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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商标的符号要素为自创无含义的
单词或词组、由动物卡通造型或通过特殊手
法表现出形态的，属于强商标。构成商标的
符号要素为普通有含义的单词或词组、某类
商品上常见图形、自然界动物常见形态的，
属于弱商标。

一般而言，商标固有显著性越强，获得
特殊保护的可能性越大。

那么，“1919”属于哪一类型的商标？从
庭审可见端倪。

商标
显著性

指 商 标
所具有的标示
企业商品或服
务出处并使之
区别于其他企
业之商品或服
务的属性。

1919公司（上）与上海两家店铺门头照片（合成图）

关于知识产权或者商标争议，窦俊伟律师给出了自己的
一些看法。

窦俊伟表示，商标注册显著特征是注册商标必备的一
个特性，应避免使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或者约定
俗成的名称、图形、型号，例如酒类行业中不宜将数字“9”和

“酒类直供”等行业常用的数字和词汇作为商标。正是因
为这个原因，建议在注册商标时应该尽量选择那些具有较
强显著性的标识。

“随着企业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和提高知识产权专业化已成为社会的一种发
展趋势。企业应在初创期就尽早进行知识产权布局，有条
件的还应寻求专业人士的技术支持，尽可能最大化保护公
司的知识产权、做好专业的风险防控措施。”窦俊伟建议。

此外，有关驰名商标，甘肃昭熙律师事务所孙晶晶律
师称，我国法律虽规定了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根据案
件需要，对驰名商标作出认定，但即使企业经过法院认定
构成驰名商标，也仅适用于该案，作为商标所有权人的企
业，不能在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上，或者在广告宣传、
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使用“驰名商标”字样。

小店店招带“19”
被诉侵害1919商标权

2018年10月31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公开审理了原告1919诉讼上海市浦东新
区洋泾街道建达百货商店和上海市浦东新区
康桥镇祥醇尚品烟杂店侵害商标权的案件。

该案件中，1919提出诉讼请求称，被告
未经许可，擅自在其店招和店铺显著位置使
用 和 1919 所 拥 有 的 第 5075775 号 、第
10572250号、第7722917号注册商标近似的
标识，构成在相同服务上使用与原告注册商
标近似的商标，足以误导消费者，侵犯了原
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被告辩称，其店招和店铺中使用的标识
与原告主张权利的商标在数字组成、图案符
号和字体上都不相同，不会造成混淆误认，其
也不存在引起混淆的故意。而且其除经营酒
类外，还销售香烟等，且仅在线下销售，与原
告的服务领域及经营渠道均不相同。因此，他
们认为原告在本案中不存在损失，主张的合
理费用也没有依据，故不同意1919全部诉请。

法院审理认为，无论是整体比对还是商
标主要部分比对，被诉侵权标识“9519酒类直
供”和“917酒类直供”与原告第5075775号、第
10572250号、第7722917号注册商标均不构成
商标近似，且在案证据亦未证明，被诉侵权标
识足以或已实际导致相关公众混淆误认。

最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定，
两被告在同一种服务上使用的被诉侵权标
识与原告在本案中主张权利的第5075775
号、第10572250号、第7722917号注册商标均
不构成近似。两被告使用涉案标识之行为未
侵犯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判决驳回了原
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知识产权法院：
不构成商标近似

一审败诉后，1919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提起了上诉。今年5月8日，上海知识产权法
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理认为，上诉人主
张保护的三个注册商标的主要识别和呼叫
部分均为数字“1919”，上诉人提供的为酒类
经营服务，而“1919”为中文“要酒要酒”的谐
音，故“1919”的固有显著性相对较低。且上
诉人提供的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其主张保
护的三个注册商标通过使用已经与其提供
的服务建立了唯一的对应关系，具有了较强
的显著性。上诉人使用的被诉侵权标识的主
要识别部分为数字“9519”和“917”，虽然

“9519”以及“917”与“1919”均为数字，但数
字位数不同，且字形、读音、含义及各要素组
合后的整体结构均存在明显差异，以相关公
众的一般注意力，不会对两者提供的服务来
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两者存在特定的联系，
故一审法院认定被诉侵权标识与上诉人的
三个注册商标不构成商标近似，并判决驳回
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最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作为终审法
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

1919公司：
不会对后续诉讼产生不利影响

采访中，窦俊伟律师告诉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1919在上海进行了大量的商标侵权
诉讼，至少有几十起，而上述两起诉讼，则是
第一批出判决书的。窦俊伟称，“这两起案子
的判决结果，对壹玖壹玖的后续诉讼可能会有
比较大的影响。”

而1919方面则表示，公司在上海确实发
起了多起侵犯公司包括注册商标在内的知
识产权的诉讼，这些案件多数都胜诉了，公
司认为这两起案件不会对后续案件的审理
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1919表示，公司在发展壮大的过程
中，难免会遇到这种被“碰瓷”的情况，1919对于
自己知识产权的保护，一定会持续进行下去。

