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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香村”，一块糕点引发的商标之争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 颖

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与合规指数发布

整体法律风险下降 900家上市公司不合规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中国上市
公司法律风险与合规指数报告10月20日
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2017 年上市公
司法律风险有所改善。其中，金融业法律
风险最高，制造业法律风险整体偏高，科
技、消费行业法律风险较低，金融业、租赁
业和商务服务业法律风险上升最快。

据统计，2017年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
数为23.993，比2016年的24.495下降2.05%，

下降幅度较为明显，创 2013 年以来风险
指数新低。从分项指标情况看，2017 年
法律风险指数中违规次数、诉讼次数、涉
案资产等五项权重较大，代表法律风险重
大事件的主要指标，都有一定程度下降。

报告显示，2017 年上市公司整体法
律风险的下降，主要因素包括中国经济更
显新常态特征，更具新时代韧性，经济运
行稳中向好、好于预期，上市公司整体法
治水平有所改善，以及新股快速扩容。

报告同时指出，近年来中国具有国际
业务的上市公司数量快速增长，反映出

“走出去”及“一带一路”倡议下，越来越多
的中国上市公司积极拓展海外业务。但
是，国际化过程中反垄断、倾销及知识产
权等领域法律风险逐渐暴露，使得上市公
司对业务的国际化、全球化更趋理性、更
加谨慎务实。同时，随着国际贸易摩擦日
益加剧，上市公司要更加关注国际化所带
来的风险。

上市公司合规指数聚焦于上市公司
违规情况的评价，主要选取了非标报告、
违规、高管责任及涉案资产 4 项指标，在
进入测评的 3460 家上市公司中，有 900

家上市公司在这 4 个方面披露存在不合
规情况。指数显示，2017 年上市公司整
体合规水平持续有所改善，一个突出特点
是一般法人、国有法人合规水平提升，自
然人下降，国有法人合规水平提升缓慢，
合规水平首次低于一般法人。

据悉，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与合规
指数的推出，旨在推动上市公司治理和运
营的合规进程，今年是第十一届。此次发
布会由北京仲裁委员会、中国企业联合会
维权工作委员会支持，赛尼尔法务智库、
法报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承办。

两个稻香村再次对簿公堂。
10 月 12 日，江苏苏州工业园区法院

作出苏州稻香村诉北京稻香村案一审判
决。败诉方北京稻香村被判停止在糕点
类商品上使用“稻香村”标识，并赔偿苏州
稻香村115万元。

然而，在一个月前的 9 月 10 日，北京
知识产权法院就此作出的一审判决却截
然相反——根据判决结果，被告北京苏
稻公司、苏州稻香村公司被要求于判决
生效之日起停止在粽子、月饼、糕点等商
品上使用“稻香村”文字标识，并赔偿原
告北京稻香村公司经济损失 3000万元。

这已经是两家稻香村因为“稻香村”
商标问题的第 N 次交锋。这一次争论的
焦点，是北京稻香村该不该在糕点上突出
使用“稻香村”商标。

记者就最新判决联系北京稻香村，对
方表示苏州工业园区法院的判决只是一
审判决，还需等待终审判决结果。

苏州稻香村则表示，作为同业竞争
者，北京稻香村未在糕点商品上取得“稻
香村”注册商标，在糕点上也不拥有“稻香
村”未注册商标在先权利。北京稻香村明
知苏州稻香村在糕点商品上拥有在先“稻
香村”注册商标的情况下，不仅不审慎避
让，反而在糕点商品上突出使用“稻香村”
标识，其行为构成商标侵权。

糕点类别的“稻香村”商标
属于苏州稻香村

老北京提起稻香村，最先想到的是它
的牛舌饼、萨其马、枣花酥……一句话，都
是糕点。来北京的游客也习惯离开时拎
几盒稻香村点心，回家馈赠亲友。不过，
很少有人注意到，北京稻香村点心上使用
的商标并不是“稻香村”，而是“三禾北京
稻香村”。

原因很简单，糕点类别的“稻香村”商
标属于苏州稻香村。

“稻香村”一词最早见于《红楼梦》，是
李纨的住处，她也因此得别号稻香老农。
此后，各地都有大量商铺使用“稻香村”作
为 标 识 。 1773 年 ，苏 州 稻 香 村 成 立 。
1983年，北京稻香村南味食品店成立。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先在糕点上注
册“稻香村”商标的却是保定稻香村。1983
年7月5日和1989年6月30日，河北保定
市稻香村食品厂获准注册了两个“稻香村”
商标，前者核定使用商品分别为第30类的
饼干，后者核定使用商品分别为第30类的
果子面包、糕点。这两个商标标识相同，均
由“稻香村DXC”及图组成。

