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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

还是“割韭菜”？

■近日，
“逍遥镇胡辣
汤”引发一阵
商标维权风波
后，陕西渭南
市潼关县“潼
关肉夹馍”再
陷商标纠纷。

协会称要继续使用该商标
需缴纳99800元

“我开的店原来叫
‘岐俏俏老潼
关肉夹馍店’
，现在把
‘老潼关’三个
字去掉了，目前调解的初步结果是
赔7000多块钱。”郑州岐俏俏肉夹馍
店高老板告诉记者，他于2019年对
“岐俏俏老潼关肉夹馍”进行注册商
标，在今年10月份收到了侵权“潼关
肉夹馍协会”
的法院传票。
据了解，自11月21日开始，河南

协会

郑州、洛阳、焦作等地市，多家老板
向记者反映，带“潼关”字样的小吃
店被指涉嫌侵权。商户们称，
找他们
维权的是陕西一家名为“潼关肉夹
馍协会”的机构，要求他们赔偿3至5
万元不等，要想继续使用“潼关肉夹
馍”这个商标，则需缴纳99800元。商
户们表示，和他们有类似经历的小
吃店，全国有上百家。

维权初衷是希望商户们
都加入该协会共同发展

天眼查信息显示，潼关肉夹馍
协会成立于2016年6月6日，注册资
本5万元，法定代表人是王华锋，登
记管理机关为潼关县民政局，系社
会 团 体 ，其 宗 旨 为 潼 关 肉 夹 馍 培
训、推广、宣传。其历史名称为“老
潼关小吃协会”
。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
商标网信息显示，老潼关小吃协会
于2014年4月14日申请注册了“潼
关肉夹馍”商标。该商标的国际分
类为30，注册公告日期为2015年12
月14日，专用权期限从2015年12月
14日至2025年12月13日，商标类型
为集体商标。
此前该协会相关工作人员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协会是从
2020年12月开始委托北京一家律
师事务所做全国商标维权，初衷是
希望所有做“潼关肉夹馍”的商户
都能加入该协会共同发展，具体维
权进展情况以及后续处理问题，协
会表示并不清楚具体细节。
天眼查信息显示，潼关肉夹馍
协会以“侵害商标权纠纷”
“商标权

当地官方

权属、侵权纠纷”等理由起诉了数
百家小吃店、食品店、美食店。天眼
查显示的近几个月的开庭公告就
有210条。这些被起诉的小吃店分
布全国各地，有的是河南焦作的，
有的来自浙江杭州，有的则是广东
佛山的。
2021年“嘉兴市经开长水潘浩
小吃店”
因涉嫌商标侵权被
“潼关肉
夹馍协会”告上法庭。因未经过“潼
关肉夹馍协会”的授权许可，
“嘉兴
市经开长水潘浩小吃店”擅自在店
招门头、店内宣传及包装袋等使用
与“潼关肉夹馍协会”商标近似的
“老潼关肉夹馍”
及
“潼关肉夹馍”
字
样，
给消费者造成混淆、
误认。
2021年6月17日，浙江省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认定，
“嘉兴市经开长水潘浩小吃店”的
行为侵犯了“潼关肉夹馍”商标注
册专用权，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
损失的民事责任，需赔偿“潼关肉
夹馍协会”经济损失11000元（包含
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合理
费用）。

律师

■记者注
意到，潼关肉
夹馍协会已起
诉全国多个被
指使用该商标
的店铺，近几
个月内有210
个开庭公告。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记者 王宾）针对美国国务
院近日公布的“领导人民主
峰会”受邀名单包括台湾一
事，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4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
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邀请
台湾当局参加所谓“领导人
民主峰会”，
严正敦促美方停
止向“台独”
势力提供任何讲
台，
停止为
“台独”
势力张目。
赵立坚说，中方坚决反
对美方邀请台湾当局参加所
谓“领导人民主峰会”。世界
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
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
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
系准则。台湾除了作为中国
的一部分，没有别的国际法

有假借维权的途径
收取“会员费”的嫌疑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付
建表示，当商标的独特性与社会公
共需要的普遍性产生冲突时，根据
商标的特性，应让位于公共利益的
需 要 。这 也 与《商 标 法》的 立 法 目
的：保障消费者和生产者、经营者
利 益 ，促 进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发