侵权
诉讼

1919提出
诉讼请求称，
被 告 未 经 许
可，擅自在其
店招和店铺显
著位置使用和
1919所拥有的
第5075775号、
第 10572250
号、第7722917
号注册商标近
似的标识，构
成在相同服务
上使用与原告
注册商标近似
的商标，足以误
导消费者，侵犯
了原告的注册
商标专用权。

上海知识
产权法院为何
做出这样的终
审判决？1919
公 司 败 在 哪
里 ？成 都 商
报-红星新闻
记者查阅了相
关判决书，并
采访了多位律
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判决书中发
现，两起案件中有争议的证据是：内容为原
告1919获评“四川百强企业”“2017四川电子
商务领袖平台奖”等和涉案第7722917号注
册商标获评“四川省著名商标”等荣誉证书
和荣誉奖杯，1919均未提交相关证据的原
件，被告亦不认可，法院最终对该证据均不
予确认。

对此，北京市百伦（天津）律师事务所朱
彤梅律师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一
般来说，商标法只保护注册商标，但是，对驰
名商标却会特别保护，“即使未注册，只要认
定为驰名商标，也会受商标法保护。”

甘肃昭熙律师事务所孙晶晶律师则表
示，如果企业认为其商标是被大多数公众所
熟知，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在其关于商
标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可以请求法院作为驰
名商标进行保护，法律对驰名商标的保护范

围较广，即使是在不同商品上复制、模仿或
者翻译他人驰名商标进行注册的，如可能使
公众认为与该驰名商标有联系，给公众产生
误导的，应不予注册或认定为侵权。“因此，
不能说认定为知名商标对于诉讼有帮助，只
能说，在某些案件中，对于驰名商标，法院会
扩大起保护范围。但是否构成侵犯注册商标
专用权，重点还是看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
侵犯商标专用权。”

而窦俊伟律师认为，壹玖壹玖未提交出
上述荣誉证书和荣誉奖杯的证据原件，当然
会对诉讼有影响，“据1919代理律师说，公司
不愿意配合将这些原件交给代理律师，可能
是因为这些原件很重要，怕有损毁丢失的。
具体就不清楚1919为什么不提供原件了。”

对此，1919方面回应称，关于和代理律
师的合作，不存在不愿配合的情况，都是积
极配合律师处理相关诉讼事项的。

窦俊伟律师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这两起商标侵权诉讼案件中，控辩双方
最大的争议点在于被诉侵权标识与1919的
注册商标是否构成近似？是否容易导致公众
混淆？

而法院正是基于“无论是整体比对还是
商标主要部分比对，被诉侵权标识与1919注
册商标均不构成商标近似”而驳回了诉讼人
的诉讼要求。

具体来说，1、数字“19”是中文“要酒”的
谐音，商标中的“1919”即取“要酒要酒”之

意。鉴于双方都从事酒类经营服务，故数字
“1919”的固有显著性相对较低。

被诉侵权标识与1919商标都进行了一
定程度的艺术化修饰，但所呈现的效果并不
相同。

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判断，
被诉侵权标识的主要部分和1919商标的文
字的字形、读音、含义及标识要素组合后的
整体结构均不相似。

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被诉侵权标识足以
或已实际导致相关公众混淆误认。

窦俊伟律师还透露，庭审中1919主张
商标侵权损失的时候，要求以1919的加
盟费为标准计算损失，但是1919却未告

诉其代理律师加盟费标准，自然也无法
证明损失。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白兆鹏

律律//师师//观观//点点

酒类行业不宜将数字“9”作为商标

“四川省著名商标”等证据原件未提交证据争议证据争议

“19”“要酒”谐音 商标固有显著性相对较低侵权争议侵权争议

主张以加盟费计算损失 但未透露标准？损失争议损失争议

上周，A股市场的焦点当然是科
创板。首批25家公司集体上市，给市场
带来了新鲜血液，也在时隔多年之后，
又看到了无涨跌幅限制新股的炒作。

对于科创板的闪亮登场，达哥到底
有何观点？“疯狂”之后，市场又将何去何
从？28日，达哥与牛博士就此展开讨论。

牛博士：达哥，你好。还是请你先
点评一下科创板的表现吧？

道达：第一，虽然周五不少科创板
个股显著回调，但我认为大部分参与
科创板的投资者还是赚钱了的，赚钱
效应已经出来了。这5个交易日，除了
第二天可能套了些短线客，但随后的
表现，总体是比较强的，其中有多只个
股股价都突破了上市首日的高点。而
一些个股涨幅虽然不大，但周五的调
整幅度其实也是比较小的。

第二，科创板的这5个交易日，是
A股多年之后首次出现无涨跌幅限制
的交易，经过5天的逐渐适应，个股的
表现开始慢慢趋稳，只要前一交易日
不大幅度拉尾盘，那么次日基本上不
会出现大跌的走势。

第三，科创板的火爆交易，并没有
对主板市场带来不利影响。相反，市场
热情从科创板扩散到了主板市场，科
技股明显升温。

最后我想说的是，有资格参与科
创板的投资者，大部分都是股市老手，
尽管初期有些“疯狂”，但随着无涨跌
幅限制的时间过去，科创板的交易会
日趋理性。

牛博士：7月行情即将收官，8月行
情即将开始，是否有望再接再厉，向上
打开新的上升空间？

道达：本周，我认为又到了一个比
较关键而且敏感的阶段。第十二轮中
美经贸磋商将在7月30日至31日在上
海举行。这一焦点事件关注度非常高，
而且也将对市场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
响。而现在，各路机构实际上对此已经
有了更为理性的预期。

