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西坝子：

多家火锅店商标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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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影响“整体品牌”

争夺战
多家挂“川西坝子”
名头的火锅店被法
院宣告商标无效,
但招牌依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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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坝子，一般指的是成都平原，这块天然地形倾斜、气候温和的重
要商品粮生产地，在火锅飘香后，已经成为了一张新的城市餐饮名片。毕
竟，在百度搜索的前三个页面，除了被叫做川西坝子的火锅店信息，已经
很难找到“川西坝子”最原始的名词解释。

但严格地说，“川西坝子”并非仅仅是一张“名片”，除了“川西坝
子”以外，还有“××川西坝子”“川西坝子××”这样的店招，还
未入夜，便已经亮起大红灯笼、招揽食客。

2018年，四川川西坝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川西坝子公司”）正式取得了国家知
识产权局关于“川西坝子”商标的《商标
注册证》，但为难的是，市面上有太
多含有“川西坝子”名字的招
牌，这块“金字招牌”，谁
都不愿放弃。

“目前我们的直营店只有4家。”
四川川西坝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赵拓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此前还出现过，食客在其他
的有“川西坝子”招牌的火锅店吃出
问题，打的却是川西坝子公司的400
官方投诉电话。

2018年3月14日，浙江经视播出
了一则新闻，并在微博以“川西坝子
火锅”话题发布了新闻链接，称“#川
西坝子火锅#这家名为川西坝子的

成都火锅连锁餐厅，很多牛肉、羊
肉、虾滑等食材根本没有生产日期，
有没有坏，只能靠服务员的鼻子来
辨别。所以大家的人身安全只能寄
托在他们鼻子上了”。

随后，川西坝子公司官方微博发
布严正声明，表示这家店并非公司任
何门店及加盟店，该报道对公司名誉
造成重大损害。3月16日，浙江经视微
博@浙样红TV作出了澄清说明，“系
川西坝子红码头杭州店”。

噩耗频传
父母接连病重倒下

宋询怎么也没有想到，今年3月
初，突如其来的病痛向远在老家陕
西安康的父亲袭来。先是感觉不适，
有轻微发热，再是反复高烧，意识不
清，最后发展成为严重昏迷，短短几
天之内，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

在成都安家的小两口立即将父
母亲接过来看病，在中国五冶集团
有限公司医院，不满五十岁的父亲
被诊断为病毒性脑炎，还伴随细菌
性肺炎和腔隙性脑梗塞。3月9日，由
于病情发展迅猛，他被迅速转入成
都市第三人民医院ICU病房。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3月11
日下午，当一家人从ICU探视回家
休整时，母亲又因悲伤过度突然呼
吸心跳骤停，失去了意识，被送进了
五冶医院的ICU病房。

宋询的预产期是在3月15日，这
是她的第二个孩子。突遭变故，临产
在即，她与丈夫任昌情不仅要操心躺
在ICU病房的父母，还要牵挂着今年
才上高一的亲妹妹的情绪，更要担起
重担筹措救治资金。几方重压之下，
她的情绪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为了避免意外发生，也为了能
让病重的父母尽快看到小孙子，宋
询和丈夫商议后决定放弃对自己恢
复更好的顺产，选择提前剖腹产。

“新生命的诞生，一定会为我们这个
家带来更大的幸运，更多的希望！”
她如此相信着。

3月12日下午3时许，宋询成功诞
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宝宝，母子平安。但
沉浸在喜悦里还没有多久，噩耗再次
传来，3月13日早上，在无数次的心跳
骤停后，母亲因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迎来了孩子，却送走了母亲，宋
询说，身体的疼痛远不及心理疼痛
的万分之一。

“妈妈还是没能醒来看一眼孙
子，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成为
了她永远的遗憾。

重压之下
无奈选择网上筹款

从父亲住进ICU病房开始，宋
询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
现有的家庭收入完全不能负担高昂
的医疗费用。

自2015年在成都安家之后，任
昌情一直在做工程管理相关的工
作，宋询则一直在家中照顾孩子，

“家里现在的收入来源有限，目前能
借的亲戚朋友都已经借了，我实在
没有办法了。”

家里83岁病重的爷爷等着赡
养、躺在ICU病房的爸爸需钱急救、
上高一的妹妹还在读书、两岁的女
儿和出生两天的儿子正嗷嗷待哺
……普通家庭出身的她用四个字来
形容，举步维艰。

“到现在为止，一共花费了约10
万元，但主治医生告诉我们，岳父还
要在ICU度过两个星期的危险期，

后续还面临着漫长的恢复期。”任昌
情告诉记者。

在母亲被送进ICU的那一晚，
经过家里人商议，宋询决定在网上
发起筹款求助。

5400余名热心人伸出援手
捐款18万余元

求助链接从亲友群转发到了朋
友圈，宋询一家的遭遇在所住小区
南城都汇传开后，迅速得到了热心
邻居的呼应，纷纷转发扩散并义务
捐款。

“看到她在朋友圈求助后，我们
的妈妈群里开始自发地帮助她转
发。”同为小区住户的岳女士非常同
情宋询的遭遇，“我也瞬间想起了几
年前妈妈突发疾病，几天后撒手人寰
的事，作为邻居只能尽点绵薄之力。”

