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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侵害发明专利权/有
效通知/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连
带责任

裁判要点
1.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

行为，被侵权人依据侵权责任法向网络
服务提供者所发出的要求其采取必要措
施的通知，包含被侵权人身份情况、权属
凭证、侵权人网络地址、侵权事实初步证
据等内容的，即属有效通知。网络服务
提供者自行设定的投诉规则，不得影响
权利人依法维护其自身合法权利。

2.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所
规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所
应采取的必要措施包括但并不限于删
除、屏蔽、断开链接。“必要措施”应遵循
审慎、合理的原则，根据所侵害权利的
性质、侵权的具体情形和技术条件等来
加以综合确定。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三十六条
基本案情
原告威海嘉易烤生活家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嘉易烤公司）诉称：永康市金
仕德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仕德公
司）未经其许可，在天猫商城等网络平台

上宣传并销售侵害其ZL200980000002.8
号专利权的产品，构成专利侵权；浙江天
猫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猫公司）在

嘉易烤公司投诉金仕德公司侵权行为
的情况下，未采取有效措施，应与金仕
德公司共同承担侵权责任。请求判
令：1.金仕德公司立即停止销售被诉
侵权产品；2.金仕德公司立即销毁库
存的被诉侵权产品；3.天猫公司撤销
金仕德公司在天猫平台上所有的侵权
产品链接；4.金仕德公司、天猫公司连
带赔偿嘉易烤公司 50万元；5.本案诉
讼费用由金仕德公司、天猫公司承担。

金仕德公司答辩称：其只是卖家，
并不是生产厂家，嘉易烤公司索赔数

额过高。
天猫公司答辩称：1.其作为交易平

台，并不是生产销售侵权产品的主要经
营方或者销售方；2.涉案产品是否侵权
不能确定；3.涉案产品是否使用在先也
不能确定；4.在不能证明其为侵权方的
情况下，由其连带赔偿50万元缺乏事
实和法律依据，且其公司业已删除了涉
案产品的链接，嘉易烤公司关于撤销金
仕德公司在天猫平台上所有侵权产品
链接的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

⇨⇨下转第六版

关键词 民事/侵害商标权/诚实信
用/权利滥用

裁判要点
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他

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恶
意取得、行使商标权并主张他人侵权的，
人民法院应当以构成权利滥用为由，判
决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

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
基本案情
深圳歌力思服装实业有限公司成立

于1999年6月8日。2008年12月18日，
该公司通过受让方式取得第 1348583号

“歌力思”商标，该商标核定使用于第 25
类的服装等商品之上，核准注册于 1999
年 12 月。2009 年 11 月 19 日，该商标经
核准续展注册，有效期自 2009 年 12 月
28日至2019年12月27日。深圳歌力思
服装实业有限公司还是第 4225104 号

“ELLASSAY”的商标注册人。该商标核
定使用商品为第 18 类的（动物）皮；钱
包；旅行包；文件夹（皮革制）；皮制带子；
裘皮；伞；手杖；手提包；购物袋。注册有
效期限自 2008 年 4 月 14 日至 2018 年 4
月13日。2011年11月4日，深圳歌力思
服装实业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歌力思服

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力思公司，
即本案一审被告人）。2012年 3月 1日，
上述“歌力思”商标的注册人相应变更为
歌力思公司。

一审原告人王碎永于2011年6月申
请注册了第 7925873 号“歌力思”商标，
该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18类的钱包、
手提包等。王碎永还曾于 2004年 7月 7
日申请注册第 4157840号“歌力思及图”
商标。后因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4 年 4 月 2 日作出的二审判决认定，
该商标损害了歌力思公司的关联企业歌
力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在先字号权，
因此不应予以核准注册。

