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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资料显示，万达儿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万
达集团旗下公司，这家公司涉及的著作权纠纷非常多，截
至11月22日，已有判决（包括调解）49起，开庭公告218个。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对比了已有的判决书和目
前的商家起诉书，不少起诉书大体一致，涉及的著作权
作品主要就是以上三个美术人物形象，起诉范围遍布广
东、陕西、浙江等地，11月，成都荷花金池的多名商家也
收到了起诉书，目前尚未开庭。

谭宜生案件承办法官严荣源介绍，如今，不少著作
权利人越来越注重知识产权保护，近几年，卡通人物喜
洋洋、小猪佩奇的著作权纠纷比较多。

11月20日，记者联系到了为万达儿童做公证的重庆
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李雷，万达儿童的公证书，大部分
由他出具的。他介绍，著作权利人持相关登记证书到公
证处，委托公证。

“她说重庆市有很多商家在侵他们的权，要求我们对
购买过程进行公证，方便取证。”李雷说，他和另外一名公
证处工作人员，陪同委托人去商家购买玩具，委托人自己
拍摄照片取证，公证处将买好的玩具封存，交给委托人，
公证处出具公证书。“万达儿童公证的有十几二十起。”

为何涉诉案件会这么多？能否达到净化市场的目的？
“我确实不清楚万达儿童的目的，只能说是主张权

利的一个手段，要说效果，有一定的作用。”万达儿童代
理律师李发举说，记者通过他向万达儿童转达了采访请
求，截至发稿时，尚未收到回复。

超便宜：
低价销售体验卡
20元两次洗剪吹

位于武侯区置信路8号的怡瑞
造型美发店已有近两月没开门了。
门上粘贴了多张告示：“此房涉及经
济纠纷”“怡瑞造型还我钱”“怡瑞造
型老板卷钱跑了！联系不上……”

由于来讨说法的顾客很多，报
警的人也很多，当地派出所直接在
门上张贴告示：如与该理发店有经
济纠纷的会员，请联系红牌楼派出
所，并附上联系电话和地址。

那么，充值顾客是如何一步步
被骗的呢？

据家住附近的黄女士介绍，店
铺是今年4月份才开业的，当时开业
声势很大，几十个人上街宣传，销售
的产品也很诱人，“买体验卡20元可
以洗剪吹两次。”想着家里人都要
用，黄女士一口气买了20张。可还没
等这20张体验卡消费完，要做头发
烫染时又让充值，“充得越多，折扣
越大。”黄女士说，以洗剪吹为例，不
充值是原价88元/次，充值则可享受
9.9元/次，最后她充了4000元。

然而没想到的是，9月28日，店
铺就接连发出通知：首先是国庆放
假休息，国庆节后又以店长结婚为
由放假。黄女士想着卡里还有近
3700元，越想越不对劲儿，马上她就
致电店铺法人张福兵询问情况。黄
女士说：“他要么不接电话，要么接
了我就被反骂一通。”在电话中，张
福兵还告诉她，品牌已经卖出去了，
让不要再找他。那时她才知道自己
的钱可能真的“打水漂”了，她马上
报了警。

随着知晓的人越来越多，黄女
士发现，有很多跟她一样的受害者。
袁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在他不知情
的情况下，妻子充值了2000元。袁先
生得知价钱这么便宜，他认为这里
面肯定有猫腻，就让家人尽快消费
完，可还没等消费三分之一，就被告
知关门了。

据受骗者统计，已知受骗者至
少有50-60人，涉及金额至少在3万
元以上。

套路深：
给每个顾客剥糖
理发师要给顾客买饭

受骗的肖女士也直言，从来没
见过服务如此到位的理发店。每次
去店里消费，店员都会剥好一颗糖
送到你手上，而且店里有很多吃的，
水果、坚果、糕点……“连香蕉也是
把皮剥了给你。”而且有时做头发太
久，理发师还会给你买饭、买饮料。
有一次她做头发做到了晚上11点
过，店长还亲自开车送她回家。