由于企业改制，2000 年 12 月 28 日，

上述两商标经核准转让于保定市稻香村
食品工业总公司。2003 年 3 月 24 日，该
两商标再次转让给保定稻香村新亚食品
有限公司。

2004 年，保定稻香村新亚食品有限
公司以商标入股方式加入苏州稻香村。
因此，2004 年 11 月 14 日，苏州稻香村食
品工业有限公司顺理成章地受让了两个
稻香村商标。

北京稻香村曾两次获得授
权使用“稻香村”商标

北京稻香村也有自己的“稻香村”
商标——1997 年 5 月 21 日，北稻公司第
1011610 号注册商标“稻香村”获准注
册，核定使用在第 3007 类馅饼、饺子、
春卷、粽子、元宵、豆包等商品上，但
糕点不在此列。

为了在糕点上使用“稻香村”商标，
2003 年北京稻香村向保定稻香村申请，
获准授权在“糕点、果子面包”类商品上使
用“稻香村”商标。保定稻香村被苏州稻
香村收购后，北京稻香村又于 2008 年再
次向苏州稻香村申请在糕点类别上使用

“稻香村”商标。
记者看到了这两份授权书。第一份

签订于2003年3月1日，保定市稻香村新
亚食品有限公司（甲方）与北京稻香村食
品集团（乙方）签订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
许可乙方使用“稻香村”产品注册商标（第

352997号），许可使用期限为3年，许可使
用条件为乙方负责在北京包销甲方生产
的面包、糕点等产品。

第二份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签订于
2008 年 1 月 22 日，甲方为苏州稻香村食
品工业有限公司，乙方为北京稻香村食品
有限责任公司。苏稻将注册号为 352997
的“稻香村”商标许可北稻使用，许可使用
范围为北稻生产出品的糕点类产品，许可
使用期限为 2008 年度。双方同时约定，
北京稻香村必须在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
品上标明自己的企业名称。

记者在查询商标局公告时发现，北京
稻香村曾于 2008 年和 2010 年两次试图
在糕点类别注册“稻香村”近似商标“三禾
北京稻香村”和“北京稻香村”商标，均未
成功。一直到 2015 年 4 月 21 日，北稻公
司第 8104706 号注册商标“北京稻香村”
才获准注册，核定使用在第 30类糕点、糖
点（酥皮糕点）等商品上。

北稻所拥有的“稻香村”商标适用范
围是在第3007类馅饼、饺子、春卷、粽子、
元宵、豆包等商品上，并不包含糕点。因
此，苏州稻香村指责北京稻香村在明知苏
州稻香村拥有的商标权利在 3006 类糕
点、月饼、面包等权属的情况下，在被许可
使用商标期间，试图注册近似商标，严重
违背基本诚信。

但是，不管怎么样，此时北京稻香村
和苏州稻香村已经在糕点类别分别持有
含有“稻香村”元素的商标，各自发展。

北稻包装突出“稻香村”被
指有意混淆商标

如果两个稻香村分守南北，也许相安
无事。但随着苏州稻香村开拓北方市场，
并且在电商领域做到了京东、天猫、淘宝、
1号店等糕点、月饼行业的第一名后，两个
稻香村的矛盾开始显露。消费者也经常
疑惑，为什么自己在北京买到的稻香村糕
点经常口味不同，在北京店面里买的和天
猫上买的也不一样。

如果看了两个稻香村的包装，就会发
现问题所在——两个稻香村的产品基本
一样，都有枣花酥、牛舌饼、金猪饼等，包
装上又都突出“稻香村”三个字，不明就里
的消费者很难分辨哪个是“稻香村”，哪个
是“北京稻香村”。本次苏州稻香村起诉
北京稻香村的核心诉求，正是要求北京稻
香村停止在糕点类商品上突出使用“稻香
村”标识，认为北稻此举容易使相关公众
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侵害了苏州稻香村
于糕点类商品的注册商标权。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法庭上，苏州
稻香村提交了北京稻香村的包装、提袋等
物证。

