相关企业的公关部。

比亚迪公关部相关负责人向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证实，本次进入拟撤
销 名 单 的 比 亚 迪 唐 （ 型 号 ：
BYD6490STHEV2）是一个早已停产的
老车型。目前在售的比亚迪唐是小改
款后的升级型号，不受影响，依然能享
受新能源车购置税减免政策。而广汽
传祺公关部也向记者证实，名单中的
GS4EV也是同样的情况，新款车型销
售不受影响。

记者下午致电吉利和北汽新能源
成都地区经销商，销售顾问表示新车依
然可以享受购置税免征政策。

业内人士表示，汽车厂商在申报时
会对一款车型的多个型号进行申报，即
使撤销某几个型号，也不影响该车型的
销售。只要确认车型是纯电动车，或者
插电式混合动力（PHEV），在现有的政
策下就是免征购置税的，消费者可以放
心购买。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夏厦

湖畔大学五期学员名单曝光

3月25日晚，由马云担任校长的湖
畔大学公布五期学员名单，包含明星
胡彦斌、优信集团创始人戴琨等41名
学员（含1位跨界生）。

五期所有学员覆盖了14个行业，
排名前五位的行业是消费、医疗、教
育、人工智能和文娱。尤其是在消费领
域，五期学员中出现了如香飘飘创始
人之女蒋晓莹、云海肴创始人朱海琴
等知名大众消费品牌的企业决策者。

湖畔大学是由柳传志、马云、冯
仑、郭广昌、史玉柱、沈国军、钱颖一、
蔡洪滨、邵晓锋九位企业家和著名学
者共同发起创办。2015年3月27日，湖
畔大学曾举行“第一届开学典礼”，由
马云担任湖畔第一任校长。

于2019年3月开学的五期学员
2018年开始报名，湖畔大学要求：报名
者必须是创业3年以上的企业决策者；
年营收超过3000万；需提供企业3年完
税证明，公司规模超过30人；有3位推
荐人，其中至少1位为湖畔大学指定推
荐人。据湖畔大学官方信息，共有1400
余名企业家报名，88名候选人杀入集
体面试，最终仅有41名企业家成为湖
畔大学五期学员。

在湖畔大学官方微博公布五期学
员名单后，胡彦斌的名字很快引起网
友注意。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发
现，胡彦斌名字后面紧跟的企业名字
为“纽班文化”。据天眼查平台显示，上
海纽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下简称“纽
班文化”）的大股东兼董事长均为胡彦
斌。该公司于2014年7月10日成立，其
注册资本为925.926万元。胡彦斌共持
有纽班文化35.38%的股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佩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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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广告平台:
声明公告 拍卖公告
生活资讯 商务信息

招 商
●奥门免安装麻将15608220565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2888★85147988

房屋租售
●川粮宾馆综合楼四楼对外招
租 。 联系电话：02886721848、
13699005179

声明·公告
●户主：蔡明金，人口：五人，位于
三区路南乡仁义村 (现地址为：成

华区府青路办事处团结村4组)
的四川省成都市郊区国有土地
使用证(郊民字第贰柒贰玖肆号)
遗失作废，特登报声明。
●金牛区福川顺饮品店营业执
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
106MA62BU9U43）正副本遗失
作废。
●成都外国语学校初三年级8班
张智杰学费发票遗失， 发票号
5100173320、发票代码1278813，
声明作废。

●锦江区提莫咖啡店营业执照
副本 （注册号：510104600538��
707）遗失作废
●成都巨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注册号：51011310000
44）不动产权证遗失，证号：
青国用（2002）字第1518号、
青国用（2005）字第01756号、
青国用（2003）字第1664号，
特此声明遗失。
●高新区素可泰餐厅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遗失， 地税纳税人编码
510198020001129，声明作废。

●成都湘满庭全饮食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00161200，财务专
用章编号5101000161201，孙茂彬
法人章编号5101000161202，均遗
失作废。
●四川比吉商贸有限公司《对外
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遗失，编
号03731103，声明作废