事发前，肖女士也在想，这个理
发店环境很一般，这样高的待客成本，
能支撑多久？不过，由于这些贴心的细
节，肖女士也被“套路”了700多元。

肖女士告诉记者，这个理发店
是有“套路”的，第一次去让你充值，
第二次去又让你买洗发水，等她第
二次走的时候，店员还告诉她，“你
下次来还有一种优惠哦。”肖女士
说，她当时就有点生气了，“有优惠
怎么不一次说完！”可等她第三次去
时，就已经关门了。

其实，肖女士所遇到的这些“用
心”服务，都是美发店经常培训的内
容。曾在该美发店洗头的员工小晏
向记者确认了此事。他告诉记者，

“店里没事就培训，一周至少要培训
3天。”培训的内容是如何“用心”对
待顾客，“包括给每个到店的顾客剥
一颗糖；做头发太晚，理发师必须给
顾客买饭，不买就要‘罚款’等等。”
培训的人告诉他们，只有这样才能
获得顾客信任，才能提高业绩。对于
老板是否有跑路的嫌疑？小晏说，由
于他只干了两个多月就辞职了，所
以并不知晓。

记者调查：
中和镇两家分店已经转手

该店小股东余小姐虽然不知道
跑路的事情，但在今年7月她提出辞
职时，她还被老板滕俊闯要求承担
卡金1万多元。

据在置信路办卡的顾客说，当
初办卡时，店员告知如果置信路店
不开了，可以到另外两个店消费，但
当顾客们去消费时却被告知不是同
一个老板卡不能用。

余小姐说，虽然置信店的法人
是张福兵，但其实3家店真正的老板
都是吉林人滕俊闯。小晏也向记者
确认，当时另外两家店忙不过来时，
他还曾被抽调过去帮忙。

那事实如何呢？记者在网上查询
到，滕俊闯是高新区中和怡瑞造型
店、高新区新怡瑞造型美发店的法
人，仍是存续状态。武侯区欣怡瑞美
发部法人为张福兵，也是存续状态。

记者到中和镇走访时发现，两
家店现都已被转让，而且朝阳店的
转让时间就在几天前。朝阳店现任
经营者廖巨伟告诉记者，他是几天
前才从滕俊闯手中转让过来的。记
者看到，在营业执照上，这家店已被
改名为：高新区凯怡瑞理发店。

廖巨伟说，他是11月20日才注册
的，“当时他要价18万，最后12万成
交，还接手了该店顾客充值的10万元
卡金。”自从他接手以来，就有置信店
的顾客要来消费被他拒绝，还有公
安、工商部门的人过来调查。廖巨伟
说：“早知道这个店还有那么多事没
处理完，我肯定不会接手。”因为当时
转让时很匆忙，所以他也并没有留下
滕俊闯的身份证等相关信息。

记者拨打会员卡上留下的3个
电话，除一个是前员工的电话外，另
外两个为无人接听或是无法接通状
态。记者通过该店前员工加上张福
兵的微信，说明来意后被告知：不
是，加错了。

万达旗下公司批量起诉小商贩侵权

卖价几十元的玩具
为啥被索赔3万？

最终，每个案子以被告赔偿2500元和解

开庭审理
要求每个玩具赔偿经济损失3万元
法院对4个被告7起案件合并审理

“被告的行为给万达儿童造成了巨大
的经济损失，要求被告每个玩具赔偿经济
损失3万元”11月21日，谭宜生案件在重庆
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当日法院对
4个被告7起案件合并审理，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参与了旁听。

当日开庭，万达儿童委托重庆百君律
师事务所律师李发举出庭，他陈述说，被侵
权的为3个美术人物形象，分别为《海底小
纵队》中的“巴克队长”“呱唧”和“皮医生”。

他当庭出示的《作品登记证书》显示，
英国的一家C公司创作了三个人物形象，将
其转让给了英国V公司，V公司于2011年取
得了三个作品在全球的著作权，并在2015年
2月5日进行了作品登记，2017年10月16日，V
公司将《海底小纵队》的著作权转让给了万
达儿童，万达儿童有权以自己的名义采取但
不限于民事诉讼等手段进行维权。

