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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三大争议焦点 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上海高院终审支持“沪江”商标归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治国

一方是与原沪江大学有着一定历
史渊源的上海理工大学，一方是拥有系
列“沪江”商标的在线教育互联网企业，
双方因对“沪江”商标标识争执不下诉
至法院。

2018 年 4 月 18 日下午，“沪江”商
业标识争夺战落下帷幕，上海市高级法
院对上海理工大学与沪江教育科技（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
竞争纠纷一案作出二审判决，终审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根据一审判决，沪江公司不构成商
标侵权和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的不
正当竞争行为，驳回原告上海理工大学
诉讼请求。

“沪江”是否属于上海理工
大学未注册驰名商标

上海理工大学与“沪江”的渊源，要
从半个多世纪前说起。民国时期的“沪
江”是一所教会名校，出过徐志摩、李公
朴、荣鸿庆等多位名人。1952年，全国
院系调整，原沪江大学部分院系分别并
入复旦大学等多个院校，校址移归上海
机械制造学校和上海工业管理学校，
1958年两校合并升格为上海机械专科
学校，经过多次更名和重组后形成今天
的上海理工大学。

二审中，上海理工大学认为，驰名
商标是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其已
提交充分证据足以证明“沪江”是上海
理工大学的未注册驰名商标，一审判决
认定上海理工大学使用“沪江”标识主
要为内部使用，没有证据证明该“沪江”
标识具有极高的市场声誉，系事实认定
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

沪江公司则认为，历史上的沪江大
学已终止存续，上海理工大学没有继承
沪江大学的法律地位，不具有提起本案
诉讼的权利。且上海理工大学亦没有
证据证明其长期大量使用“沪江”商标
并成为未注册驰名商标，其对“沪江”标
识的使用是有限的。此外，沪江公司还
表示，其注册的沪江系列商标已经达到
驰名状态，可以针对性抵销上海理工大
学的诉讼请求。

商标注册查询显示，从2006年起，
沪江公司先后申请“沪江英语”“沪江”

“沪江日语”等商标，系列商标于 2010
年至2015年间先后被核准注册。沪江
公司成立后，即在网络在线教育经营活
动中使用“沪江”字样。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理工大学直到
2016年才提起对“沪江大学”等商标的
申请，明显在沪江公司拥有商标权
之后。

2016 年，上海理工大学起诉沪江
公司侵犯其未注册驰名商标权及不正
当竞争行为。2017 年法院一审判决，
沪江公司不构成商标侵权和擅自使用

他人企业名称的不正当竞争。由于不
满一审结果，上海理工大学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终审认为，结合上海理工
大学在报纸、校园活动、校友会、内设机
构中使用“沪江”标识等情况，在案证据
不足以证明其“沪江”标识已达到驰名
商标的程度。至于二审期间有关“沪江
外语培训中心”的证据，法院认为，该培
训中心主要为满足本校学生的外语学
习需要，适量招收外校学生，市场区域
范围有限；且 3 年间招生人数不足千
人，市场份额不高；根据百度搜索结果，
该中心对外宣传有限，市场声誉亦不
高。综合在案证据，法院认定，上海理
工大学使用“沪江”标识并未达到驰名
商标的知名程度，其请求将“沪江”标识
作为其未注册驰名商标予以保护，法院
不予支持。

沪江公司使用“沪江”字号
是否属于不正当竞争

上海理工大学认为，沪江公司使用
“沪江”作为字号，属于擅自使用他人企
业名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一审判决将
该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的客体局限于
商标，进而认为不构成不正当竞争，属
于适用法律错误。此外，沪江公司法定
代表人伏彩瑞曾就读于上海理工大学，
并参与了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沪江
语林网”的建设运营工作，具有使用“沪
江”标识攀附商誉的主观恶意。

沪江公司认为，“沪江”并非上海理

工大学的企业名称，上海理工大学无权
主张沪江公司使用“沪江”字号属于不
正当竞争行为。至于“沪江语林网”，系
伏彩瑞个人创办的网站，并非上海理工
大学投资建设。

法院认为，原沪江大学虽然与上海
理工大学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但自
1952 年以来，“沪江大学”的名称一直
未实际使用，即便上海理工大学保留了

