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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节目的著作权法保护问题
——北京知产法院判决新浪公司诉天盈九州公司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重 点 发 布
案情
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简称新浪公司）经合法授权，获得在授
权期限内在门户网站领域独家播放中超
联赛视频的权利。新浪公司认为，中超
联赛赛事节目构成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
法创作的作品，天盈九州公司未经其许
可，
在其网站(www.ifeng.sports.letv.com)
设置中超频道，
非法转播 2012 年至 2014
年两个赛季的中超联赛直播视频，严重
侵害了新浪公司享有的著作权。故起诉
至法院，
请求判令天盈九州停止侵权，
赔
偿经济损失并赔礼道歉。

裁判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涉案体育赛事节目构成以类似摄制
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乐视公司、天盈
九州公司以合作方式转播的行为侵害了
新浪公司的著作权。因被诉行为已通过
我国著作权法进行了调整，无需再以反
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规制。据此，判决天
盈九州公司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和
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
天盈九州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
上诉。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作出二审判决，认为涉案体育赛事
节目未构成电影作品，遂撤销一审判决
并驳回新浪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评析
由于作品的类型均是法定的，且不
同类型的作品的构成要件亦是不同的，

裁判要旨
判断涉案体育赛事节目是否构成以“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
方法创作的作品”，需考虑其是否满足固定及独创性要件。由于体育
赛事直播中存在的诸多客观限制因素使得公用信号所承载的连续画
面通常情况下不符合电影作品独创性的高度要求，但如果特定公用
信号的直播并未受相关客观因素限制，或存在其他独创性体现，则其
连续画面可能构成电影作品。
在判断体育赛事节目是否构成作品时，
首先需要当事人明确其主张的体育赛事
节目构成何种作品。本案中，新浪公司
明确其主张的是涉案赛事公用信号所承
载的连续画面构成著作权法第三条第
（六）项规定的“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
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简称电影作
品）。基于此，
本案的审理焦点在于涉案
体育赛事节目是否构成电影作品。
1.电影作品的构成要件。根据著作
权法的规定，
电影作品至少应具有固定及
独创性两个构成要件。固定要件要求电
影作品已被稳定地固定在有形载体上。
而独创性的要求涉及独创性高度和角
度。对于独创性的高度要求。依据著作
权法实施条例第四、第五条规定的内容，
连续画面或者属于电影作品，
或者属于录
像制品。因此，
对电影作品的独创性分析
不能脱离录像制品。在结合考虑我国著
作权法的逻辑体系、
著作权与邻接权制度
历史发展及司法实践现有做法等因素的
基础上，
电影作品与录像制品之间的区别
在于独创性程度的高低，
而非独创性的有
无。对于独创性的判断角度。不同类型
作品之间以及同一作品类型中更为细化
的分类之间，
均可能存在不同的独创性判

断角度。体育赛事属于客观事件，
具有纪
实性质，
其如果构成作品将属于纪实类电
影作品，
故本案仅分析纪实类电影作品的
独创性判断角度。纪实类电影作品的客
观特点决定了其独创性至少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对素材的选择、
对素材的拍摄、
对拍摄画面的选择及编排。每一个此类
电影作品至少应在上述一个或几个方面
体现出作者的个性化选择。
2.通常情况下的中超赛事直播公用
信号承载的连续画面是否构成电影作
品。主要是看两个方面：一是是否符合
固定要求。判断涉案比赛公用信号所承
载画面是否已被固定，要考虑整场比赛
是否被稳定的固定在有形载体上。因现
场直播过程中，整体比赛画面并未被稳
定地固定在有形载体上，其并不能满足
电影作品中固定的要求。赛事直播结束
后，公用信号所承载画面整体已被稳定
地固定在有形载体上，其符合固定的要
求。二是是否符合独创性要求。中超赛
事公用信号直播存在如下客观限制因
素：
赛事本身的客观情形、赛事直播的实
时性、对直播团队水准的要求、观众的需
求、公用信号的制作标准等。上述客观
限制因素使得公用信号所承载的连续画

