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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产能在对传统加工
模式产生影响的同时，更多
的是对企业经营者的理念
也产生着冲击，其中也不乏
持 不 同 观 点 的 企 业 经 营
者。“共享车间噱头的成分
多一些，每个企业的成本控
制和生产标准都不一样，实
施起来问题有很多。”河南本
土制衣企业若男佳人总经理
王文军举例称，“企业和市场
更关心的是产品的品质，如
果让从事高品质制衣产品
的员工和生产线去接产品
品质参差不齐的网单，会把

员工的素质拉下来，对企业
运营不利。”

“每个客户的需求和标
准都不一样，共享经济就是
合并同类项，肯定是高端与
高端匹配，低端与低端匹
配。”周口市阿尔本制衣副总
经理吴丽霞接受采访时指
出，“共享生产线取决于行业
标准化和流程化的统一，这
需要数据化与互联网的加
入，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但对规模较大的制衣加工厂
来说改变的成本和收益仍需
要实践检验。”

□扶青

历经 5 年之久，王老吉与
加多宝的“红罐之争”终有结
果。5 年前，广药集团与加多
宝争夺红罐包装装潢权益，
双方互诉至法院，2014年广东
高院裁定王老吉胜诉，加多
宝被判赔 1.5 亿元，此后双方
依然僵持不下，并将官司打
到了最高人民法院。近日，
最高法作出终审判决：两家
对涉案“红罐”包装装潢权益
的形成均作出重要贡献，双
方可在不损害他人合法利益
的前提下，共同享有包装装
潢的权益。

围绕“红罐”的恩怨最早
可追溯至1997年。彼时，广药
集团持有王老吉商标，加多宝
（隶属香港鸿道集团）从广药
购得10年商标使用权，用于生
产红罐王老吉，广药则继续生
产绿色利乐包装的王老吉。
在鸿道集团经营下，红罐王老
吉迅速从地方性饮料品牌成
长为全国知名品牌。紧接着，
鸿道与广药签订的第二份协
议被认定无效，广药集团取回
商标，争议就此产生。此时的
红罐装已颇有品牌价值，但它
该属于谁？广药集团认为，

“黄色王老吉文字、红色底字
等色彩、图案及其排列组合”
等组成部分在内的整体内容，
和商标权具有一致性，法理上
都是自己的权益。加多宝则

主张，商标权是一回事，包装
装潢权益是另一回事，红罐王
老吉之所以对消费者形成显
著的识别作用，加多宝起到的
作用更大，相关权益属于自
己。

这里涉及的红罐包装，法
律名词为涉案知名商品特有
包装装潢权益，但如何区别商
标和包装之间的关系，在法律
上尚属空白。《反不正当竞争
法》规定，“经营者不得擅自使
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
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
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
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
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
品”。而根据《商标法》规定，
商标指“用以证明该商品或者
服务的原产地、原料、制造方
法、质量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
标志”，没有具体说明包装与
商标是否可分，同时也没有规
定收回商标授权的同时，能否
收回相应商品包装权益。放
至现实生活，商标和包装权益
能不能区分的争议也正变得
越来越常见。由此可见，“红
罐之争”的判决不仅解决具体
问题，其展示出的方法和思路
也势必对以后的案例形成启
示。

结果证明这是一次“双
赢”判决。判决文书显示，最
高法结合红罐王老吉凉茶历
史发展过程、双方合作背景、
消费者认知及公平原则的考

量，认为双方均对包装装潢权
益发挥积极作用，“将涉案包
装装潢权益完全判归一方所
有，均会导致显失公平的结
果，并可能损及社会公众利
益”，最终作出了“共享”判
决。此外，该案体现司法智慧
的另一个地方在于，最高法在
判决中明确指出，“知识产权
制度在于保障和激励创新”，
而且特别提出“对知识产权纠
纷的处理，需要我们充分考量
多重因素，以维护诚实信用并
尊重客观现实为基本原则”。
结合《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纲要（2016-2020）》提出的“要
统筹兼顾保护权利和激励创
新，坚持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和
强度与其创新和贡献程度相
协调”，可以预见，该案将有望
成为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一
例标志性判决。

同行是冤家，但一个优秀
对 手 也 是 前 进 道 路 上 的 帮
手。近年来，凉茶行业的发展
已略显疲态，这不仅是因为凉
茶行业已经走过高速扩张阶
段，一定程度上也与两家企业
过度聚焦于对方，而忽略了自
身的品类扩张和健康发展有
关。结合可口可乐和百事可
乐“相爱相杀”的例子，双方该
意识到，当法院已经作出最终
判决，双方就应该把心思放到
创新产品、提升品质上去。只
有从竞争走向竞合，才能不断
做大做强凉茶行业。

□吴黎华

经历了一番波折后，市场
高度关注的中国联通混改方
案终于落地。中国联通混改
具有先行先试的重大意义，市
场普遍认为,它对下一阶段推
进国企改革具有较强的示范
和推动作用。

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做强
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放大国有
资本功能。总的来看，中国联
通此次混改方案贯彻了这一
核心指导思想，瞄准“完善治
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
效率”的预期目标，实现了本
轮国企改革“央企重组——管
资本——混改”的重大突破。
改革方案实现了企业股权的
多元化，完善了上市公司治理
结构，并同步推出经理层市场
化选聘机制等，有望进一步提
升企业活力，提高其市场竞争
能力，有效放大国有资本的功
能。