“沪江大学”校牌、曾使用“沪江大学校
友会”名称、其主办公司及内设机构的
名称使用了“沪江”，但不能据此认为

“沪江”系上海理工大学的名称或字
号。由于上海理工大学对“沪江”标识
不享有企业名称等权利，其关于沪江公
司使用“沪江”标识具有攀附商誉的主
观恶意上诉理由，法院亦不予采信。

过往宣传材料是否对公众
造成混淆

上海理工大学认为，上海理工大学
和沪江公司都是从事教育服务，存在竞
争关系。沪江大学与上海理工大学的
承继关系是客观事实，不容否认。沪江
公司的虚假宣传对公众造成混淆，损害
了上海理工大学的利益，一审判决认定
正确。

沪江公司认为，沪江公司是专业从
事非学历在线教育的互联网企业，上海
理工大学是大学，没有证据证明其从事
在线教育，双方没有竞争关系。沪江公
司所作的宣传内容符合事实，没有造成

公众混淆和误解的结果，且未损害其他
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没有虚假宣传
行为。

据法院提供的材料显示，2015年
4 月 23 日，沪江公司在其微信公众号
发布的“沪江和剑桥那些事儿”一文
中写道：“若干年前沪江大学最有名的
学生徐志摩就与剑桥颇有缘分……如
今互联网平台沪江再次与剑桥结缘，
一起为中国的学习者带来优质的课程
体验……”沪江公司在其官网上陈述

“沪江大学是 20 世纪上半叶一所位于
上海的教会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已风
流云散，令人欣喜的是，沪江网校横
空出世……”

对此，法院认为，在认定经营者的
竞争关系时，不宜对经营者所处的行业
领域作过细划分，主要应考虑经营者在
市场交易中对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造
成损害的可能性。本案中，沪江公司与
上海理工大学均从事教育行业，且均涉
及外语教学，其消费群体也有一定程度
的交叉，故双方存在竞争关系。

虽然沪江公司在微信公众号和官
网发布的宣传内容并非虚构，但其将

“沪江网”与原沪江大学作对比宣传，足
以使相关公众误以为两者存在关联关
系，该行为损害了其他相关经营者的合
法权益，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构成虚
假宣传。至于沪江公司辩称其沪江系
列商标为驰名商标，可以抵销上海理工
大学的诉讼请求，并无法律依据，法院
不予采信。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保
护英烈，人人有责。日前，最高人
民法院下发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
院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
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加强对英
雄烈士的全面保护，依法惩处侵害
英雄烈士权益、亵渎英雄烈士形象
等违法行为，牢固树立鲜明价值导
向，以司法手段维护和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通知要求，人民法院要依法审
理侵害英雄烈士姓名、肖像、名
誉、荣誉的案件。对英雄烈士近亲
属提出的侵害英雄烈士姓名、肖
像、名誉、荣誉的案件，要依法予
以受理，并依据法律及司法解释的
规定确定行为人、网络服务提供者
等主体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对检
察机关提起的侵害英雄烈士姓名、
肖像、名誉、荣誉的公益诉讼案
件，也要及时按照法律规定予以受
理，并按照民法总则、侵权责任法
和英烈保护法等法律、司法解释的
规定，确定行为人应当承担的民事
责任。

通知要求，人民法院要依法审
理涉及英雄烈士形象、事迹等商标
权、著作权案件。对歪曲、丑化、
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
诋毁、贬损英雄烈士形象，侵害著
作权的行为，要依法认定行为人应
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要通过司法裁
判旗帜鲜明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对
英雄烈士事迹的价值认同和英雄烈
士公知公认的光辉形象，最大限度
实现案件裁判的政治效果、法律效
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通知强调，人民法院要依法
审理涉及英雄烈士保护的刑事案
件。要认真按照法律规定，对侵
害英雄烈士姓名、肖像、名誉、
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亵
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
行为，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侵占、破坏、污损英雄烈
士纪念设施等构成犯罪的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根据
英烈保护法等法律规定，在英雄烈士保护工作中负有法定职
责的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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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份，根据 A 镇 2017 年度审计项目计划安
排，A镇财政管理办公室对镇下属主要从事本镇XX园区企业
治安和卫生管理、服务工作的B单位2015年至2016年财务收
支情况展开审计。鉴于B单位房租费、市场摊位费等收取项目
多、资金多的情况，本次审计将资金收入管理情况作为审计重
点，突出对资金收取、上缴等情况的监督，主要查看其有无资
金管理制度、内控制度，是否建立收入台账，收入是否应收尽
收且及时上缴等。