展，相一致。
潼关肉夹馍协会“割韭菜式”
的维权，有假借维权的途径，收取
“ 会 员 费 ”的 嫌 疑 ，此 举 不 当 且 违
法。先以懈怠的态度对待侵权，再
以“收割韭菜”的方式维权。
据澎湃新闻、
大象新闻、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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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商标之争
表示不搞垄断的
“扬州炒饭”
或许才是更好的示范
含地理名称的商标保护，向来是权
益纠纷中的一大难点。商标是“普通商
标”还是“地理商标”，使用地点表述是
“侵权”还是“善意的描述性使用”，维权
是“保护品牌”还是如网友所说是“收保
护费”
，这些恐怕都大有争议空间。
协会看似有理有据，但商家为难、
公众反感，恐怕主要还是因为协会的
“吃相”太难看了。陕西潼关肉夹馍协会
“批量”起诉了遍及全国的数百家小吃
店，以及开口不低的赔偿金和后续缴纳
费用，都很难让人完全解读为是为了商
标保护和品牌发展，被说成像“收保护
费”
，也符合很多人的观感。
侵权与否需要大量细致的梳理，如
果只摆出强硬的派头，权利主张粗糙笼

统，就必然会遭到巨大的舆论反弹。相
关协会如果希望扩大品牌影响力，那么
对小商家竭泽而渔，逼得它们改头换面
乃至关门大吉，
恐怕也是不明智的。
如果真是出于公益，
比较合理的办法
还是和商家一道，
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共
同成长，
一起把市场和品牌做大做强。
协会
真正起到完善标准、
口味研发、
开拓市场的
作用，
给商家经营多一些业务指导和帮扶。
小吃协会“割韭菜式”维权，注定不
得人心。说到底，很多地方特色美食都
是历史形成的，品牌是广大商家一点一
滴共同打拼出来的，很难说属于哪个企
业或哪个协会。面对商标之争，表示不
搞垄断的“扬州炒饭”，或许才是更好的
示范。
据澎湃新闻

安阳“狗咬人”事件 追踪

四个涉事单位被通报批评 多名涉事干部被处理
新 华 社 郑 州 11 月 23 日 电（记 者
冯大鹏）在“狗咬人”舆情发酵后，23日
晚，河南安阳通报了对涉“狗咬人”事
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决定。
通报指出，安阳市委、市政府责令
安阳市城市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市
公安局文峰分局、文峰区中华路街道
办事处四个单位作出深刻检查，并在
全市通报批评。
对相关人员的处理情况为：给予
安阳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二级调
研员张占方诫勉谈话处理；给予安阳
市城市管理执法支队监督检查科副

商，制定了北京冬残奥会火
炬接力计划。
”
张建东说。
据了解，北京冬残奥会
火种采集与汇集仪式将于
2022年3月2日举行。火种将
选取在残疾人工作方面具有
突出代表性的学校、社区、研
究机构，以及历史文化传承
典范地区、新兴产业基地等
多个点位，分别进行火种采
集。最终，在北京2008年残奥
会火种采集地天坛公园采集
的夏奥之火，并连同上述点
位采集的多个火种，以及从
英国曼德维尔线上采集并通
过虚拟方式传至现场的火
种，共同汇聚生成北京2022
年冬残奥会官方火种。
火炬传递活动将在火种
汇集仪式后，首先将在天坛
公园开展，3日至4日，将继续
在三个赛区进行传递。
“残奥
火炬传递将全面展示三个赛
区的历史人文特色、现代城
市风貌和生态文明建设成
果，反映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冰雪运动和对冬残奥会的热
烈期盼，广泛传播‘勇气、决
心、激励、平等’的残奥价值
观，生动展现残奥运动发展
和包容性社会建设成就。”
张
建东说。

地位。
“我们严正敦促美方恪
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向‘台
独’
势力提供任何讲台，
停止
为‘台独’势力张目。为‘台
独’
势力搭台，
只会让自己下
不来台。
与
‘台独’
一起玩火，
终将引火烧身。
”
至于
“领导人民主峰会”
，
赵立坚说，
中方已多次表明立
场。
他说，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
价值，
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
美方所作所为恰恰证明，
民主
只不过是一个幌子，
是美方拿
来推进其地缘战略目标、
打压
他国、分裂世界、服务自身维
霸私利的工具。
美方披着民主
外衣推行集团政治、
挑动阵营
对抗之举，是冷战思维的再
现，
受到国际社会有识之士的
普遍质疑和反对。

