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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克美家，美克马丁，这两个品牌
名字乍一听起来，消费者心里估计都会
犯嘀咕，它们之间什么关系？

事实上，这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品
牌。然而，它们却同处家具行业，名称
相似，必然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困扰。
这种有搭便车嫌疑的行为算不算侵
权？企业又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近日，江苏苏州市中级法院作出一
审判决，判决东莞雅思家俱有限公司、
徐州美克马丁家具有限公司、苏州相城
经济开发区雷克蒙顿家俱经营部三被
告立即停止侵犯涉案商标权及不正当
竞争行为；美克马丁公司停止使用“美
克馬丁”字号；雅思公司和美克马丁公
司需赔偿原告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
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300 万
元；雷克蒙顿经营部需赔偿原告经济损
失1万元。

在当下国家提倡创新发展、知识产
权越来越受重视的形势下，这一判例为
企业如何应对类似的知识产权纠纷提
供了借鉴。

围绕商标多次过招

事实上，围绕着商标权益，这两家
家具企业已经多次过招了。

公开资料显示，美克公司成立于
1995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家具、装饰装
潢材料、灯具及配套产品开发、设计、生
产和全国连锁销售企业。2000年登陆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2002年美克公
司创立了以经营美式风格为主的“美
克·美家”品牌，并在全国广泛开设连锁
店，销售网点覆盖北京、上海、天津、重
庆、武汉、成都等城市。2007 年，“美
克·美家 MarkorFurnishings”被原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
国驰名商标”。

美克马丁公司成立于 2014年 3月
份，隶属东莞雅思家俱有限公司。美克
马丁公司成立后，向商标局就争议商标

“美克馬丁”提交注册申请。2015 年 2
月份，“美克馬丁”商标在第20类商品，
即办公家具、家具等产品获准初步审定
并公告。公告期内，美克家居提出异
议。但2016年9月份，商标局准予“美
克馬丁”商标注册。事实上，早在2014
年底商标核准注册前，“美克馬丁”标识
已经被实际使用。

此后，美克家居于2016年12月份
向商评委就争议注册商标提出无效宣
告请求。商评委受理后，依法予以审
理。直至 2017 年 7 月份，商评委作出
裁决，认为争议商标“美克馬丁”无效。
美克马丁公司不服该裁定，向北京知识
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北京知识产
权法院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作出行政
判决，驳回美克马丁公司的诉讼请求。
美克马丁后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起上
诉，目前该案二审尚未进入审理。

有了商评委的裁决文件，美克公司
也将雅思公司、美克马丁公司、雷克蒙顿
经营部诉上法庭。美克公司认为，原告
商号“美克”为相关公众所知悉，具有较
高的知名度，雅思公司和美克马丁公司
在家具商品上使用该字号，构成不正当
竞争。被告雷克蒙顿经营部实施了销售
行为，同样构成商标侵权行为。此外，美
克马丁公司在企业名称中使用“美克”两
字及雷克蒙顿经营部在供货方名称中使

用“美克”两字，涉嫌构成不正当竞争行
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辩解无罪

对于美克公司的起诉，雅思公司辩
解称，首先，其不应承担商标侵权责
任。雅思公司是一家销售家具的有限
公司，其在销售美克马丁家具过程中，
已尽了适当的注意义务，查看了美克马
丁公司的注册登记，审查了“美克馬丁”
商标，该商标经过商标局许可取得了注
册商标证，双方之间的商标使用许可合
同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其销售该产品是
公司正常经营行为。其次，本案被告

“美克馬丁”商标是注册商标，也拥有商
标专用权，并不属于商标法第 57 条所
规定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情况
等。再次，涉案注册商标“美克馬丁”是
否与原告美克美家注册商标构成近似
仍在上诉中，没有最终定论。

美克马丁公司辩称，首先，原告的
诉求缺乏事实依据，因为原告起诉的案
由为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基础
事实应当为商标侵权，商标是否侵权为
本案的关键，事实上被告注册的“美克
馬丁”商标无效决定依法并未发生法律
效力。被告还在依法向北京高级法院
提起上诉，最终判决尚未作出，涉案商
标的效力仍未最终被否定，原告的诉求
缺乏事实依据。其次，原告的诉求缺乏
法律依据。原告已经向原国家工商总
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商标无效争
议。现正在行政争议的后续流程中，所
以该案事实应当在行政争议审判完毕
后，才能作为认定事实和法律依据。再
次，被告在商标局核定使用的商品上依
法使用核准使用的商标，没有过错，商
标局审核注册通过并核发商标证，在此
期间被告拥有合法有效证明书，其使用
注册商标并不构成侵权等。