苏州工业园区法院判决认为，根据中
文呼叫习惯和消费者辨识角度，“北京稻
香村”商标中的文字部分“稻香村”发挥了
该注册商标的主要识别作用。

同时，北稻公司分别于2003年、2008
年与该注册商标当时的持有人签订过商
标许可使用协议，说明被告北稻公司知晓
该注册商标的客观存在及商业价值，北稻
公司在生产销售糕点商品时理应对原告
的注册商标予以避让。

现在，北稻公司将“稻香村”三字
标注在糕点商品外拎袋及内部铁盒包装
的正面显著位置，尽管在外拎袋侧面及
铁盒包装的非显著位置还印有“三禾”
和“北京稻香村”标识，但该两标识大
小远不及“稻香村”文字标识，包装上
的“稻香村”文字标识实际发挥了商品
来源的识别功能。因此，北稻公司对该

“稻香村”文字标识的使用属于商标性使
用，会增加公众对两企业糕点产品的混
淆、误认，削弱了苏稻“稻香村”注册
商标的商品来源识别功能。

因此，法院一审判决，北京稻香村被
判停止在糕点类商品上使用“稻香村”文
字标识。

对于南北稻香村商标纠纷案件，华
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黄武双认
为，由于历史原因造成苏稻公司和北稻
公司商标存在多重纠葛，法律又必须给
双方划定边界线，最好的办法就是——

“国家商标局核准在哪个上面就在哪个上
面使用”。

两个稻香村的争议有历史原因，也

有地方保护的影子。

根据商标法规定，在保定稻香村

1983 年已在糕点类别上取得“稻香村”

在先注册商标专用权后，北京稻香村于

1996年于近似商品上 （饺子类） 注册的

“稻香村”商标本不应给予核准注册。

但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商标局还是同意

注册了。由于当时的保定稻香村无暇顾

及，也没有及时提出异议，留下如今的

争议。尤其是后来北稻在3006类 （糕点

类） 获准注册“三禾北京稻香村”和

“北京稻香村”，更成为后续两稻纷争的

根源。

两个稻香村在当地都是老字号、知

名企业，消费者和法院或多或少都有情

感倾向。几乎同时、同样的商标争议，在

北京和苏州得到截然不同的审判结果。

而且，苏州工业园区法院立案后，北稻曾

经提出过管辖异议并上诉，后被法院驳

回。显然，北稻对苏州法院有顾虑，或者

说对北京法院更有信心。

两个稻香村商标共存已是无法改变

的事实，两个稻香村企业更是无法从根

本上抹掉对方的市场份额，除了大打口

水仗，就是让消费者看热闹。但是，争议

对稻香村品牌美誉度却有极大影响，两

家企业长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打马拉松式的官司，势必增加企业负担，

甚至可能影响企业发展。

退一步海阔天空。其实，中国食品

市场规模够大，完全容得下两家糕点企

业。根据公开报道，2017 年北京稻香村

的销售额约为 50 亿元，苏稻全国销售额

约 40 亿元，两家加起来还不到 100 亿

元。但食品行业是公认的万亿元市场，

再有100个苏稻加北稻也吞不下去。

并且，两家稻香村在业务上各有侧

重，可以形成合力。北京稻香村至今仍

是大作坊式的手工制作，实行柜台式销

售，所以点心更新鲜，但覆盖范围较小，

只能满足北京地区的消费需求，适合尝

鲜。苏州稻香村已经形成现代化工业生

产线，既可以开拓线上销售渠道，又适合

远途运输、馈赠亲友，还能够走出国门，

把中国食品卖到海外。目前，苏稻产品

已出口到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且在加

拿大温哥华设有稻香村专卖店。

北京稻香村持有饺子、粽子、元宵的

商标，苏州稻香村持有糕点、果子面包的

商标，两家企业如能互相授权，其实可以

把中国稻香村的品牌做得更丰满。

对于老字号而言，商标只是一部分，

代表了历史。但是，面对年轻一代，商标

不是核心。年轻消费者会为异军突起的

各种网红品牌买单，会追捧无名但有意

思的各种事物。他们不会被商标束缚，

反而会被一个好产品、一个故事打动。

这种转变，是历史悠久的两个稻香村都

必须完成的新课题。

老字号应合力适应新消费
若 愚

处置港口留存的检验
不合格超期货物，往往面
临着相关责任企业已破产
或不再从事有关业务、港
口仓储费用高等诸多困
难，导致货物滞压港口的
现象普遍存在，既占用港
口资源，又给口岸环境污
染埋下隐患，成为各地口
岸部门颇感头疼的问题。