国台办：
“台独”
顽固分子清单上
绝不止苏贞昌、游锡堃、吴钊燮三人
河南广电新闻报道视频截图

商贩，
突然被河南西华县胡辣汤协会
起诉侵犯
“逍遥镇”
商标权。
11月21日
晚间，
西华县胡辣汤产业发展中心发
布说明称，已责令“逍遥镇胡辣汤协
会”
暂停目前正在开展的工作。
有专家认为，
逍遥镇胡辣汤协会
持有的
“逍遥镇”
不是一种证明性质、
集体性质的
“地理商标”
，
而是一般由
具体商家注册的
“普通商标”
，
作为组
织的协会通过一个
“普通商标”
来进行
商标维权并不合适。
也有专家认为，
胡
辣汤协会挟商标以维权的做法，
“不是
在保护商标（协会注册的不是地理商
标），
反而
‘有收保护费’
之嫌。
”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记者 邰思聪）24日晚，在北
京 2022 年 冬 残 奥 会 倒 计 时
100天主题活动上，北京2022
年冬残奥会火炬接力路线正
式对外发布。北京2022年冬
残奥会火炬接力将于2022年
3月2日至4日在北京、延庆、
张家口三个赛区举行，届时
将有约600名火炬手参与火
种采集与汇集、火炬传递两
个活动。
北京市副市长、
北京冬奥
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表示，
火炬接力是冬残奥会的序曲，
是传播冬残奥会“包容、融
合、共享”理念的重要方式，
也将把中国人民的友谊和美
好祝福传递给世界。北京冬
残奥会火炬接力以“迎接冰
雪之约 奔向美好未来”为主
题，以“健康·欢乐·活力”为
口号，与北京冬奥会火炬接
力的主题和口号相一致，表
达了在全球疫情蔓延形势
下，激励全世界残疾人爱护
生命健康、共抗疫情的美好
愿望。
“我们按照
‘两个奥运，
同样精彩’
的目标要求，
在疫
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坚持
简化运行、确保安全的原则，
经与国际残奥委会共同协

外交部：
坚决反对美方邀请台湾当局
参加所谓
“领导人民主峰会”

■陕西潼
关县商业局工
作人员回应记
者称，目前此
事影响面较
广，已经引起
关注，潼关县
政府相关领导
正在和“潼关
肉夹馍协会”
的工作人员开
会协商。

潼关县政府介入
正与协会开会协商

11月24日上午，记者打开“潼关
肉夹馍协会”
官网后发现，该网站背
景已经变成黑色，且满屏闪烁着“无
良协会”的绿色字体，疑似被黑。记
者多次拨打该协会法人代表电话，
均无人接听。
陕西潼关县商业局工作人员回
应记者称，目前此事影响面较广，
已
经引起关注，潼关县政府相关领导
正在和“潼关肉夹馍协会”的工作人
员开会协商。
媒体此前报道，
河南
“逍遥镇胡辣
汤”
近期也引发了一场商标维权风波。
不少经营了十几年
“逍遥镇胡辣汤”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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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火炬接力路线正式对外发布

