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栏目由河南坦言律师事务所协办

法制报律师服务QQ群：160810599

1414 责任编辑 尚迪 校对 孟杰曼

E-mail:hnfzbxmt@163.comHENAN LEGAL DAILY2017/02/16
法治服务

律师观察
□ 记者 吕曈

夫妻一方在国外，另一方离婚时应
向哪个法院起诉？

我和丈夫结婚 5 年了，他一直住在美国。请
问，如果我想离婚，要去美国起诉吗？

答：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诉讼一般
由被告所在地基层法院管辖；被告所在地与经
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

“所在地”一般是指户籍所在地。如果离婚时
一方在国外，国内一方可向本人所在地法院提
起诉讼，所以你可以在当地法院起诉，不必去
美国。

邻居装修破坏承重墙，我该怎么办？
最近我家邻居在装修房子，动静很大，把房屋

承重墙都破坏了，严重危害了楼层安全。请问，我
该怎么办？

答：业主装修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
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否则就侵犯了其他业主
的利益，其他业主可以要求其停止该行为，并要求
赔偿损失。

邻居擅自将住宅改为餐馆，我该怎
么办？

最近，我家一楼的邻居将房子改造成餐馆对
外营业，产生大量的油烟，影响了整个小区。请
问，我和其他业主有权阻止他这样做吗？

答：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及物业管理规
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如果业主需要
改变住宅用途，除应履行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
约规定的程序外，还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
同意。因此，业主要将住宅改为商用，必须以不
影响周围居民的生活状况为前提，并征得邻居
的同意。

近日，据媒体报道，安徽省安庆
市太湖县五千年文博园景区内，出现
了大型山寨兵马俑群，上千个兵马俑
场面震撼。随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负责人表示，山寨兵马俑群没有经过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许可和授权，秦
始皇帝陵博物院已对此发布律师声
明。

声明称，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依法
对“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兵
马俑博物馆”享有名称权，并且对已
注册商标，如“兵马俑”“秦俑”“秦始
皇兵马俑”“铜车马”“秦始皇帝陵”
等享有商标专用权，任何未经秦始皇
帝陵博物院授权，使用秦始皇帝陵博
物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名称、注
册商标及享有著作权的图片、影像资
料的行为，均构成侵权。

五千年文博园行政总监认为，该
园的兵马俑群与西安前不久销毁的
山寨兵马俑有本质区别，该园兵马
俑群占地 800 至 1000 平方米，占整个
景区的千分之一，该园区还有“万里
长城”“花果山”等几百个景点。“西
安的山寨兵马俑骗游客说他们是真
的 ，我 们 从 来 没 说 我 们 就 是 一 号
坑。谁都知道真的在西安，我们跟
游客介绍都说我们就是‘A 货’。我
们打造的是秦始皇群像，在那有个
高大威猛的秦始皇，指挥千军万马、
平定六国，展现盛大的场面，就是秦
始皇在那里排兵布阵的场面，与兵
马俑坑是不一样的，不管是照片比
对还是直观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西安兵马俑就没有这些，这是我们
独创的。”

山寨兵马俑可能侵犯商
标专用权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称自己对“兵
马俑”等享有商标专用权。那么，山
寨兵马俑是否构成侵权呢？

河南高端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帆
表示，根据《商标法》的规定，商标注
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商标专用权包括独占使用权、许可使
用权、转让权和续展权。其中，独占
使用权和许可使用权是其中两个重
要的权利。商标注册人享有独占使
用权，他人未经许可，不得在同一种
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该注册商
标，也不得使用与该注册商标相近似
的商标，否则就侵犯了他人商标专用
权。

本案中，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兵马
俑博物馆”享有名称权，并且对已注
册商标，如“兵马俑”“秦俑”“秦始皇
兵马俑”“铜车马”“秦始皇帝陵”享
有商标专用权。若他人在商品或者
服务上未经许可使用如“兵马俑”

“秦俑”等注册商标，则构成商标侵
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有权提起侵权
投诉或者诉讼。