面在素材的选择方面基本上并无个性化
选择，
而在对素材的拍摄、对拍摄画面的
选择及编排等方面的个性选择空间则相
当有限。就类型化分析而言，完全受上
述因素限制的体育赛事直播公用信号所
承载画面，在独创性高度上较难符合电
影作品的要求。如果在具体案件中，涉
案体育赛事直播并未受上述限制，或者
存在其他独创性的体现，则连续画面当
然可能构成电影作品。
3.涉案体育赛事节目是否构成电影
作品。由于被诉行为系网络直播行为，
在这一过程中，涉案赛事整体比赛画面
尚未被稳定地固定在有形载体上，因而
此时的赛事直播公用信号所承载画面并
不满足电影作品中的固定的要求。仅就
新浪公司意见陈述中所涉及各事例而
言，尚无法看出其体现了较高的独创性
程度。在新浪公司明确表示其所举事例
属于两场比赛中“典型的较有戏剧性和
突出特点的画面”的情况下，依据常理，
其他部分的独创性程度应不及前述事
例。鉴于前文中已指出此类赛事公用信
号承载的连续画面因受到若干客观因素
限制，通常较难达到电影作品的独创性
高度，
而针对涉案赛事连续画面，
新浪公
司并未举证证明或合理说明其未受上述
客观因素限制，或存在其他具有较高独
创性的情形，故涉案两场赛事公用信号
所承载连续画面并未达到电影作品所要
求的独创性高度。综上，涉案体育赛事
节目未构成电影作品。
本案案号：
（2014）朝民（知）初字第
40334号，
（2015）京知民终字第1818号
案 例 编 写 人 ：北 京 知 识 产 权 法 院
芮松艳

硬件生产商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的司法认定

法 案 精 要
案情
中央电视台系央视频道的运营方，
同时其自行制作了《今日说法》
《艺术人
生》等节目，并将所有电视频道及其所含
之全部电视节目的相关著作权授权央视
国际公司。央视国际公司在科洛弗公司
天猫网店购买了开博尔 K760 播放机一
台，该播放机由开博尔公司生产。该播
放机中含有能够直播、点播和回看央视
节目的软件，科洛弗公司认可从开博尔
公司处购买的是裸机，相关侵权软件由
其安装后销售。开博尔公司在其官方网
站上宣称科洛弗公司系其上海地区总代
理，同时宣称涉案播放机具有丰富的在
线资源，内置多家在线平台和视频节目，
并通过视频向用户展示了播放机的直
播、点播、回看功能和实际效果，同时提
供相关软件的下载和更新服务。科洛弗
公司的网站上亦有类似的宣传。
央视国际公司认为，
两被告未经授权
进行电视节目的直播、
点播和回看，
侵犯了
其享有的著作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请求
判令两被告停止侵权，
消除影响，
共同赔偿
经济损失100万元及合理费用5万元。

裁判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开博尔公司默认且支持这种由科洛
弗公司等代理商“代为”安装的行为，两
者通过“裸机出厂+代为安装”的合作安
排，以共同获取利益，故应共担责任。判
决：科洛弗公司、开博尔公司停止侵权，
开博尔公司赔偿央视国际公司经济损失
及合理费用 25 万元，科洛弗公司对其中
5 万元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判决后，开博尔公司不服提起

——上海知产法院判决央视国际公司诉开博尔公司等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裁判要旨
一般而言，硬件产品本身无法提供网络服务，该播放器需要下
载安装第三方软件才可以实现上述功能，生产商没有预装相关软件
不构成侵权。但在有证据证明硬件生产商明知销售商安装侵权软
件的情况下，硬件生产商应与销售商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用户感知
标准虽不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认定标准，但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
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具有重要影响。
上诉。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认为，
开博尔公司和科洛弗公司就在涉案播放
器内安装相应软件的行为达成共识，构
成共同侵权，应当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央视国际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涉案
播放器可以直播、点播和回看央视节目，
开博尔公司主张涉案软件提供的是链接
服务，
应当举证证明，
但其并没有提供证
据证明相关软件仅仅提供链接服务，故
对于开博尔公司的上诉意见不予采信。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评析
1.互联网实时转播行为的性质。在
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互联网的实时转
播行为颇具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
互联网
实时转播行为受广播权的控制，
从《伯尔
尼公约》之后缔结的国际条约和著作权
法的逻辑结构都可以推出著作权法有关
广播权规定中的“有线”
应被理解为包括
互联网在内的任何线路。也有观点认
为，互联网实时转播行为不属于广播权
的调整范围，但侵犯著作权法第十条第
一款第十七项规定的兜底权利，即应当