潼关肉夹馍协会状告全国数百家店

商户

星期四

科长兼市城市管理局专项治理办公
刚党内严重警告、撤职处分，并调离
工作组核查发现，10月9日在安阳
室副主任郭双军党内严重警告、记大
执法岗位。
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门前发
过处分，并给予免职处理；给予安阳
据了解，11月19日，安阳市成立了
生的冲突中，有人携带的伸缩棍贴有
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 “狗伤老人”事件工作组。经核查，涉事
警用标志，但为非警用制式装备。有关
人、二级高级主办蔡国强诫勉谈话处
的两只犬经过训练和芯片植入，中国
部门已对伸缩棍携带者作出警告处
理；给予安阳市文峰区城市管理局执
工作犬管理协会为其颁发了《犬注册
罚，
并依法没收伸缩棍。
法中队副中队长冯海军记过处分；给
登记证》，但该协会介绍，该证不能作
关于网上反映的李小迎涉嫌诈骗
予安阳市文峰区中华路街道办事处
为认定工作犬的充分依据。目前，安阳 “百万”问题，工作组已责成安阳市委
人大工委主任马彦丰政务警告处分； 市城市管理局已对涉事犬只进行收
政法委牵头，组织市政法单位和殷都
给予安阳市公安局文峰分局中华路
容，并注销了涉事犬只的《养犬登记
区公安局、检察院对该案件进行复核。
派出所所长杨占山诫勉谈话处理。给
证》。同时，安阳正组织对全市烈性犬、
另据介绍，23日下午，安阳市召开
予事件当事人安阳市市场监管综合
大型犬进行全面排查整治，确保不再
了全市党员干部“转作风 提效能”警
行政执法支队正科级稽查专员王新
发生类似问题。
示教育整顿大会。

责编 邓旆光 美编 袁治华 校对 陈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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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4 “台独”
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
业和金主进行打击，会以事
示，苏贞昌、游锡堃、吴钊燮
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依
等极少数“台独”
顽固分子挑
法予以精准打击。
动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
有记者问，台湾远东集
图谋分裂国家、危害台海和
团在上海、江苏等五省市的
平，
我们依法对其实施惩戒。 化纤纺织、水泥企业在环保、
可以明确的是，
“ 台独”顽固
土地利用等方面存在违法违
分子清单上绝不止这三人。
规行为被依法罚处。请问发
她说，
我们也注意到，
近
言人能否介绍具体情况？朱
期有个别“台独”
分子跳得挺
凤莲在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高，
甚至声称对未被列入“台
她说，有关执法部门坚
独”顽固分子清单感到“遗
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
憾”。别着急，有他们真正遗
准绳，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
憾的时候。
规和程序，对涉事企业进行
朱凤莲还指出，大陆方
了处罚。
据初步了解，
现已处
面依法对极少数“台独”
顽固
以罚款及追缴税款约4.74亿
分子实施惩戒，
态度明确、立
元人民币，并收回其中一家
场坚定。岛内一些势力公然
企业的闲置建设用地。查处
为“台独”分子撑腰张目，必
工作仍在进行中。相关企业
然遭到应有打击。
任何人、任
违法违规情况与予以处罚的
何势力都不要低估我们捍卫
法律依据均按照法定程序公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
布在相关执法部门网站上，
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可查询了解。
在回应相关提问时，朱
朱凤莲还表示，我们欢
凤莲表示，是否坚持一个中
迎和支持台胞台企来大陆投
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反对
资发展、依法保障台胞台企
还是支持“台独”分裂，都是
正当权益的立场和态度没有
两岸关系大是大非的问题， 改变，愿意率先与台胞台企
攸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和每
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为台
位台湾民众的安全和福祉， 胞台企提供更多同等待遇，
本来就没有任何模糊的空
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更
间。我们真诚希望所有台湾
多造福两岸同胞。希望广大
同胞，像珍视自己的眼睛一
台胞台企明辨是非，站稳立
样珍视和平，像追求人生的
场，与“台独”分裂势力划清
幸福一样追求统一，积极参
界限，以实际行动维护和推
与到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正
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义事业中来。
她指出，我们绝不允许
新闻发布会上，朱凤莲 “台独”
顽固分子的关联企业
还表示，依法打击“台独”顽
和金主在大陆谋利，
绝不允许
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和金
台企一边在大陆赚钱，
一边在
主，根本目的是维护台海和
岛内支持
“台独”
、
破坏两岸关
平稳定和两岸同胞切身利
系，
干“吃饭砸锅”
的事。
这一
益。我们鼓励支持两岸正常
态度是明确的、一贯的。
在大
经贸往来，依法保障台胞台
陆有投资的台湾企业对此心
企的合法权益，但绝不允许
知肚明，
相信这些企业的负责
任何人、任何企业一边在大
人对该不该捐助“台独”
顽固
陆赚钱，一边给“台独”顽固
分子是有清醒认识的。
分子充当金主提供金援。对 （新华社记者陈舒、
石龙洪、
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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