4个被告未经许可，擅自在店铺售卖3
个卡通人物形象玩具，整个售卖过程，万
达儿童进行了公证。

“被告的行为给万达儿童造成了巨大
的经济损失。”李发举说，为了佐证经济损
失巨大，他提供了《海底小纵队》往年媒体
报道和网络销售平台的截图页面，要求被
告每个玩具赔偿经济损失3万元。

经过律师指点，记者在庭上看到，卡
通形象使用不仅指玩具本身，在包装上使
用也被起诉了。

庭后和解
最终以2500元一个案件和解
原告当场撤诉

“你们全国都在告，涉诉案件上千个，
若是为了杜绝侵权，向全国发公告或者提
前打招呼即可，为何要采取这种耗时耗力
的起诉方式？”

4个被告7起案件，三个被告出席，其
中一个被告缺席审理。整个庭审过程中，
法官围绕著作权的来源、是否经过登记、
认证等问题进行详细调查。

不过，被告更关注的是万达儿童的起
诉目的、方式。

“据我所知，你们全国都在告，涉诉案
件上千个，一个玩具卖几十元，你们索赔3
万一个，你们到底是为了啥子呢？”九龙坡
区西彭镇囡囡孕婴用品经营部经营者胡小
松问，若是为了杜绝侵权，向全国发公告或
者提前打招呼即可，为何要采取这种耗时
耗力的起诉方式？另外一名被告吴用强也
表示，《海底小纵队》在全国的知名度并不
高，即便是正版产品，也不过是几十元一
个，而原告索赔3万元。“卖两三个几十元的
产品，就能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谭宜生主张说，被告以消费者的名义
购买玩具，主张维权应当适用《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而公证时又以公司的主体委
托公证并起诉，法律主体资格不适合，应
当驳回。

对于这些质疑，律师只是点头，并未
作出答复。

被告售卖的玩具与原告的卡通人物
形象是否实质性相似，是本案的核心点，
被告均坚持要求原告拿出玩具实体来比
对，而不是拿一张图片来比对。

法官释义说：“著作权纠纷，可以拿作
品来对比，不需要用玩具作品。”

对于律师出示的两个小玩偶，胡小松
一口承认。“是一样的嘛。”而吴用强和谭
宜生则提出异议，谭宜生指出了十几处异
同点，并拿出自己玩具《海洋巡逻派》的玩
具公仔登记证书和外观专利设计证书，以
佐证与原告的是两个作品，不构成侵权。

对于谭宜生的举证，律师指出，第一
不是原件；第二，作品登记时间晚于原告
的；第三，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经过一天的审理，法庭未当庭宣判，
庭后原被告再次提出和解意愿，原告坚持
认为5000元一个案子和解，被告坚持2500
元一个案子和解。经过法官长达2个小时
调解，最终以2500元一个案件和解，原告
当场撤诉。

11月15日，重庆腾翼玩
具经营部负责人谭宜生收到
法院传票，涉嫌侵犯著作权，
他被万达儿童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万达儿童）起
诉，要求索赔6万。

“2个玩具，一个卖100
元，一个卖80元，一个玩具一
个案子，每个索赔3万，总共6
万。”谭宜生说，事后了解到，
因同样事由被起诉的不止他
一家，截至11月22日，根据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掌握
的线索，已知重庆至少有14
家商铺被起诉。

11月21日，谭宜生案件
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当日法院对4个被告
7起案件合并审理，经过一天
的审理，庭后双方和解，最
终，每个案子以被告赔偿
2500元了结。

万达儿童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系万达集团旗下公司。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通
过查阅天眼查和裁判文书网
发现，因为同样的事由，万达
儿童批量起诉商家侵权，截
至11月22日，目前已有判决
（包括调解）案件49起，开庭
公告218个。

法律人士认为，涉诉案
件比较多，与国内注重产权
保护，以及法律专业机构参
与有关，案件以调解告终，难
以达到震慑侵权的目的。

北京市君泽君（成都）律师事务
所方毅律师认为，涉诉案件比较多，
跟越来越多人注重知识产权保护有
关，从单个案子来看，著作权利人用
起诉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本身没有问
题，而且赢面很大。