拍卖公告
本院在审理原告东营翎航港务有限公司与被告东莞市丰海海运
有限公司海滩求助合同纠纷一案中，
定于2018年6月4日上午10时整
公开拍卖被告东莞市丰海海运有限公司所有的
“丰盛油16”
轮。
凡需买
船者，须交纳保证金200万元人民币，船舶基本状况、起拍价、拍卖须
知、
看船时间等详见相关网站信息。
凡与被拍卖船舶有关的债权人，
应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
逾期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
中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等事宜联系人：
于喜富0532-55786501；
拍卖
事宜联系人：
于文斌0532-55786301。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送达海事文书
本院于2018年4月8日依法受理了申请人荣成海润船务有限公
司、
申请人长岛县乐通轮驳有限责任公司提出的设立非人身伤亡赔偿
请求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申请。申请人荣成海润船务有限公
司、申请人长岛县乐通轮驳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称：2018年1月2日，申
请人长岛县乐通轮驳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
申请人荣成海润船务有限
公司光租的“长平”轮在上海吴淞口锚地与“鑫旺138”轮发生碰撞事
故，造成“长平”轮沉没。
“长平”轮船籍港长岛，总吨2971吨，系从事国
内近海货物运输的钢质散货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
一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关于不满300总吨船舶及沿海运输、
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决定》第四条的规定，申请对“长平”轮
就本次事故引起的非人身伤亡赔偿请求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
基金数额为289828.50特别提款权及自2018年1月2日起至基金设立
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金融机构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计算的利息。凡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如对两申请人申
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有异议的，
应当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之
日起30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
对两申请人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
限制基金没有异议或异议被裁定驳回的，
应当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之
次日起60日内就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债权向本院申请登记。
逾期不
登记的，
视为放弃债权，
不得在基金中受偿。
上海海事法院

申请宣告失踪、
死亡
本院于2018年3月2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解云鹏申请宣告解冬梅死
亡一案。
经查：
解冬梅，
女，
1985年10月20日生，
汉族，
原住安徽省太和县
三堂镇南王寨村委会解槽坊88号，
身份证号码：
341222198510205263。
申请人解云鹏称解冬梅于2004年外出打工，
至今下落不明。
下落不明人

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还有一种
观点认为，互联网实时转播行为构成不
正当竞争。本案中，
一审法院认为，
网络
实时转播行为应适用著作权法第十条第
一款第十七项规定的，应当由著作权人
享有的其他权利予以保护。
2.硬件生产商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的
认定标准。涉案播放器在出厂时并未预
装相关软件，该软件由销售商安装，在
此情况下，作为涉案播放器的生产商是
否需要承担侵权责任。一般而言，播放
器是硬件产品，其本身无法提供网络服
务，该播放器需要下载安装第三方软件
才可以实现上述功能，生产商没有预装
相关软件，没有提供网络服务，故不构
成侵权。然而，在本案中，首先，开博
尔公司在其官方网站和天猫旗舰店均宣
称涉案播放器具有丰富的在线资源，内
置多家在线平台和视频节目；其次，开
博尔公司在其官方网站通过视频向用户
展示了播放器的直播、点播、回看功能
和实际效果，该播放器内置“盛世高
清”的固件界面，并安装有“好 IMS”
“HDPfans”等软件，可以提供央视节