换句话说，虽然商评委作出了裁
决，但最终的流程还未走完，在这样一
个“空当期”，商标侵权的基础并不稳

固，这样的理由是否成立呢？

一审判赔300万元

苏州中院经审理认为，原告美克公
司经核准取得涉案“美克”商标、“Ma-
kor”商标、“美克·美家 MarkorFur-
nishings”商标以及“美克美家 MAR-
KORFURNISHINGS”商标，其商标专
用权依法应受法律保护。

对于关键的、仅凭两个字就能否认
定为侵权？法院认为，“美克”是美克家
居的字号，美克家居对“美克”所享有的
在先字号权益亦应受到法律保护。字
号和商标的部分重合使得美克商标或
者与此相关的美克美家系列商标兼具
了识别经营者和商品来源的双重作用，
且两者彼此强化共同提升了品牌知名
度。在经营中大量使用“美克·美家”家
具品牌后，美克或者美克美家标识已经
成为市场识别美克公司产品的主要标
识，其在相关消费者心目中已与美克公
司建立起了稳定的指向性联系。

美克马丁公司成立晚于美克公司，
成立后即在产品及对外商业宣传中广
泛使用被诉侵权的“美克馬丁”标识，作
为商标的显著识别部分，“美克馬丁”文
字完整涵盖了美克家居的注册商标及
享有在先字号权的“美克”字样。在美
克家居持有的“美克·美家 Markor-
Furnishings”商标和“美克美家MAR-
KORFURNISHINGS”商标中，“美克
美家”汉字同样为公众呼叫和识别的主
要部分，“美克馬丁”标识容易使公众误
认为其系来源同一市场主体的系列商
标或者与原告美克公司存在投资、许可
等关系，消费者基于错误认知作出的后
续消费，会不正当地侵占或者攫取本属
于原告美克公司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利
益，该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和公平竞争的
基本准则。并且，“美克”本身为臆造词
汇，美克马丁公司使用“美克馬丁”标识
并没有创意或者灵感来源的合理解释，
又都同处家具行业，可以认定美克马丁

公司在主观上有攀附名牌的故意。
至于“空当期”商标效力未定的抗

辩意见，法院认为，虽然该商标是否应
予宣告无效属于行政诉讼的审理范围，
但“美克馬丁”标识的使用一旦涉及违
反诚实信用原则以及损害他们合法在
先权利的，本质上仍属于民事纠纷，法
院有权依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确
立的基本原则判定被诉行为是否构成
不正当竞争。而且，“美克馬丁”商标在
未获核准前已经大量商用了，对于这种
构成对在先民事权利侵犯的行为，除非
法律有明确例外性规定，不能因获得某
种形式上、程序上所谓合法授权而改变
其侵权行为的性质。

在关于侵权责任的承担上，法院经
审理认为，被告雅思公司及美克马丁公
司商业性使用“美克馬丁”标识构成不
正当竞争，应当立即停止对该标识的使
用行为并承担由此导致的民事赔偿
责任。

在赔偿数额的确定上，法院综合考
量美克美家品牌知名度、被告侵权行为
的性质和情节，美克马丁加盟店的开设
情况以及原告为制止本案侵权所支付
的合理开支等因素，酌情确定雅思公司
与美克马丁公司应支付赔偿额 300 万
元。

据了解，美克马丁公司等已向江苏
省高级法院提起上诉。

美克公司代理人、中闻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国华在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说，
当前家具行业中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极为普遍，一些企业为了扩大市场，在
有意仿冒采取不正当手段使用与知名
企业近似的商标，以达到在市场中混淆
知名家具企业生产销售的商品目的。
正是消费者基于对知名品牌的高度信
任及产品质量的保证，知名企业被侵犯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无法根除。此次美
克公司获得300万元的赔偿，不仅是对
侵权企业侵权行为的有力打击，更对家
具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起到了示范作
用。

两个“美克”起纠纷，谁在模仿我的脸？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徐 胥

近日，河南西华县大王庄乡箕刘村的刘建法，把写有“心系百
姓、为民解忧”和“伸张正义、无私奉献”的两面锦旗送到县司法局，
以表达对该县法律援助中心的感谢之情。

今年4月16日，刘建法的儿子刘书文骑摩托车带着妻子朱智
慧路经项城某镇路段时，撞到因施工堆在路上的土方上，致使2人
严重受伤，仅医疗费就花掉 40多万元，由于不懂法律、不知维权，
让这个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因病致贫。西华县法律援助中心了解
情况后，指派援助律师金建国为其免费代理此案。后经项城、周口
两级法院审理，判决项城市某镇政府赔偿刘书文、朱智慧各项损失
63.97万元，这让陷入绝境的刘建法一家看到了脱贫的希望。