从改革内容来看，中国联
通混改方案具有诸多亮点。
首先，方案实现了企业股权的
多元化和央企的交叉持股，并
且将较大比例的股权让渡给
了民营机构。引入完成后联

通集团占比将下降为 36.7%；
战投持股比例为 35.2%，对公
司重大事项决议将形成重大
影响。根据混改方案，公司还
将适当引入新的国有股东和
非国有股东代表担任公司董
事。从股权结构来看，联通集
团从绝对控股的地位降到相
对控股的地位，但并不改变中
国联通国有企业的性质。这
一多元化制衡的股权，也有利
于进一步完善企业的股权结
构和公司治理，提升企业的活
力。

其次，在新的战略投资者
引入方面，方案经过了精心
设计。此次引入的战略投资
者超过了之前 BAT 的预期，
还包括了京东以及其他垂直
行业公司、央企以及产业基
金，与联通主业关联度高、互
补性强。另一方面，方案突出
体现了“国企混改+互联网”
的特点，在此次中国联通的混
改方案中，腾讯、百度、阿里巴
巴、京东四大互联网巨头作为
战略股东加入，苏宁云商、用
友网络、网宿科技、宜通世纪
等 A 股互联网领域的上市公
司也纷纷入局。这意味着，
未来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

网、人工智能、支付金融等多
个领域，混改后的中国联通
都将有进一步拓展业务空间
的潜力。

第三，在国企混改配套机
制方面，此次联通混改同步推
出了经理层市场化选聘机制、
员工激励计划、薪酬弹性分配
和约束机制等一系列配套机
制。改革的成效如何，能否真
正达到提高企业效率的目标，
最终还是需要靠市场来检验，
建立市场化的选聘机制和分
配机制，尤为重要。此次联通
的混改方案，在这些方面做了
大胆探索，打破国有企业经理
人选聘和任用的“行政化”问
题，对未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具
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联通混改方案力度之大、
范围之广，体现了中央对于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坚定决心
和意志，也向市场和民众充分
传递了这一信号。对于联通
而言，混改方案的落地，只是
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接下来还
将涉及更多的内部改革和利
益机制的调整。对于广大的
国有企业而言，联通的混改方
案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样本。

联通混改凸显国企改革坚定意志

“共享红罐”判决具有示范意义

(上接A01版)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不同企业如何能够让生产
的标准化与流程化实现统
一是众多业内人士对共享
车间提出的最为关心的一
个问题。事实上，除了1688
淘工厂，很多企业都在共享
产能方面进行探索，其中也
不乏豫籍企业的身影。河
南 本 土 整 体 橱 柜 制 造 商
——大信橱柜提出的“模块
化生产”就是对解决上述问
题一大探索。

据了解，整体橱柜是定
制化很强的产品，大信通过
多年努力研发出的云数据平
台可调出全国所有小区的户
型图，并根据顾客定制化需
求，基于大数据的核心能力
和可实现工业化批量生产的
单元模块，将模块调取出来
进行组合、设计，客户满意后
将方案提交到总部云计算中
心，瞬间转换成生产指令发
送到各零部件供应商，模块
零件批量生产后再通过智能
分拣、物流配送给客户，产品
最慢4天便可从郑州发往全
国各地，而工人则根据各零
部件的编码组装还原客户的
个性化需求。

“传统工业的大规模生
产无法实现个性定制，而传
统定制同样无法兼容普惠
性。但在‘互联网+’时代，物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基于
互联网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正在驱动产业与消费融合走
向定制化的新型业态。”知名
财经评论人余丰慧说。

由于各个供应商生产的
都是标准化的模块，订单需
求在云计算平台的计算下，
生产车间的排产得到最合理
组合，产能共享达到最优。
据大信橱柜董事长庞学元介

绍，大信把每台设备，每一个
工人，每一家供应商企业看
成一个拥有自感知、自学习、
自执行、自适应的产能“小宇
宙”，并把它们都做了数据画
像放到了大信工业云端。利
用智能云计算，根据当下实
时生产需求，制订实时最优
生产系统方案。并根据新方
案，利用工业云平台，对各个
产能小宇宙下达指令。创建
产能新互联，产能急速匹配、
精准智能重组，实现无缝运
行当下生产流程系统。

“世界业内流行技术，是
将定制产品碎片化拆单并组
成生产的模式，是继续在流
水线上实现个性化定制的技
术改造手段。而大信从技术
层面来讲，产品组成是模块
化，生产中放弃了流水线。”
庞学元自豪地为记者介绍
说，“通过模块‘大数据’、‘互
联网+’实现的创新定制，让
大信的生产在全国扁平分
布，实现区域成本的最优组
合，同时‘定制、消费’的单一
对应，需求即结果，没有库存
积压，更不会造成产品浪
费。”

“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定
制化生产去掉了中间环节，
形成了智能计算下的企业
网络化协同制造，真正实现
了以用户为中心的未来制
造的先进理念。”河南省工
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
李涛表示，“产能分享，将成
为未来工业经济，尤其是制
造业的新的发展方式。而
作为产能分享的重要载体，
产能信息共享与产能要素
交易平台型企业和公司必
将得到快速发展，其功能也
将不断完善。”

豫企“产品模块化”
探索产能共享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