自 2011年 9月起，王碎永先后在杭
州、南京、上海、福州等地的“ELLAS⁃
SAY”专柜，通过公证程序购买了带有

“品牌中文名：歌力思，品牌英文名：EL⁃
LASSAY”字样吊牌的皮包。2012年3月
7 日，王碎永以歌力思公司及杭州银泰
世纪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银泰
公司）生产、销售上述皮包的行为构成对
王碎永拥有的“歌力思”商标、“歌力思及
图”商标权的侵害为由，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2月

1 日作出（2012）浙杭知初字第 362 号民
事判决，认为歌力思公司及杭州银泰公
司生产、销售被诉侵权商品的行为侵害

了王碎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判决歌力
思公司、杭州银泰公司承担停止侵权行
为、赔偿王碎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
计 10 万元及消除影响。歌力思公司不
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3年 6月 7日作出（2013）浙知终字第
222 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歌力思公司及王碎永均不服，向最高人
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
审 本 案 ，并 于 2014 年 8 月 14 日 作 出
（2014）民提字第 24 号判决，撤销一审、
二审判决，驳回王碎永的全部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诚实信用原则

是一切市场活动参与者所应遵循的基本
准则。一方面，它鼓励和支持人们通过
诚实劳动积累社会财富和创造社会价
值，并保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财产性权
益，以及基于合法、正当的目的支配该财
产性权益的自由和权利；另一方面，它又

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诚实
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社会公共
利益和市场秩序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
益。民事诉讼活动同样应当遵循诚实信
用原则。一方面，它保障当事人有权在
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和处分自己的民
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另一方面，它又要求
当事人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前提下，善意、审慎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任何违背法律目的和精神，以损害他人
正当权益为目的，恶意取得并行使权利、
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的行为均属于权
利滥用，其相关权利主张不应得到法律
的保护和支持。

第 4157840号“歌力思及图”商标迄
今为止尚未被核准注册，王碎永无权据
此对他人提起侵害商标权之诉。对于歌
力思公司、杭州银泰公司的行为是否侵
害王碎永的第 7925873号“歌力思”商标
权的问题，首先，歌力思公司拥有合法的

在先权利基础。歌力思公司及其关联
企业最早将“歌力思”作为企业字号使
用的时间为1996年，最早在服装等商
品上取得“歌力思”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时间为 1999 年。经长期使用和广泛
宣传，作为企业字号和注册商标的“歌
力思”已经具有了较高的市场知名度，
歌力思公司对前述商业标识享有合法
的在先权利。其次，歌力思公司在本
案中的使用行为系基于合法的权利基
础，使用方式和行为性质均具有正当
性。从销售场所来看，歌力思公司对
被诉侵权商品的展示和销售行为均完
成于杭州银泰公司的歌力思专柜，专
柜通过标注歌力思公司的“ELLAS⁃
SAY”商标等方式，明确表明了被诉侵
权商品的提供者。在歌力思公司的字
号、商标等商业标识已经具有较高的
市场知名度，而王碎永未能举证证明
其“歌力思”商标同样具有知名度的情
况下，歌力思公司在其专柜中销售被
诉侵权商品的行为，不会使普通消费
者误认该商品来自于王碎永。从歌力
思公司的具体使用方式来看，被诉侵
权商品的外包装、商品内的显著部位
均明确标注了“ELLASSAY”商标，而
仅在商品吊牌之上使用了“品牌中文
名：歌力思”的字样。由于“歌力思”本
身就是歌力思公司的企业字号，且与

其“ELLASSAY”商标具有互为指代关
系，故歌力思公司在被诉侵权商品的
吊牌上使用“歌力思”文字来指代商品
生产者的做法并无明显不妥，不具有
攀附王碎永“歌力思”商标知名度的主
观意图，亦不会为普通消费者正确识
别被诉侵权商品的来源制造障碍。在
此基础上，杭州银泰公司销售被诉侵
权商品的行为亦不为法律所禁止。最
后，王碎永取得和行使“歌力思”商标
权的行为难谓正当。“歌力思”商标由
中文文字“歌力思”构成，与歌力思公
司在先使用的企业字号及在先注册的