审计小组初步了解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后，决定采用逆查
法，即从审阅、分析报表着手，根据发现的问题和疑点，确定
审计重点，再审查核对有关账簿和凭证。在审查 2015 年和
2016年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和事业支出明细表等财务报
表时发现，该单位2016年各项事业收入都比2015年要少，其
中产业园市场房租收入2016年比2015年少收近20万元。对
此，审计小组决定紧抓收入审查这一重点，要求被审计单位上
交收入合同等相关资料，与收入总明细账、凭证一一比对，进
而查找问题。

经详查比对，发现问题如下：一是部分房租收入收取不及
时、未足额收取；二是有近17万元房租费用未入账；三是收
据开票时间和钱款入账时间不在一个期间。按照规定，收据不
能出现跨月收款，但审计人员却发现收据时间出现跨月甚至跨
年现象。其中，疑点较大的是，2016年有8户租户按合同应
缴172030 元而未上缴，但这8户租户却在2015年和2017年
都缴纳了房租，唯独欠缺2016年的。这是怎么回事？是租户
没交，还是另有隐情？

后经询问发现，2016年应交未交的172030元租金被一位
工作人员王某收取后占为己有，没有上缴单位账户。至此，事
情已然明了，审计小组把发现的案件线索移交给了镇纪委，再
经其上报给市纪委监委以作进一步核实处理。

目前，被王某收取后挪用的2016年8户租金172030元已
全部追回并缴入单位账户。审计小组针对被审计单位制度缺
失、管理混乱等情况，提出整改落实建议：要加强资金管理，
建立健全资金管理制度和内控制度，建立规范有序的收入台
账，改进款项收取方式，避免大额资金现金交易，相关单位要
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和监督。

此案有何启示？业内人士认为，一是审计人员不仅要有扎
实的业务知识，更要有责任感和韧劲；二是要建立健全相关制
度，且各类制度不能只挂在墙上，要落实到行动，不折不扣地
执行；三是要从思想源头上抓起，构筑“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的思想道德防线。如，经常开展法纪警示教育，加
强自身法纪学习，增强责任意识、规范意识和法纪意识，杜绝
职务违纪违法犯罪行为；四是要把财经法规培训提上日程，纳
入培训计划，规范管理单位财务行为，提高执行财务制度能力
以及正确处理业务的工作能力。

资金管理混乱引发违纪

审计给出建议填补漏洞
本报记者 姚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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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晒老赖”到严打“老赖”，江苏连云港法院创新联动执行——

打击拒执犯罪 严惩失信“老赖”
本报记者 李万祥 通讯员 张继龙

今年 5 月 4 日，江苏连云港市法院
集中对12起拒执犯罪案件的13名被告
人公开宣判，掀起打击拒执犯罪行为的
热潮。从“晒老赖”到严打“老赖”，连云
港法院以打击拒执行为攻坚“基本解决
执行难”。

据了解，2017年10月份以来，连云
港市两级法院共向公安机关移送拒执
案件 588 件，立案 168 件，正在审理 65
件，判决34件，公安机关协助扣押被执
行人277人。

悬在“老赖”头上的利剑

“通过向法院申请执行，今天终于
拿到了医疗费赔偿款，真不容易。”5月
3日，家住连云港市赣榆区赣马镇芦上
堰村的李金平签下调解协议，这几年看
病的医疗费终于有了着落。回想起 6
年来的追偿之路，她有太多苦楚，一言
难尽。