在小区妈妈群里，同一句话被
接力似地刷屏，“平台已捐，祝早日
康复”，还有的邻居选择私发红包鼓
励，一些热心有空闲的妈妈也说，回
家后有啥需要帮忙的就开口。

不只是邻居，还有许多热心人
也在伸出援手，“我的朋友、老乡、还
有公司里的同事，只要有微信的人，
几乎都在帮我不停地转发，真的很
感谢他们。”任昌情表示。

“你要坚信一切都会过去的！”
“不放弃就一定有奇迹！”“风雨过后
一定能见到彩虹！”一句句鼓励的话
语，一笔笔蕴含爱心的捐款很快向宋
询一家涌来。在短短两天的时间内，
网络筹款平台就筹得善款18万余元，
截至14日下午5时，一共有5410位爱
心人士伸出了他们的援手。

正如宋询所说，“每一次支持和帮
助都是我活下去的希望。”任昌情也有
相同的体会，“在这个年龄经历这些事，
确实压力很大，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
和帮助，让我们提醒自己一定要坚持
下去，才能对得起帮助我们的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柳行

3月7日，由法官个人捐款设立、
专门用于发动群众寻找“老赖”财产
线索的爱心基金——“川南临港自
贸法官爱心基金”在泸州应运而生。
泸州市龙马潭区法院法官、书记员、
法警等工作人员，自掏腰包，为“爱
心基金”捐出9000余元的首笔资金。

龙马潭区法院办公室副主任彭
旭林告诉记者，由法官自愿捐款设
立“爱心基金”，旨在发挥杠杆效应，
调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解决“执行
难”问题。据了解，该“基金”的功能，
主要用于解决法院执行悬赏类微博
转发抽奖，以及法治文化品牌培育
所需资金。

彭旭林说，2018年，龙马潭区法

院通过执行悬赏，充分调动社会力
量参与攻坚执行，综合施策发动群
众揪获被执行人8人，执行到位302
万元。利用周末假日，入户向被执行
人亲友释法明理，并在闹市街区张
贴悬赏公告、敦促自首公告，通过亲
属规劝7人自首。

从过去“悬赏执行”的成效来
看，调动更多力量参与到法院执行
工作，是行之有效的。期望通过爱心
基金助力转发悬赏微博抽奖的杠杆
效应，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悬赏执行
公告转发，进一步压缩失信“老赖”
的生存空间，助力“基本解决执行
难”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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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法律顾问、四川公生明
律师事务所陈浪律师介绍说，近
十年以来，成都的多家餐饮公司
都在尝试注册“川西坝子”商标，
但都未能注册成功，原因在于
1999年已有一个带“川西坝子”字
样的图形商标（商标号：1269980）
被成功注册，所以，其他公司在注
册时均被驳回。因此，2013年，川
西坝子红码头公司才防御性地注
册了“川西坝子红码头”文字商标

（类似的情况，其实川西坝子公司
也防御性地注册了“火锅摆在川
西坝子”商标）。

而2016年，川西坝子公司在自
行注册被驳回后，经过商业途径
获得了“川西坝子图形”商标，并
成功注册了后来的系列川西坝子
商标。且随后利用该商标对“川西
坝子红码头”商标提出了无效宣
告申请，并成功宣告“川西坝子红
码头”无效。

直营店只有4家
但成都竟有

70多家“川西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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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门店200多家
消费者对餐饮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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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经拿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关
于“川西坝子”的《商标注册证》，川西坝子
公司却仍然面临尴尬的难题：光在成都就
有至少70家叫“xx川西坝子”“川西坝子
xx”的火锅店，使用了“川西坝子”商标。

3月11日，记者联系到“川
西坝子红码头”商标的实际持有
方——成都川西坝子红码头餐
饮管理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川西坝子红码头公司”）。

孩子出生次日外婆去世 外公躺在ICU

孩子母亲网上求助
5400余热心人捐款

原本今天是宋询的预产期。但本月初，她的父亲突发病毒性
脑炎倒下，直至现在也未脱离生命危险；母亲又因悲伤过度呼吸
心跳骤停，没能醒来看一眼孙子就不幸辞世……

噩耗频传，高昂的ICU费用和后续的治疗费令宋询束手无
策。3月12日，万般无奈的她在网络筹款平台发起了求助，通过热
心邻居和朋友们的积极转发，截至14日下午17时，一共有5410名
好心人向她伸出援手，共筹得捐款185032元。

泸州法官捐款设基金
专门用于发动群众揪“老赖”