“歌力思”商标的文字构成完全相同。
“歌力思”本身为无固有含义的臆造
词，具有较强的固有显著性，依常理判
断，在完全没有接触或知悉的情况下，
因巧合而出现雷同注册的可能性较
低。作为地域接近、经营范围关联程
度较高的商品经营者，王碎永对“歌力
思”字号及商标完全不了解的可能性
较低。在上述情形之下，王碎永仍在
手提包、钱包等商品上申请注册“歌力
思”商标，其行为难谓正当。王碎永以
非善意取得的商标权对歌力思公司的
正当使用行为提起的侵权之诉，构成
权利滥用。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王艳芳、朱
理、佟姝）

威海嘉易烤生活家电有限公司诉永康市金仕德
工贸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7年3月6日发布）

指导案例83号

王碎永诉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泰
世纪百货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7年3月6日发布）

指导案例82号

关键词 民事/著作权侵权/影视作
品/历史题材/实质相似

裁判要点
1.根据同一历史题材创作的作品中

的题材主线、整体线索脉络，是社会共同
财富，属于思想范畴，不能为个别人垄
断，任何人都有权对此类题材加以利用
并创作作品。

2.判断作品是否构成侵权，应当从
被诉侵权作品作者是否接触过权利人作
品、被诉侵权作品与权利人作品之间是
否构成实质相似等方面进行。在判断是
否构成实质相似时，应比较作者在作品
表达中的取舍、选择、安排、设计等是否
相同或相似，不应从思想、情感、创意、对
象等方面进行比较。

3.按照著作权法保护作品的规定，
人民法院应保护作者具有独创性的表
达，即思想或情感的表现形式。对创意、
素材、公有领域信息、创作形式、必要场
景，以及具有唯一性或有限性的表达形
式，则不予保护。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

例》第二条
基本案情
原告张晓燕诉称：其于1999年12月

开始改编创作《高原骑兵连》剧本，2000
年8月根据该剧本筹拍20集电视连续剧

《高原骑兵连》（以下将该剧本及其电视
剧简称“张剧”），2000年12月该剧摄制完
成，张晓燕系该剧著作权人。被告雷献
和作为《高原骑兵连》的名誉制片人参与
了该剧的摄制。被告雷献和作为第一编
剧和制片人、被告赵琪作为第二编剧拍
摄了电视剧《最后的骑兵》（以下将该电
视剧及其剧本简称“雷剧”）。2009年7月
1日，张晓燕从被告山东爱书人音像图书
有限公司购得《最后的骑兵》DVD光盘，
发现与“张剧”有很多雷同之处，主要人
物关系、故事情节及其他方面相同或近
似，“雷剧”对“张剧”剧本及电视剧构成
侵权。故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停止侵
权，雷献和在《齐鲁晚报》上公开发表致

歉声明并赔偿张晓燕剧本稿酬损失、剧
本出版发行及改编费损失共计80万元。

被告雷献和辩称：“张剧”剧本根据
张冠林的长篇小说《雪域河源》改编而
成，“雷剧”最初由雷献和根据师永刚的
长篇小说《天苍茫》改编，后由赵琪参照
其小说《骑马挎枪走天涯》重写剧本定
稿。2000 年上半年，张晓燕找到雷献
和，提出合拍反映骑兵生活的电视剧。
雷献和向张晓燕介绍了改编《天苍茫》的
情况，建议合拍，张晓燕未同意。2000
年 8月，雷献和与张晓燕签订了合作协
议，约定拍摄制作由张晓燕负责，雷献和
负责军事保障，不参与艺术创作，雷献和
没有看到张晓燕的剧本。“雷剧”和“张
剧”创作播出的时间不同，“雷剧”不可能
影响“张剧”的发行播出。