美联储议息会议将在本周举行，到
底降不降息，降息多少点，都是关注焦点。

总的来说，下周如此多的重磅事
件，很可能会给市场带来不小的震荡。

牛博士：那么，在操作上有没有什
么建议？

道达：近期，市场对科技股的态度
明显是升温的，不仅仅是科创板公司，
沪深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的不少科技
股，都走出了独立行情。我个人认为，
接下来可以适当在这些方面予以更多
的关注。从大的方面来看，我认为不管
是什么类型的公司，市场最终看重的，
归根结底还是要看业绩。 （张道达）

暴风集团实控人冯鑫
涉嫌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

7月28日晚间，暴风集团（300431，
SZ）发布公告，公司实际控制人冯鑫
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
施，相关事项尚待公安机关进一步调
查。“截至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公
司管理层将加强管理，确保公司的稳
定和业务正常进行。同时，公司将制定
相应工作管理办法及应急预案，最大
限度保障公司各项经营活动平稳运
行。”公告称。

公告未披露冯鑫因被公安机关采
取强制措施的原因。但今年以来，暴风
集团一直风波不断。

5月，暴风集团旗下的暴风TV曝
出“遣散”风波。多位暴风TV工作人员
称，他们各自收到“遣散”通知，其中提
到总部发出通知，队伍宣布解散。

6月，一份售后政策变更通知显
示，暴风TV产品售后服务从6月1日起
全面调整为有偿服务。

7月12日，暴风集团发布半年报亏
损预告，预计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
月30日暴风亏损2.3亿~2.35亿。

实际上暴风集团的财产也所剩无
几。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北京
法院审判信息网上发现，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通过财产调查系统对暴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暴风集团）的银行
存款、车辆、房产、股权及其他财产进
行调查，未发现暴风集团有其他可供
执行财产。

暴风集团还多次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
示，暴风集团在今年3月14日、4月8日
和6月14日，均因“全部未履行”缴纳
执行案款而被法院立案，后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标的涉及金额约
242.2万元。

对于冯鑫本人而言，也面临资金
上的麻烦。5月，光大子公司将暴风告
上法庭，索赔逾7.5亿元。光大浸辉和
上海浸鑫请求法院判令暴风及冯鑫支
付因不履行回购义务而导致的部分损
失本息共计约7.5亿元人民币。冯鑫本
人名下的上市公司股票也几乎全数被
质押或冻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本手
记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险自担。

又到了关键时刻
——道达对话牛博士

近日近日，，壹玖壹玖酒类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壹玖壹玖酒类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下简称19191919））与上海市浦东新区洋泾街道建达百与上海市浦东新区洋泾街道建达百
货商店和康桥镇祥醇尚品烟杂店关于商标权争议的案件有了最终结果货商店和康桥镇祥醇尚品烟杂店关于商标权争议的案件有了最终结果。。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92019年年66月月2525日作出终审判决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驳回19191919的上诉请求的上诉请求，，两起诉讼均维持原判两起诉讼均维持原判，，
且两起诉讼的受理费均由原告且两起诉讼的受理费均由原告19191919负担负担（（已交纳已交纳）。）。

北京盈科北京盈科（（上海上海））律师事务所的窦俊伟律师系上述两起诉讼案件被告人的代理律师律师事务所的窦俊伟律师系上述两起诉讼案件被告人的代理律师。。他告诉成都他告诉成都
商报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红星新闻记者，，19191919在上海进行了大量的商标侵权诉讼在上海进行了大量的商标侵权诉讼，，至少有几十起至少有几十起，，而上述两起诉讼则是而上述两起诉讼则是
这一系列诉讼中最先出判决书的一批这一系列诉讼中最先出判决书的一批。。窦俊伟律师认为窦俊伟律师认为，“，“这两起案子的判决结果这两起案子的判决结果，，对对19191919的后续诉的后续诉
讼可能会有较大的影响讼可能会有较大的影响。”。”

庭审
复盘

商标不构成近似
无论是整体比对还是商标主要部分比对，“9519酒类

直供”和“917酒类直供”与1919公司第5075775号、第
10572250号、第7722917号注册商标均不构成商标近似。

未导致公众混淆
虽然“9519”“917”与“1919”均为数字，但数字位数不

同，且字形、读音、含义及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均存在明
显差异，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不会对两者提供的服务
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两者存在特定的联系。

败 在哪儿1919

商标显著性不强
1919公司主张保护的三个注册商标的主要识别和呼

叫部分均为数字“1919”，1919公司提供的为酒类经营服
务，而“1919”为中文“要酒要酒”的谐音，故“1919”的商标
固有显著性相对较低。

1919公司在沪还有多起商标侵权诉讼
1919：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会持续进行

1919诉9519、917商标侵权

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