但是，注册商标保护只能适用于
登记保护的类别和范围，超出这个范
围不能得到保护。复制的兵马俑是
否构成侵权，还要看“兵马俑”等注
册商标的保护类别和范围。

山寨兵马俑不属于不正
当竞争

有学者表示，五千年文博园兵马
俑这种高度模仿行为侵犯了秦始皇
兵马俑整体形象的特有性。以此作
为吸引游客的一大卖点，在一定程度
上破坏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竞争
优势，侵占了其在旅游市场的份额，
可视为广义的侵权行为，构成不正当
竞争。

杨帆认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前
提是擅自使用或者冒用经营者的名称
或者商品，并引起消费者的误认。五
千年文博园仅仅使用传播手段，用复
制的手法，将中国知名文物浓缩在一
个展览园里，具有传承和传播历史文
化的作用。况且，五千年文博园在展
览中没有隐瞒事实真相，而是如实告
知游客，这里的兵马俑只是复制品，没
有引起他人的误解，对秦始皇帝陵博
物院的经营不构成减损或者影响，因
此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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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于方宣残疾证丢失，证号4127
2619960921492452，声明作废。
●魏星残疾证丢失，证号：4101
0319910323005551声明作废。
●王兴德警官证，证号：4101671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中牟县祥山杰贸易有限公司
发票丢失，票号：39417535、
39417536，声明作废。
●2017年1月9日出生的杜熙霖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042009声明作废。
●王逸枫《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O411208136丢失，声明作废。
●李通于2016年10月6号遗失
身份证，证号：412324198305
01051X，有效期：2016.09.08-
2036.09.08，声明作废。
●张东洋遗失南阳师范学院学
校毕业证，证号：10481120100
6309684声明作废。

●商丘市红顺工量具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开封市龙兴酒业有限公司（注册

号410212000044187）经出资人

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郑州兴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号：410108100000028）

经研究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申请债权。特此公告。

●舞阳县金麦源粮油贸易有限公

司（注册号411121000011046）

经股东会研究决定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敬告：本栏目信息所有手
续都严格进行审查，但不敢保
证每条信息的真实性，所有信
息只作为双方交流平台，客户
交易前请审验相关证明文件
和手续，签订有效的法律合
同，本报刊登内容不作为承担
法律责任的依据。

●刘红民，因公七级残疾军人
证，证号豫军K029280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刘金云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7
27196512236564，声明作废。
●张素梅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7
27197008200882，声明作废。
●张涛警官证丢失，警号
075439，声明作废。
●郑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685876，声明作废。
●刘林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N411382262，声明作废。
●2014年7月22日出生的薛梓
萱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763032，声明作废。
●任治祥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7
23196812055997，声明作废。
●开封市丰福达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1
02046948827807，声明作废。
●新蔡县牧龙养殖有限公司组
织机构代码证副本遗失，代码：
09060535-2，声明作废。

●信阳固得寄售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信阳市正十一品茶叶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商丘腾澄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宜阳县隆博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开封山水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淅川县永飞辣椒食品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本金
由5000万元减至500万元，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中共清河驿乡闫营行政村支
部委员会印章遗失，编号：
4116220002730，声明作废。
●河南中腾医疗器械商贸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425000029378，声明作废。
●许玲霞残疾证遗失，证号：4103
2919610211052X44，声明作废。
●金大海残疾证遗失，证号：4129
3219700921343343，声明作废。
●吴龙银残疾证遗失，证号：4129
3219730416001243，声明作废。
●陶中军杞县西环路西房产证
遗失，证号：008727，声明作废。
●木桐供销社拐玉门市税务登
记证副本遗失，证号：41122464
0615451，声明作废。
●闻静静残疾证遗失，证号:4127
0119780623052123，声明作废。
●卫艳霞遗失个人集体户口页，
身份证号410322197902160
04X，声明作废。

●漯河元正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1121MA3X

5FAUXK）经股东决定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