法院经审理查明：“张剧”“雷剧”、
《骑马挎枪走天涯》《天苍茫》，均系以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精简整编中骑兵部
队撤（缩）编为主线展开的军旅、历史题
材作品。短篇小说《骑马挎枪走天涯》发
表于《解放军文艺》1996年第 12期总第
512期；长篇小说《天苍茫》于2001年4月
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张剧”
于2004年5月17日至5月21日由中央电
视台第八套节目在上午时段以每天四集
的速度播出；“雷剧”于2004年5月19日
至29日由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在晚上
黄金时段以每天两集的速度播出。

《骑马挎枪走天涯》通过对骑兵连被
撤销前后连长、指导员和一匹神骏的战
马的描写，叙述了骑兵在历史上的辉煌、
骑兵连被撤销、骑兵连官兵特别是骑兵
连长对骑兵、战马的痴迷。《骑马挎枪走
天涯》存在如下描述：神马（15 号军马）
出身来历中透着的神秘、连长与军马的
水乳交融、指导员孔越华的人物形象、连
长作诗、父亲当过骑兵团长、骑兵在未来
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连长为保留骑
兵连所做的努力、骑兵连最后被撤销、结
尾处连长与神马的悲壮。“雷剧”中天马
的来历也透着神秘，除了连长常问天的
父亲曾为骑兵师长外，上述情节内容与

《骑马挎枪走天涯》基本相似。

《天苍茫》是讲述中国军队最后一支
骑兵连充满传奇与神秘历史的书，书中
展示草原与骑兵的生活，如马与人的情
感、最后一匹野马的基因价值，以及研究
马语的老人，神秘的预言者，最后的野马
在香港赛马场胜出的传奇故事。《天苍
茫》中连长成天的父亲是原骑兵师的师
长，司令员是山南骑兵连的第一任连长、
成天父亲的老部下，成天从小暗恋司令
员女儿兰静，指导员王青衣与兰静相爱，
并促进成天与基因学者刘可可的爱情。
最后连长为救被困沼泽的研究人员牺
牲。雷剧中高波将前指导员跑得又快又
稳性子好的“大喇嘛”牵来交给常问天作
为临时坐骑。结尾连长为完成抓捕任务
而牺牲。“雷剧”中有关指导员孔越华与
连长常问天之间关系的描述与《天苍茫》
中指导员王青衣与连长成天关系的情节
内容有相似之处。

法院依法委托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版
权鉴定委员会对张剧与雷剧进行鉴定，
结论如下：1.主要人物设置及关系部分
相似；2.主要线索脉络即骑兵部队缩编
（撤销）存在相似之处；3.存在部分相同
或者近似的情节，但除一处语言表达基
本相同之外，这些情节的具体表达基本
不同。语言表达基本相同的情节是指双
方作品中男主人公表达“愿做牧马人”的
话语的情节。“张剧”电视剧第四集秦冬
季说：“草原为家，以马为伴，做个牧马
人”；“雷剧”第十八集常问天说：“以草原
为家，以马为伴，你看过电影《牧马人》
吗？做个自由的牧马人”。

裁判结果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1 年 7 月 13 日作出（2010）济民三初

字第84号民事判决：驳回张晓燕的全部
诉讼请求。张晓燕不服，提起上诉。山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6 月 14 日
作出（2011）鲁民三终字第 194号民事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晓燕不服，
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
院经审查，于 2014 年 11 月 28 日作出
（2013）民申字第 1049号民事裁定：驳回
张晓燕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

点是“雷剧”的剧本及电视剧是否侵害
“张剧”的剧本及电视剧的著作权。

判断作品是否构成侵权，应当从被诉
侵权作品的作者是否“接触”过要求保护的
权利人作品、被诉侵权作品与权利人的作
品之间是否构成“实质相似”两个方面进行
判断。本案各方当事人对雷献和接触“张
剧”剧本及电视剧并无争议，本案的核心问
题在于两部作品是否构成实质相似。