解冬梅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
式。
逾期不申报的，
下落不明人解冬梅将被宣告失踪。
凡知悉下落不明人
解冬梅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解
冬梅情况，
向本院报告。
[安徽]太和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3月2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品言申请宣告杨萍失踪一
案。
经查：
杨萍，
女，
1990年1月1日生，
汉族，
住安徽省太和县税镇镇税东居委
会税东186号，
身份证号码：
500241199001014787。
申请人称杨萍于2012
年外出，
至今下落不明。
下落不明人杨萍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
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
下落不明人杨萍将被宣告失
踪。
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杨萍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杨萍情况，
向本院报告。
[安徽]太和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1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吴淑媛、
吴淑群、
吴淑梅、
吴家光、
吴家辉、
吴家雄申请宣告吴淑环死亡一案。
申请人吴淑媛、
吴淑
群、
吴淑梅、
吴家光、
吴家辉、
吴家雄称，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吴淑环是兄妹、
姐妹关系，
被申请人于1982年走失，
至今下落不明已有30多年了。
下落
不明人吴淑环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
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
下落不明人吴淑环将被宣告死亡。
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吴淑环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吴淑环情况，
向本院报告。
[广东]罗定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胡顺芬申请宣告汪发明失踪一案，
经查：
被申请人汪发明，
男，
1953年7月16日出生，
公民身份号码522428195307160813，
于2000
年6月外出，
下落不明已满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3个月。
希
望汪发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
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贵州]赫章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11日受理刘红梅申请宣告夏少政失踪一案，
经查：夏少政，男，1980年10月19日生，汉族，原住河南省滑县枣村乡
靳庄村71号，于2007年6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
告，
公告期为3个月。
希望夏少政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
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河南]滑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3月30日受理申请人孙浩然申请宣告马鑫（马淑玲）
失踪一案，
申请人孙浩然诉称，
马鑫（马淑玲），
女，
汉族，
1979年2月22日
出生，
汉族，
自2005年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下落不明人马鑫（马淑玲）自公
告之日起3个月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
下落不明人马鑫（马淑玲）将被宣告失踪。
凡知道下落不明人马鑫（马淑
玲）生存状况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马鑫
（马淑玲）情况，
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肇东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孙淑清申请宣告张勇死亡一案，
经查：
张勇，
男，
1983年1

目的直播和回看，同时开博尔公司亦提
供相关软件的下载和更新服务；再次，
开博尔公司在其官方网站宣称科洛弗公
司是其上海地区总代理，并有科洛弗公
司相关网站的链接，科洛弗公司在网站
上介绍涉案播放器时亦宣称涉案播放器
可以收看电视台的节目并进行回看。上
述事实表明，作为硬件生产商的开博尔
公司和安装涉案软件的销售商科洛弗公
司就在涉案播放器内安装相应软件的行
为已经达成共识，构成共同侵权，故应
当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3.用户感知标准对于举证责任的分
配具有重要影响。服务器标准是信息网
络传播行为认定的合理标准，用户感知
标准虽不应当作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
认定标准，但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对于
举证责任的分配具有重要影响。在司法
实践中，法院通常会将行为的外在表现
形式视为原告的初步证据，推定被诉行
为系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主张其提供链
接服务的一方有义务提交相反证据证
明。本案中，央视国际公司提供的证据
能够证明涉案播放器可以直播、点播和
回看央视节目，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
责任。开博尔公司仅推论称“中央电视
台的节目众多，
其他人不可能掌握，
只可
能采取链接的方式”，
但其并没有提供证
据证明相关软件仅仅提供链接服务，故
对其主张不予采纳。
本案案号：
（2015）普民三（知）初字
第 312 号，
（2017）沪 73 民终 25 号
案 例 编 写 人 ：上 海 知 识 产 权 法 院
杨馥宇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4月26日（总第7335期）
月10日生，
身份证号（222403198301102554），
汉族，
无职业，
住吉林省敦
化市大石头镇工农街51-46号，
于2005年9月起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
公告，
希张勇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
为1年，
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裁判。
[吉林]敦化林区基层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安绍成、
宋秀云申请宣告安
娜失踪一案。
申请人安绍成、
宋秀云称，
被申请人安娜于2000年9月30日
起，
下落不明已满17年。
下落不明人安娜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
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
下落不明人安娜将被宣
告失踪。
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安娜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
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安娜情况，
向本院报告。[辽宁]抚顺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黄亦玺申请宣告杨秀华死
亡一案。
申请人黄亦玺称：
杨秀华因自身心理精神原因于2005年4月份
走失至今，
申请人黄亦玺在杨秀华走失当年已向高新区东明派出所报案。
下
落不明人杨秀华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
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
下落不明人杨秀华将被宣告死亡。
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杨秀华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杨
秀华情况，
向本院报告。[山东]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3月2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高永仙申请宣告王明军死
亡一案。
申请人高永仙称，
王明军于1999年1月12日起至今下落不明。
下
落不明人王明军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
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
下落不明人王明军将被宣告死亡。
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王明军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王明军情况，
向本院报告。
[山东]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菁申请宣告王正敏死
亡一案，申请人称王菁系被申请人王正敏之妹，王正敏因患小儿麻
痹后遗症，为弱智及跛足，生活自理能力极差，其于1999年6月25日
中午11时在新康花园走失，经多方寻找至今下落不明已达19年。故
依照法律的规定，特申请宣告王正敏死亡。下落不明人，王正敏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
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王正敏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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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解 析