“但是从这个案子来分析，海底小
纵队不算知名人物形象，如果要主张
自己的权利，在鼎盛时机，效果最佳。”
方毅分析认为，万达儿童的案子遍布

全国，且从调解的金额来看，主张的诉
讼标的与最终调解费用差距巨大，原
告主张权利的目的存疑，是真正主张
自己的权利，还是以主张权利之名，本
质在于索赔？“如果要震慑侵权人，显
然判决方式更好，因为调解书是不会
公开的，达不到净化市场的目的。”

四川美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
国均认为，公司维权本身是一个偶然
的行为，但是由于专业法律机构的参

与，演变成了社会的一种常态。
“很多律师事务所专门接这种案

子。”李国均认为，而著作权人的被告
基本都是一些小商贩，小商贩法律意
识淡薄，被起诉后一般采取调解方式
息事宁人，从而放纵这种行为的存在，
使得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有过头趋势。

李国均认为，著作权法的构成要
件中，对“独创性”有非常高要求，要
求两者相似度很高。

“但是实际操作中，被告法律意
识淡薄，原告除了提供登记证书之
外，不会提供第三方机构的相似度鉴
定证书，仅凭原告的陈述和法官的主
观判断来判断是否相似，导致原告赢
面很大。”李国均说，长此以往将浪费
司法资源，也扰乱整个小微企业的正
常经营和市场秩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美兰

摄影报道

“突然就被起诉违法了，即便在现在，大家说起违
法，还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谭宜生说，根据原告出示
的票据，他清楚地记得5月14日那天卖玩具的细节。

“那天生意很差，店里一个人没有，来的是一男一
女，女的直接进店找玩具，找了三盒出来问我还有没有，
她全部要了。”谭宜生说，在义乌商贸城卖东西，第一次
见买家不讲价，三盒“海洋巡逻派”玩具，大的100元，中
的80元，小的40元，总计220元，因为这款玩具在行内并
不畅销，他只卖了三套，目前已无库存。谭宜生如今推
测，另外一名男的就是公证员。

谭宜生说，那名女子出了自家店，又去了别的玩具店，
后来，义乌商贸城有3家商铺被起诉，间隔1个礼拜开庭。

“真正侵权的不是生产厂家么？是他们生产了这些
玩具，我们才能进货，为什么不起诉他们，而是起诉我们
这些小商家？”胡小松说，虽然最终只支付了5000元（2个
案子）的赔偿费，他心里还是不舒服。

参与旁听的商家认为，万达儿童起诉商家，看起来
更像是一门生意。“即便一个案子2500元，今天和解了6
个案子，刨除公证费和律师费，剩下就是他们挣的钱。”

真正侵权的不是生产厂家么？

只能说这是万达儿童
主张权利的一个手段

“万达儿童”律师

是为主张权利还是为索赔？
调解难达到震慑目的

法 律 视 角

美发店办卡10元洗剪吹
不到半年卷款跑路

洗剪吹办卡10元，不办卡88元，你办还是不办？家住成都市武侯区
置信路的居民很多都办了，“少则几百，多则四五千。”本以为捡了便
宜，但没想到，不到半年，理发店就卷款跑路了……据了解，已知受害
者至少有50-60人，涉及金额达数万元，当地警方已介入调查。

据当地派出所介绍，该商铺
因为自身经营不善导致无法继
续经营，社区民警已对在该商铺
充值的报警人员做好了登记备
案，同时也通过物业公司及房东
联系该美发店负责人，但并未联
系上。下一步，将通过其他方式
联系。

有10多年美发行业从业经验的
张先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美发店

消费时，尽量不要预充值太多金额，
“500元就是一个上限。”同时，当一
家美发店的消费价格低于市场价太
多，消费者也要引起注意，不要陷入
低价陷阱。

据黄女士介绍，受骗顾客已组
成维权群。若无法解决，将起诉店铺
负责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挺

章玲 摄影报道

下一步将通过其他方式联系商铺负责人

被告侵权的“皮医生”（圈内）

万达儿童的“皮医生”（实际颜
色为灰白色）

事发理发店

理发店玻璃门紧闭套路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