我国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是作品中作
者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即思想或情感的
表现形式，不包括作品中所反映的思想
或情感本身。这里指的思想，包括对物
质存在、客观事实、人类情感、思维方法
的认识，是被描述、被表现的对象，属于
主观范畴。思想者借助物质媒介，将构
思诉诸形式表现出来，将意象转化为形
象、将抽象转化为具体、将主观转化为客
观、将无形转化为有形，为他人感知的过
程即为创作，创作形成的有独创性的表
达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著作权
法保护的表达不仅指文字、色彩、线条等
符号的最终形式，当作品的内容被用于
体现作者的思想、情感时，内容也属于受
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但创意、素材或公

有领域的信息、创作形式、必要场景或
表达唯一或有限则被排除在著作权法
的保护范围之外。必要场景，指选择
某一类主题进行创作时，不可避免而
必须采取某些事件、角色、布局、场景，
这种表现特定主题不可或缺的表达方
式不受著作权法保护；表达唯一或有
限，指一种思想只有唯一一种或有限
的表达形式，这些表达视为思想，也不
给予著作权保护。在判断“雷剧”与

“张剧”是否构成实质相似时，应比较
两部作品中对于思想和情感的表达，
将两部作品表达中作者的取舍、选择、
安排、设计是否相同或相似，而不是离
开表达看思想、情感、创意、对象等其
他方面。结合张晓燕的主张，从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判断：

关于张晓燕提出“雷剧”与“张剧”
题材主线相同的主张，因“雷剧”与《骑
马挎枪走天涯》都通过紧扣“英雄末路、
骑兵绝唱”这一主题和情境描述了“最
后的骑兵”在撤编前后发生的故事，可
以认定“雷剧”题材主线及整体线索脉
络来自《骑马挎枪走天涯》。“张剧”“雷
剧”以及《骑马挎枪走天涯》《天苍茫》4
部作品均系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精简整编中骑兵部队撤（缩）编为主线
展开的军旅历史题材作品，是社会的共
同财富，不能为个别人所垄断，故4部作
品的作者都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对此类
题材加以利用并创作作品。因此，即便

“雷剧”与“张剧”题材主线存在一定的
相似性，因题材主线不受著作权法保
护，且“雷剧”的题材主线系来自最早发
表的《骑马挎枪走天涯》，不能认定“雷
剧”抄袭自“张剧”。

关于张晓燕提出“雷剧”与“张剧”
人物设置与人物关系相同、相似的主
张，鉴于前述 4 部作品均系以特定历
史时期骑兵部队撤（缩）编为主线展开
的军旅题材作品，除了《骑马挎枪走天
涯》受短篇小说篇幅的限制，没有三角
恋爱关系或军民关系外，其他 3 部作
品中都包含三角恋爱关系、官兵上下
关系、军民关系等人物设置和人物关

系，这样的表现方式属于军旅题材作
品不可避免地采取的必要场景，因表
达方式有限，不受著作权法保护。

关于张晓燕提出“雷剧”与“张剧”
语言表达及故事情节相同、相似的主
张，从语言表达看，如“雷剧”中“做个自
由的‘牧马人’”与“张剧”中“做个牧马
人”语言表达基本相同，但该语言表达
属于特定语境下的惯常用语，非独创性
表达。从故事情节看，用于体现作者的
思想与情感的故事情节属于表达的范
畴，具有独创性的故事情节应受著作权
法保护，但是，故事情节中仅部分元素
相同、相似并不能当然得出故事情节相
同、相似的结论。前述 4部作品相同、
相似的部分多属于公有领域素材或缺
乏独创性的素材，有的仅为故事情节中
的部分元素相同，但情节所展开的具体
内容和表达的意义并不相同。二审法
院认定“雷剧”与“张剧”6处相同、相似
的故事情节，其中老部下关系、临时指
定马匹等在《天苍茫》中也有相似的情
节内容，其他部分虽在情节设计方面存
在相同、相似之处，但有的仅为情节表
达中部分元素的相同、相似，情节内容
相同、相似的部分少且微不足道。