该县在扶贫帮扶中发现，群众法律意识淡薄，没有维权观
念。外出务工不签用工合同，造成讨薪难；民间借贷频发，形成
债务纠纷；儿女不尽赡养义务，独居老人户较多。这些看似个别
家庭的现象，却已经影响到社会稳定，制约了脱贫攻坚成效。

有鉴于此，西华县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结合精准扶贫、
执法办案工作实际，构建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打造集公证办证、
法律援助、社区矫正、调解指导和法律咨询等于一体的西华县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搭建起“一站式”全方位法律服务平台，乡村公
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实现法律顾问全覆盖。址坊镇南陀村村民马
喜告诉记者，他与郭志强等 10 多人被某镇马某雇佣为西夏镇方
庄村村民建房，老板拖欠他们的工钱两年多不给。就在绝望之
际，一次他去蔡庄村看到那里正在搞法制宣传活动，通过现场咨
询他了解到法律援助这一讨薪渠道，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叫上郭
志强等人一同申请了法律援助，没想到在援助律师周建立的努
力下，不到一个月就把拖欠的全部工钱追回来了。

据统计，今年以来西华县政法干警共帮扶困难群众 16540
人，开展法律辅导、心理疏导 3850 余次，为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服
务 420 人次，办理援助案件 379 件，帮助 254 个贫困家庭走出生
活困境，探索出了一条政法机关党的建设与群众工作紧密融合，
依靠法治宣传法律援助，助推脱贫攻坚的新途径。

河南周口市：

法律援助解民忧
本报记者 王伟 通讯员 蔡光宇 彭世繁

本报讯 记者姜天骄报道：全国公安机关日前召开深化打击
食品药品农资环境犯罪行动视频会议。当前，我国食品药品安全
和环境保护形势总体向好，但食品药品农资和环境犯罪点多、面
广、量大，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涉网案件高发频发，跨国跨境跨
区域犯罪突出，网上网下违法犯罪交织勾连，社会危害严重。

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针对食品、药品、环境等民生领域违法
犯罪突出问题，持续开展专项打击行动，集中侦破一批大要案件，
沉重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一
致好评。

国务委员兼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赵克志指出，针对食品药品
农资和环境领域犯罪形势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公安
部部署自即日起，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为期 3个月的深化打击
食品药品农资和犯罪行动，突出打击治理民生领域犯罪问题，切实
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身体健康。

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指出，各地公安机关要重拳出击，对食品
药品农资和环境违法犯罪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对重点案件特别
是团伙性、系列性、跨地域的案件，要专案查办，组织专门力量，迅
速理清犯罪团伙组织架构，串并在侦案件，集中收网抓捕，深挖系
列案件，全环节侦办案件，坚决摧毁犯罪网络、斩断利益链条，特别
是要坚决打掉职业犯罪团伙和幕后保护伞，坚决将违法犯罪分子
绳之以法；对于跨区域重大案件，由公安部挂牌督办。

据了解，今年以来，根据党中央和公安部决策部署，全国公安
机关持续深入推进打击食品药品农资等假冒伪劣犯罪和环境污染
犯罪，突出大要案件侦办，取得明显成效。截至目前，各地共破获
食品药品农资和环境犯罪案件2.1万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6万
余名。

此次为期 3个月的深化打击食品药品农资和环境犯罪行动，
将进一步突出打击重点。在食品领域，重点打击农产品水产品非
法添加、私屠滥宰、制售假劣食品、保健品非法添加和虚假宣传等
犯罪活动；在药品领域，重点打击假劣抗肿瘤类、抗生素类和治疗
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风湿病等慢性疾病用药类，以及儿童用
药、中药类、美容针剂类等危害药品安全犯罪；在农资领域，重点打
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限用农药和非法生产、销售假劣农药、兽
药、种子、化肥等破坏农业生产和侵害农民利益的各类假农资犯
罪；在环境领域，重点打击非法排污、非法转移倾倒处置废物、非法
采矿采砂、非法捕捞、搭建“大棚房”等非法占用农用地等严重破坏
生态环境的犯罪行为。