日前，天津海关在积
极做好检验不合格固废物
退运和无害化处理的基础
上，针对港区内多年难以
解决的未报关、无主或超
标固体废物，克服执行难、
无经费等困难，充分发挥
机构改革、关检融合的优
势，创造性地运用打私、退
运、公益诉讼和海关无害
化销毁等“组合拳”，努力
蹚出一条解决老大难问题
的新路。

从 9 月中旬开始，天
津海关联合口岸相关部
门，开展大规模“固废清
港”行动，以“清理存量、清
零增量”为总体工作目标，
决心在年底前彻底解决这
个老大难问题，化解相关
货物可能产生的污染和安
全隐患，力争在全国海关
中率先完成清理口岸存量
检验不合格超期固废物工
作，保护口岸港清水蓝的
良好环境。

日前，记者在天津海
关“固废清港”行动中看
到，“洋垃圾”销毁现场既
没有飞扬的灰尘，也没有
难闻的气味，巨大的铁抓
斗将经过预处理的混杂着
泥土、脏纸屑的“洋垃圾”
废塑料碎块，抓送进焚烧
窑中。一瞬间，1750 摄氏度烈焰吞噬掉整坨固体废
物，并完成无害化处理。截至目前，天津海关共处置
785个集装箱固废和危化品货物，总重约1.46万吨。

“清理存量”是天津海关处置固废物的第一步。据
核查，天津港滞压的货物最早可追溯至2010年。为确
保将港口存量清理干净，天津海关以“标准不降低、效
果不打折”的决心，严格按要求对进口收货企业、承运
人等 11 家履行退运义务的责任主体统一送达催办文
函，逐一约谈责任企业并敦促其履行法定义务。同时，
结合天津口岸实际，优化简化操作程序，明确对责令退
运货物的督办时限和程序，为提高处置效率提供了标
准作业流程，会同港口部门减免部分退运货物的仓储
费用，建立通报制度，形成口岸协同处置工作合力。

在清理存量的同时，实现清零增量。天津海关将
工作重点聚焦于实施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围绕风险
预警、缉私、日常监管等多种手段，针对超过合理时限
未申报的进口货物实施了预警监控。对于疑似固体废
物或属于禁止进口的商品，将第一时间启动鉴定和责
令退运程序。缉私部门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有关责任企
业案件线索的搜集和整理，组织精干力量开展重点打
击，对不法分子形成有效阻吓和震慑。同时，加强对存
储固体废物监管作业场所的巡查检查，在业务现场实
施超期货物“一日一清”工作制度，当日清理数据、当日
移交检验单位，出具检验结论当日办理“责令退运”手
续，切实提高处置效率，达到清零增量的目的。

对于无退运主体的检验不合格超期货物，协调经
费，采取大规模集中销毁方式。海关关员告诉记者，口
岸部门与具备无害化处理能力的专业销毁机构联手，
对废塑料、生活垃圾、危化品等运用科技手段实行完全
无害化处置，从源头上杜绝二恶英、硫化物等有害成分
的产生，实现无污染、无害化处理，不对环境和人体产
生二次危害。

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是天津海关历年来各方面
资源投入力度最大的一次专项行动。天津海关有关负
责人表示，力争在全国海关中率先清理完成口岸存量
检验不合格超期货物，销毁方式实现无污染、无害化处
理，不对环境和人体产生二次危害，同时将口岸检验不
合格超期货物阻挡在国门之外，杜绝其流入社会危害
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据悉，今年以来，天津海关已针对“洋垃圾”走私开
展了 4 轮次高密度、集群式、全链条集中打击，全力封
堵拦截“洋垃圾”走私入境，共刑事立案 40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40名，现场查扣废塑料、废矿渣、废棉纱等各
类涉案“洋垃圾”3525吨。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实施持续不间断高
压严打，同时加强与公安、生态环境和市场监管等相关
执法部门的联系配合，深化国际执法合作，严厉打击“洋
垃圾”走私违法犯罪行为，切实履行国门卫士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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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海关举行“固废清港”行动。

本报记者 顾 阳摄

上图 坐落在北京前门大街上的苏州稻香村店面。
右图 三禾北京稻香村糕点包装袋。

本报记者 佘 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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