制图 黄敏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19066期开奖结果：308。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19029期开奖结果：红
色球号码：08 11 17 23 32 33 蓝色球号码：10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体
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066期开奖结果：257，直选：3212注，每注
奖金1040元；组选3：0注。（12673271.9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066期开奖结果：25792，一等奖35注，每
注奖金10万元。（219594631.4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37期：13113333331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9039期：30303113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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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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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坝子红码头公司董事长胡建清表示，自己公司已经在
国内外共有200多家店，在成都就有20多家，如果说“川西坝子”名
声在外，肯定是以市场规模大的“川西坝子红码头”影响力最大。
而自己觉得，不管名字叫什么，消费者对餐饮的认可在于好不好
吃，对于市场上众多的“川西坝子”，继续过多地纠结于“打假维
权”，可能会对“川西坝子”整体餐饮品牌造成不良影响。

同时，川西坝子红码头公司称，因餐饮网络平台删除了“川
西坝子红码头”店铺信息，对公司造成不良影响，已在厦门相关
法院起诉，但陈浪表示，法院资料不方便提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拿到了“川西坝子”商标，但事实上，餐饮市场上，挂着“川西坝
子”名字的火锅店仍然不在少数。起诉？时间周期长，费用高，而且
数量太多。

据了解，正式拿到“川西坝子”商标注册证后，川西坝子公司曾
向某餐饮网络平台发送了“侵权门店申请”的邮件，附上相关资料
并表示“贵网有多家不属于我公司（四川川西坝子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授权的门店，现要求贵网予以删除相关品牌信息”。

记者从该餐饮网络平台了解到，年前平台确实下架了一批
“川西坝子”商标侵权的门店，后续又处理过几个被投诉的侵权
门店，是以“商标侵权类型”进行下架的。

川西坝子发申请
网络平台下架部分“侵权门店”

网络平台下架门店信息
川西坝子红码头向法院起诉

赵拓告诉记者，老板周波是在
2010年开的第一家“川西坝子火锅”，
最先叫做“火锅摆在川西坝子”，后来
才有各种和“川西坝子”名字类似的
火锅店开了起来，老板还觉得高兴，

“别人‘仿’自己说明自己做得好”，并
没有意识到应该申请商标专利。

2015年3月，川西坝子公司取得
了“川西坝子”注册商标独占使用
权，并在随后陆续取得了“川西坝
子”图片、文字的商标注册证。

2016年7月，川西坝子公司向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
会（以下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提
出对“第16143291号‘汇蜀川西坝
子’商标无效宣告请求”，2017年3
月17日，商标评审委员会审理认
为：“汇蜀川西坝子”与“川西坝子”
两个商标在呼叫、文字构成上区别
不明显，已构成近似商标，如并存使
用于同一种或类似服务上易使消费

者认为二者来源于同一主体或服务
提供者之间有特定关系，从而对服
务来源产生混淆误认。两者处于同
一地域亦加大了混淆的可能性。”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三十
条、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和第四
十六条裁定对“汇蜀川西坝子”予以
无效宣告。

2017年9月18日，商标评审委
员会以相同裁定理由对“川西坝子
红码头”商标在“住所（旅馆、供膳
寄宿处）；备办宴会；餐厅；饭店；餐
馆；自助餐馆；茶馆”服务上予以无
效宣告。

随后，“汇蜀川西坝子”和“川西
坝子红码头”商标的所有人均到北
京知识产权法院上诉，法院驳回诉
讼请求。2018年7月24日，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川西坝子红
码头”商标所有人上诉，维持北
京知识产权法院原判。

多家挂“川西坝子”名头的火锅店
被法院宣告商标无效

媒体曝光火锅店食材 川西坝子“躺着中枪”

但陈浪解释说，即使“川西坝
子红码头”文字商标被宣告无效，
但也不影响公司继续使用带有

“红码头”角标的“川西坝子”商标
图样，这是因为，商标法规定了一
项“商标在先使用权”，是指“在注
册商标的申请日之前，就已经在
该商标注册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
务或者类似商品或服务上善意连
续地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
似的商标的，该商标使用人有权
继续在原商品或者服务上继续使
用该商标。”

川西坝子红码头公司出示的
情况说明表示，成都市捷洁家宴
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属川西坝子
红码头公司前身）最早于2009年

开始使用“川西坝子”商标，自
2013年开始，为了与其他川西
坝子市场主体相区别，在原有

“川西坝子”字样的基础上增

加了“红码头”角标，并成立了川
西坝子红码头公司，形成当前使
用的带角标的“川西坝子红码头”
商标图样，并持续使用至今，“远
早于对方的商标申请时间。”北京
知识产权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判决的“川西坝子红码头”文字
商标无效，也仅仅是对商标权的无
效宣判，属于“川西坝子红码头”商
标的行政确权程序，并非判定“川
西坝子红码头”构成商标侵权。

同时，陈浪还表示，川西坝子
红码头公司认为，最早注册的“川
西坝子图形”商标注册后多年一
直未使用，按照商标法相关规定，
应当被依法撤销，而且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已
宣告对其予以撤销。“现在‘川西
坝子图形’商标从行政程序上已
经宣告无效了，正在走司法程序
宣告。”

“对方图形商标注册后多年不用,
国家工商总局已宣告撤销”

失去先机 多家公司注册“川西坝子”未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