整体而言，“雷剧”与“张剧”具体
情节展开不同、描写的侧重点不同、主
人公性格不同、结尾不同，二者相同、
相似的故事情节在“雷剧”中所占比例
极低，且在整个故事情节中处于次要
位置，不构成“雷剧”中的主要部分，不
会导致读者和观众对两部作品产生相
同、相似的欣赏体验，不能得出两部作
品实质相似的结论。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由
不同作者就同一题材创作的作品，作
品的表达系独立完成并且有创作性
的，应当认定作者各自享有独立著作
权”的规定，“雷剧”与“张剧”属于由不
同作者就同一题材创作的作品，两剧
都有独创性，各自享有独立著作权。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于晓白、骆
电、李嵘）

张晓燕诉雷献和、赵琪、山东爱书人音像图书
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7年3月6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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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

点一是本案所涉《和谐共生十二》作品
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二是案涉产品的
包装图案是否侵犯原告的著作权；三是
如何确定本案的责任主体；四是本案的
侵权责任方式如何判定；五是本案的赔
偿数额如何确定。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所涉原
告洪福远的《和谐共生十二》画作中两只
鸟尾部重合，中间采用铜鼓纹花连接而
展示对称的美感，而这些正是传统蜡染
艺术的自然纹样和几何纹样的主题特
征，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涉案作
品显然借鉴了传统蜡染艺术的表达方
式，创作灵感直接来源于黄平革家蜡染
背扇图案。但涉案作品对鸟的外形进行
了补充，对鸟的眼睛、嘴巴丰富了线条，
对鸟的脖子、羽毛融入了作者个人的独
创，使得鸟图形更为传神生动，对中间的
铜鼓纹花也融合了作者的构思而有别于
传统的蜡染艺术图案。根据著作权法实
施条例第二条“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
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
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的
规定，本案所涉原告洪福远创作的《和谐
共生十二》画作属于传统蜡染艺术作品
的衍生作品，是对传统蜡染艺术作品的
传承与创新，符合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特征，在洪福远具有独创性的范围内受

著作权法的保护。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著作权

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九项“美术作品，是
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
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
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的规定，绘画作品
主要是以线条、色彩等方式构成的有审美
意义的平面造型艺术作品。经过庭审比
对，本案所涉产品贵州辣子鸡等包装礼盒
和产品手册中使用的花鸟图案与涉案《和
谐共生十二》画作，在鸟与花图形的结构
造型、线条的取舍与排列上一致，只是图
案的底色和线条的颜色存在差别，就比对
的效果来看图案的底色和线条的颜色差
别已然成为侵权的掩饰手段而已，并非独
创性的智力劳动；第三人今彩公司主张其
设计、使用在五福坊公司产品包装礼盒和
产品手册中的作品创作于2006年，但其没
有提交任何证据可以佐证，而洪福远的涉
案作品于2009年发表在《福远蜡染艺术》
一书中，且书中画作直接注明了作品创作
日期为2003年，由此可以认定洪福远的
涉案作品创作并发表在先。在五福坊公
司生产、销售涉案产品之前，洪福远即发
表了涉案《和谐共生十二》作品，五福坊
公司有机会接触到原告的作品。据此，
可以认定第三人今彩公司有抄袭洪福远
涉案作品的故意，五福坊公司在生产、销
售涉案产品包装礼盒和产品手册中部分
使用原告的作品，侵犯了原告对涉案绘
画美术作品的复制权。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庭前准备过
程中，经法院向洪福远释明是否追加今
彩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是否需要变更
诉讼请求，原告以书面形式表示不同意
追加今彩公司为被告，并认为五福坊公
司与今彩公司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宜
与本案合并审理。事实上，五福坊公司
与今彩公司签订了合同书，合同约定被
告生产的所有产品的外包装、广告文案、
宣传品等皆由今彩公司设计，合同也约
定如今彩公司提交的设计内容有侵权行
为，造成的后果由今彩公司全部承担。
但五福坊公司作为产品包装的委托方，
并未举证证明其已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
务，且也是侵权作品的最终使用者和实
际受益者，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
二款第一项“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
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
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一）未
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
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
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著作权纠纷案件解释》）第十九条、第二
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五福坊公司依法应
承担本案侵权的民事责任。五福坊公司
与第三人今彩公司之间属另一法律关
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当事人可另
行主张解决。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根据著作权