李金平的不幸发生在2012 年6月
1日。当日，她骑着电动三轮车在马路
上正常行驶，被一辆同向行驶的小型客
车撞倒。李金平受了重伤，电动三轮车
也报废了。经赣榆区公安局交警大队
认定，小型普通客车车主王某负事故全
部责任。

“他当时把我送到县医院后，丢下
2000 元就走掉了，剩下的巨额医药费
都是我自己贷款垫付的。”64岁的李金
平说，她前后做了三次手术，花了不少

钱。家里本就拮据，根本出不起医疗
费。无奈之下，她借了高利贷来补医疗
费的窟窿。

由于找不到王某，又拿不到赔偿医
疗费，李金平来到赣榆区法院起诉王
某。此后，法院判决王某赔偿李金平先
期医疗费59806.46元。判决生效后王
某未履行，李金平向法院申请执行。

“本院立案执行后，被执行人王某
一直逃避执行，不仅全家迁出赣马镇芦
上堰村，而且还将其之前经营的超市也
转给他人，转移个人名下财产以躲避执
行。”赣榆区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张怡鹏
说，法院执行人员多次到赣马镇芦上堰
村执行，均未能发现王某下落，也未能
发现其他可供执行财产。

为此，申请人李金平多次到赣榆区
法院信访。考虑到李金平的家庭困难，
法院分两次给予其共计 5 万元的司法
救助款，帮助她渡过难关。

“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王某在青
口镇一处高档小区购买了一套房产登
记在自己名下，其行为已涉嫌拒执
罪。”张怡鹏介绍，王某具有明显抗拒
执行的主观故意，属于有执行能力却
抗拒执行情形，依法应予以刑事处
罚。法院遂收集证据材料以涉嫌拒执
罪将王某移送公安机关。案发后，王
某家人主动到法院承认错误并交纳了
全部赔偿款。

5月4日，随着审判员敲下法槌，赣
榆区法院以王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 1 年，缓刑
两年。

当前，我国刑法关于打击拒执行为
的罪名主要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
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相关
联的罪名有妨碍公务罪以及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等。其中，司法实践中出现
较多的是拒执罪。

拒执罪是悬在“老赖”头上的一把
利剑。根据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被执
行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
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应当以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处罚。

“目前，大部分失信被执行人一旦
被诉涉嫌拒执犯罪时，都能够履行法院
已生效判决，效果很明显。”赣榆区法院
刑事审判庭庭长韦庆涛说。

形成执行综合治理格局

“用两年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
难”，这是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向社会
各界的承诺。今年是“基本解决执行
难”的决战之年，最高法发出决胜号令。

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突破口在哪
里？这是摆在全国法院面前的一道难
题。一般认为，执行难需要区分“执行
不能”与“难以执行”。“执行不能”是当
事人应当承担的商业风险、交易风险和
诉讼风险。而要“基本解决执行难”，就
要瞄准“难以执行”，即被执行人有财产
可供执行，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使

得申请执行人不能及时、全部得到执行
款项的案件。

“我们对有履行能力却拒不履行法
定义务的失信被执行人，依托刑罚手段，
严厉打击拒执行为，努力让裁判的权威
得到彰显。”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
长顾长洲介绍，连云港法院将打击拒执
行为作为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着力
点和突破口。“只有打出声势、打出声威，
坚持‘以打促执’，才能努力打通实现公
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

“执行难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
个社会问题。解决执行难是一项系统
工程，非法院一己之力可以实现。在
攻坚‘基本解决执行难’的过程中，
特别需要集中政法战线的力量。”顾长
洲说。

据连云港市赣榆区法院院长吴玲
介绍，在连云港市赣榆区委政法委牵头
下，各联动单位公检法司“四长”亲自部
署，指派专人联合办公。联席办实行

“挂图作战、日跟进、周调度”制度，制定
工作进度表，明确任务到天，打造联动
打击拒执犯罪最强指挥部。

执行工作除了需要政法战线协同
作战外，更加需要凝聚广泛的外力。据
了解，连云港中院推动建立了公、检、法
三机关联席会议机制，同时不断加强与
区人社局、银行、公积金管理中心等单
位沟通对接，建立起被执行人信息网络
查询通道，实现数据共联共享，区域查
控体系逐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