公安部：

坚决打击民生领域违法犯罪活动

本报讯 国庆假日期间，各地铁路公安机关认真落实各项安
全防范措施，合理调整警力部署，严格站车线安全防范，积极维护
了良好的治安环境。期间，共查获危险品 33万余起，查获网上在
逃人员 670 人，破获倒票案件 683 起，抓获倒票人员 726 名，缴获
车票 15493 张、假车票 10562 张，破获“盗抢骗”等侵财案件 189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01人。

国庆假期，全国铁路公安机关以高铁和旅客站车为重点，实行
最高等级勤务，站车值勤、值乘民警和 1600余名特警、1.1万余名
站区应急处突力量，采取定点守护、武装巡逻、携犬巡逻、警车巡
逻，全天候加强站车线控制。同时，还开展“雷霆 48小时”集中行
动，将打击倒票“秋风战役”引向深入。各地铁路警方紧盯重点大
站、旅游车站，集中开展突出治安顽症打击整治，严厉打击“盗抢
骗”等侵财违法活动。积极配合客运部门加强秩序维护，全力做好
客流疏导，确保治安平稳有序。

10月4日21时，犯罪嫌疑人黄某窜至北京站候车室盗窃睡觉
旅客一台平板电脑时，被北京铁路公安处便衣民警及时抓获。10
月4日，徐州铁路公安处民警在徐州站候车室巡查中，将浙江杭州
市警方网上通缉的盗窃案在逃人员张某查获。贵阳铁路公安处联
合地方公安机关在重点站区开展突发事件演练，提高了应急处置
能力。 （梁西征）

铁路公安：

国庆假期查获危险品33万余起

本版编辑 许跃芝

近年来，不动产登记类行政案件数
量呈上升趋势。但是，很多当事人不了
解相关法律法规，对此类案件的受理范
围、起诉条件和起诉期限不知晓，往往
打了官司吃了亏。记者日前从北京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2013 年至
2017 年，北京二中院共审理不动产登
记类案件211件，其中程序上裁定驳回
起诉的案件112件，占此类案件总数的
53.1%。

不动产登记是物权法确立的一项
物权制度，是指经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
申请，由国家专职部门将有关不动产物
权及其变动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
的事实。不动产的行政登记行为包括

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宅基地使用权
及房屋所有权登记等多项权利。

“上述 211 件不动产登记类案件
中，半数以上被法院从程序上裁定驳回
起诉。主要原因在于，当事人对此类案
件的受案范围、起诉条件和起诉期限等
法律规定不够了解。”北京二中院行政
庭副庭长徐宁说，例如行政机关执行法
院生效判决的不动产变更登记行为，对
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行为，行政诉讼法实施以前的不动产登
记行为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理范围。
此外，当事人对应当通过民事诉讼还是
通过行政诉讼获得权利救济不够明
确。在没有解决民事争议前就单独提
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不动产登记行为，
人民法院会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

争议，民事争议已经立案的，则会裁定
行政案件中止审理。

法院调研发现，许多不具备原告诉
讼主体资格的人提起行政诉讼，被法院
裁定驳回起诉。例如，当事人基于通
风、排水、采光等相邻关系原因，认为他
人房屋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并不具有
对不动产登记行为提起诉讼的原告诉
讼主体资格。

不动产登记是对民事法律关系的
一种记载、确认和公示。法官表示，不
动产登记案件的审理，以民事权利义务
关系为事实依据。如果民事法律关系
发生变化，不动产登记的基础事实不复
存在，不动产登记行为亦应作出相应变
化。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不动产登记
行为不服，实质是对行政机关对民事权
益的确认不服。

法官建议，当纠纷发生时，应着重
解决民事争议。当事人可以选择向人
民法院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解决民事争
议，待民事纠纷解决后再实施不动产登
记变更，或者选择在提出行政诉讼时一
并要求解决民事争议，由人民法院一并
作出处理。在民事法律关系确认后，再
对原不动产登记行为做变更。同时，要
增加对不动产登记类行政诉讼的了解，
与不动产登记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法院提起相
关诉讼。基于通风、采光等相邻关系起
诉的当事人、房屋承租人对于土地或房
屋权属的登记行为、已经获得征收补偿
的人对于征收后的不动产变更登记行
为、认为登记行为影响其债权实现的债
权人，通常不具有对相关不动产登记行
为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不动产登记行政案驳回比例高

发生纠纷时应着重解决民事争议
本报记者 李万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