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4

城市生活

2021 年 11 月 25 日 星期四
统筹 郭宁 责编 首席编辑 李萌 美编 首席编辑 杨芳芳 校对 马聪

潼关肉夹馍 从舌尖到风口浪尖
继“逍遥镇胡辣汤”后，有多地小吃店因卖“潼关肉夹馍”被告侵权，郑州多家店铺称收到通知
郑州多家“潼关肉夹馍”店铺收到“涉嫌侵权”通知

“我们原本就是做个小生意，
没想到突然就成了被告。”漯河市
临颍县某肉夹馍小吃店的老板王
芳（化名）介绍，自己于 2018 年在
当地注册了肉夹馍小吃店，因为店
名带了“潼关”二字，今年 11 月被
“潼关肉夹馍协会”以侵犯商标权
为由告上法庭。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调查
了解到，因为“潼关”二字被一纸诉
状告上法庭的，并非个例。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 曾令统
见习记者 郭世杰

11 月 24 日，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
者随机走访带有“潼关肉夹馍”字样的
店铺了解情况。
在郑州市高新区的一家名为“老潼
关肉夹馍”的小吃店，店主张先生介绍，
自己前几日也收到了来自北京的一名
自称律师的人的电话，
“他就告诉我说，
我家店因为带有‘潼关’二字涉嫌侵权，
要我们进行赔偿。”
电话里也提及可私下和解，但是张
先生并不打算私下和解。
“ 走一步看一
步吧，我们店原本也是以卖土豆粉为
主，回头把‘潼关’这两个字去掉就可以
了，总不至于我叫肉夹馍，他也要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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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吧。”张先生说。
随后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又走
访了多家“潼关肉夹馍”店铺，不少店主
表示，近两个月确实收到过来自各地的
“因涉嫌侵权”而被“潼关肉夹馍协会”
控告的律师电话，且大多律师都授意
“可以私下和解”。
“但是明明就不是我们的错，我们
也没有这个侵权的主观意愿，如果他真
的要告我们的话，我愿意出庭。”郑州经
三路一家“潼关肉夹馍”店的老板说。
至于如果店名取消“潼关”二字是
否会对生意造成影响，大多数老板表示
“不会受到影响”。

潼关肉夹馍协会近 5 年司法案件，2021 年的占比为 99.01%
企查查显示，潼关肉夹馍协会成立
日期为 2016 年 6 月 6 日，截至 11 月 24
日，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发现，潼关
肉夹馍协会共涉及 203 个司法案件，关
联 354 条开庭公告信息，其中 99.51%为
原告，72.91%为侵害商标权纠纷。
司法案件涉及河南、
浙江、
贵州等多
省，其中 14.78%的案件属地为河南，且
近 5 年里，
2021 年的案件占比为 99.01%。

据了解，潼关肉夹馍协会持有方便
食品类“潼关肉夹馍”商标，该商标于
2014 年 4 月申请，并于 2015 年 12 月完
成注册。
“潼关肉夹馍协会”如何看待此事
呢？11 月 24 日，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
者多次尝试拨打潼关肉夹馍协会相关
负责人电话，并发送短信进行询问，截
至发稿，并未收到回复。

近期，河南焦作 50 余家逍遥镇
胡辣汤店的商户反映，他们突然收到
法院传票，原因是他们未经授权使用
“逍遥镇”三个字做店铺招牌，涉嫌侵
犯了“逍遥镇”的商标权。与此同时，
一些在安阳、鹤壁经营逍遥镇胡辣汤
的店主也遭遇了类似情况。
据了解，
“逍遥镇胡辣汤协会”是
经民政部门批准的逍遥镇所属行业
协会。
“逍遥镇”三个字在 2003 年，由
逍遥镇政府作为胡辣汤品牌名称注
册为商标。面对争议，逍遥镇胡辣汤
协会秘书长王磊华表示，起诉的目的
是通过法律途径“去伪存真”。
11 月 21 日，针对商标维权一事，
“西华融媒”发布情况说明称，已责令
“逍遥镇胡辣汤协会”暂停正在开展
的工作。
（据顶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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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打着规范美食标准
的幌子来牟利