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规定，侵犯著
作权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应当根
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
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本案中，第一，原告方的部分著作人身权
和财产权受到侵害，客观上产生相应的
经济损失，对于原告方的第一项赔偿损
失的请求，依法应当获得相应的支持；第
二，无论侵权人有无过错，为防止损失的
扩大，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正在实施的
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以保护权利人
的合法权益，也是法律实施的目的，对于
原告方第二项要求被告停止使用涉案图
案，销毁涉案包装盒及产品册页的诉请，
依法应予支持；第三，五福坊公司事实上
并无主观故意，也没有重大过失，只是没
有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而基于法律的规
定承担侵权责任，洪福远也未举证证明
被告侵权行为造成其声誉的损害，故对
于洪福远要求五福坊公司在《贵州都市
报》综合版面刊登声明赔礼道歉的第三
项诉请，不予支持。

关于第五个争议焦点，本案中，原告
方并未主张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
理费用，也没有举证证明为制止侵权行
为所支出的任何费用。庭审中，原告方
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以证明其实际损失的
多少，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以证明五福
坊公司因侵权行为的违法所得。事实
上，原告方的实际损失本身难以确定，被
告方因侵权行为的违法所得也难以查

清。根据《著作权纠纷案件解释》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权利人的实际
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
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
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
款（现为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确
定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
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
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
定”的规定，结合本案的客观实际，主
要考量以下5个方面对侵犯著作权赔
偿数额的影响：第一，洪福远的涉案

《和谐共生十二》作品属于贵州传统蜡
染艺术作品的衍生作品，著作权作品
的创作是在传统蜡染艺术作品基础上
的传承与创新，涉案作品中鸟图形的
轮廓与对称的美感来源于传统艺术作
品，作者构思的创新有一定的限度和
相对局限的空间；第二，贵州蜡染有一
定的区域特征和地理标志意义，以花、
鸟、虫、鱼等为创作缘起的蜡染艺术作
品在某种意义上属于贵州元素或贵州
符号，五福坊公司作为贵州的本土企
业，其使用贵州蜡染艺术作品符合民
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固有的民族性、区域性的基本特征要
求；第三，根据洪福远与邓春香签订的

《作品使用权转让合同》，洪福远已经
将其创作的涉案《和谐共生十二》作品
的使用权（蜡染上使用除外）转让给邓
春香，即涉案作品的大部分著作财产

权转让给了传统民间艺术传承区域外
的邓春香，由邓春香维护涉案作品著
作财产权，基于本案著作人身权与财
产权的权利主体在传统民间艺术传承
区域范围内外客观分离的状况，传承
区域范围内的企业侵权行为产生的后
果与影响并不显著；第四，洪福远几十
年来执着于民族蜡染艺术的探索与追
求，在创作中将传统的民族蜡染与中
国古典文化有机地揉和，从而使蜡染
艺术升华到一定高度，对区域文化的
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尽管涉案
作品的大部分著作财产权已经转让给
了传统民间艺术传承区域外的邓春
香，但洪福远的创作价值以及其在蜡
染艺术业内的声誉应得到尊重；第五，
五福坊公司涉案产品贵州辣子鸡、贵
州小米渣、贵州猪肉干的生产经营规
模、销售渠道等应予以参考，根据五福
坊公司提交的五福坊公司与广州卓凡
彩色印刷有限公司的采购合同，尽管
上述证据不一定完全客观反映五福坊
公司涉案产品的生产经营状况，但在
原告方无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形下，被
告的证明主张在合理范围内应为法律
所允许。综合考量上述因素，参照贵
州省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生
活水平，酌情确定由五福坊公司赔偿
邓春香经济损失10万元。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唐有临、刘
永菊、袁波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