●成都高新区自然风茶楼营业
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101096�
00146553） 和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纳税人识别号 511121197�
104120032）遗失作废。
●成都市双航赤天化招待所发
票专用章 （号码：5101085140�
470）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刘彬母文丽购杜鹃城2期千
万间契税现金收据 （收据号
NO：1013268， 金 额 11507.14��
元）遗失作废。

陆风注册英文商标“LAND WIND”，路虎
（LAND ROVER）认为其与自己的商标极为相
似，将江铃汽车告上欧盟市场协调局 陆风胜

路虎向中国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无效宣
告请求，请求陆风X7外观专利无效 路虎胜

江铃汽车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请求宣
告路虎揽胜极光专利无效 陆风、路虎均未胜

“我们欢迎北京法院的这一裁决，这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在中
国投资的信心，也增强了我们对中国法院知识产权裁决公正性的
信心。” ——捷豹路虎全球法律主管基思·本杰明

从商标
到外观专利
到知识产权

事实上，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作出此次裁决之前，路虎和
江铃汽车就有多次交锋，双方互有胜负。

两者第一次“过招”是在2006年。当时，进军欧洲市场的江
铃汽车为陆风品牌注册了“LAND WIND”这一英文商标，路
虎因为其与自己的商标“LAND ROVER”极为相似将江铃汽
车告上了欧盟市场协调局。经过长达四年的辩护，欧盟判定江
铃汽车可以继续使用“LAND WIND”注册商标。

2014年4月，陆风X7在上海国际车展亮相，与路虎揽胜极光极
为相似的外观和仅仅三分之一的售价不仅吸引了消费者的关注，
也引起了路虎官方的注意。2014年7月25日，路虎向中国专利复审
委员会提出无效宣告请求，请求陆风X7外观专利无效，被判胜诉。

江铃汽车于2015年2月16日还击。它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
请求宣告路虎揽胜极光专利无效，理由是：揽胜极光车型于2010
年12月开幕的广州车展上首发，但其申请外观专利的时间却是
2011年11月，已过6个月新颖性保护期限（《专利法》第24条）。也就
是说，路虎揽胜极光的外观设计从2010年12月往后推六个月，即
2011年6月就成为了现有技术，丧失新颖性，不能取得专利权。

2016年6月3日，专利复审委员会对两案合并审理并发出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宣告陆风X7和路虎揽胜极光的专
利全部无效。

资料显示，路虎揽胜极光最早在2010年10月巴黎车展首秀，并
在当年12月亮相中国。此前，路虎在英国已经为其注册了外观设计
专利，申请日为2007年12月05日，公布日期2008年12月30日。可是，
路虎疏忽了在中国市场申请外观专利的时限要求。路虎并未罢休，
联合专利复审委员会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年11月，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决，以陆风的专利设计与路虎的对
比设计未具有明显区别为由，再次认定陆风专利无效。

路虎除了状告陆风专利侵权之外，还在2016年6月在北京
朝阳区法院起诉陆风抄袭，内容涉及陆风侵犯路虎的知识产
权，并涉嫌不正当竞争。正是由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
决陆风专利无效，才有了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近日对陆风X7停
产停售并向路虎赔偿的裁决。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夏厦

路虎
告赢了

陆风

比亚迪唐、北汽新能源EU300/EU400/EX400、传祺GS4EV、长城欧拉iQ5、吉利帝豪PHEV……

72款新能源车或失去免征购置税资格

陆风X7汽车有5项车型设计
直接抄袭了路虎揽胜极光的设
计，在消费者中造成混淆。

江铃汽车必须立即停止陆风X7
车型的生产、销售和营销推广活动。

要求江铃汽车对捷豹路虎进
行赔偿，法院未披露具体金额。

昨日昨日，，工信部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拟撤销工信部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拟撤销
《《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名单的名单的
公示公示。。包括包括：：比亚迪唐比亚迪唐、、北汽新能源北汽新能源EUEU300300/EU/EU400400//
EXEX400400、、传祺传祺GSGS44EVEV、、长城欧拉长城欧拉iQiQ55、、吉利帝豪吉利帝豪PHEVPHEV。。

法 院 裁 决 多 次 交 锋

抄袭

停产

赔偿

2006年

2014年

2015年

路虎与陆风
“过招”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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