该协会注册商标虽然合法，
但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付建律师表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细则》的规定，
“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
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
不得作为
商标。但是，
地名具有其他含义
或者作为集体商标、
证明商标组
成部分的除外；
已经注册的使用
地名的商标继续有效。
“
”注册商
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或
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
主要原
料及其他特点，
或者含有地名，
注册
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
”
因此，付建认为，该协会注册“潼关
肉夹馍”
的集体商标虽然合法，
但
“潼关”
作为地名，商标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
使用。所以该协会以
商户侵犯商标为
由进行维权，
并不符合
法律规
定。

“逍遥镇胡辣汤”
商标维权事件回顾

河南予瑞律师事务所李华阳律师也
认同，
潼关虽然属于县级行政区划，
但是
“潼关肉夹馍”
注册为集体商标并不违法。他
建议被起诉的商家还可以如下抗辩维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规定：
“商标注册人申请商标注册前，他人已
经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先于
商标注册人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
近似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注册商标
专用权人无权禁止该使用人在原使用
范围内继续使用该商标，但可以要求其
附加适当区别标识。”故该法规定了“在
先使用权”。即在诉争商标注册前，就
已经有他人使用该商标的事实存在，在
先使用人持续、原使用范围内继续使用
该商标并不侵权。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1999年12月
下发的《关于商标行政执法中若干问题的
意见》中规定，
善意地使用自己的名称或
者地址，善意地说明商品或者服务的质
量、
用途、
地理来源、
种类、
价值及提供
日期，
不属于商标侵权行为。

“逍遥镇胡辣汤”商标侵权事件
刚刚平息，
“潼关肉夹馍”的经营者们
又陷入了同样的境地。中国地大物
博，各地美食小吃自然数不胜数。兰
州牛肉拉面和沙县小吃的成功案例
在前，也就使得各地都想将本地小吃
搞成品牌 IP 进行推广。
但得看到，
诸如南京盐水鸭、
北京
烤鸭、天津煎饼果子等地方特色美食
都是历史形成，并非今日新创。也因
此，
无论从情感层面还是法律角度，
地
方小吃实际上归所属地域集体所有。
这意味即便地方政府想要规范发展地
方美食，
也应秉持着公益性原则，
而不
是借机任由其下属社会组织以法律的
名义扰乱市场秩序。 （据光明日报）
此事你怎么
看？扫码聊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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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卓尔牧业有限公司
年存栏 2000 头奶牛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公示

订版热线：
13526798286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 10 时起至 2021 年 12 月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
11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
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见链接：链 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http://sf.taobao.com，户名：郑
接 ：https://pan.baidu.com/s/18io7ZonyVW7ugNbU 台上（网址：
Q1MYTQ，提取码：069p。
（2）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对河南省郑州市新郑
请前往洛阳卓尔牧业有限公司。建设单位地址：洛 市龙湖镇双湖大道 150 号龙湖锦艺城购物
阳市孟津区朝阳镇瓦店村，联系人：何梦奇，联系电 中心 1 单元 910 房屋一套进行第二次公开
话：
13603797788，
电子邮箱：
851896932@qq.com。
拍卖活动。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包括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同时也欢迎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
司法变卖公告
其他组织提出宝贵意见。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21 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意见表链接：
12 月 10 日 10 时至 2022 年 02 月 08 日 10 时止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
（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淘
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中原银行股份有限
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发送至建设单位邮箱，或以 公司 22000000 股（非境外上市内资股）股份进
电话、信函或面谈等形式提出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有 行公开变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
taobao.com/law_court.htm?spm=a213w.306
关的意见和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次信息发布和 4813.0.0.WmDlVt&user_id=1991614219 ， 户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征询公众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11 月 22 日~12 月 3 日，名：
共 10 个工作日。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洛阳卓尔牧业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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