经营者销售与知名商品近似名称和
包装的商品的行为构成“擅自使用”
——重庆高院判决养元公司诉爱心公司等侵犯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裁判要旨
经营者销售商品所使用的名称和包装与知名商品近
似，造成他人与知名商品混淆的，属于擅自使用与知名商品
近似的名称、包装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案情
养元公司生产的
“六个核桃”
核
桃乳产品使用的易拉罐与包装盒造
型系其注册商标，该产品外包装上
印有的美术作品图案也系养元公司
设计。经养元公司宣传，
“ 六个核
桃”核桃乳产品在饮品市场中拥有
较高市场知名度。2012 年，
“ 六个
核桃”核桃乳产品被河北省工商部
门认定为知名商品并予公告，公告
中特附有该产品的包装盒及易拉罐
产品的包装装潢图片；养元公司所
有的第 5127315 号“六个核桃”注
册商标于 2015 年 6 月 5 日被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驰名
商标。
养元公司在经营生产过程中发
现，
爱心公司、正宇公司生产和销售
的
“六棵核桃”
核桃乳产品采用了与
“六个核桃”
核桃乳产品极为相近的
产品名称及包装、装潢，
易造成相关
公众的混淆，构成不正当竞争。帅
昌文作为个体工商户销售“六棵核
桃”核桃乳产品的行为亦构成不正
当竞争。故养元公司向法院起诉要
求爱心公司、正宇公司、帅昌文立即
停止侵权并赔偿其经济损失。

裁判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被控侵权产品使用的标识
及包装装潢与养元公司“六个核桃”
核桃乳产品的特有名称、包装装潢
构成近似。爱心公司和正宇公司生
产和销售“六颗核桃”，以及个体经
营者帅昌文销售侵权产品构成不正
当竞争。综上，
法院判决爱心公司、
正宇公司、帅昌文立即停止侵权并
赔偿养元公司经济损失，其中爱心
公司赔偿 50 万元，正宇公司赔偿 30
万元并对爱心公司赔偿的 50 万元承
担连带责任，
帅昌文赔偿 3000 元。
宣判后，
爱心公司、正宇公司均
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
法院经审理后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
原判。

评析
本案争议的问题是经营者帅昌
文销售“六棵核桃”核桃乳的行为，
是否构成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
称和包装的不正当竞争。
1.商标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
选择适用。为保护商业标识在市场
竞争中的区分作用，防止其价值受
到毁损，商标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
对擅自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
注册商品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且易导
致混淆的行为均予以禁止。但二者
在保护范围和价值取向上有所区
别，
商标法侧重商标本身的保护；
反
不正当竞争法旨在弥补商标法对特
定独占权保护的封闭性与有限性，
重视对商标使用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正敏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王
正敏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四川]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牛艺萱申请宣告牛程茂失踪一案，经查：牛程茂（男，
1985年8月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地天津市红桥区增产大街13号）
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牛程茂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
的，本院将依法宣告牛程茂失踪。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美玲申请宣告赵云欣死亡一案，
经查：
赵云欣，
男，
汉族，
1976年12月26日出生，
原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八公里昆船集团公
司C17幢4单元301室，
公民身份号码：
530111197612264438，
于2014年
1月起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
希望赵云欣本人或知其下落的人员自即
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1年，
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裁判。
联系方式：
0871-67275805，
承办人：
张红昆。 [云南]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陶姣驸申请宣告陶尚德死亡一案。
申请人陶姣驸称，
下落不明人陶尚德系其哥哥，
于1992年8月下旬突然离家出
走，
家人四处寻找都杳无音信，
下落不明，
距今失踪已有26年之久，
2014年全国
人口普查时户口被注销。
下落不明人陶尚德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
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
下落不明人陶尚德将被宣告死亡。
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陶尚德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陶尚德情况，
向本院报告。 [浙江]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申请人余爱珍、
余政韦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张兰香公民死
亡一案，
经查：
被申请人张兰香(女，
1958年3月15日出生，
户籍地：
浙江省
衢 州 市 衢 江 区 高 家 镇 高 湖 村 上 高 敬 29 号 ，身 份 证 号 码 ：
330821195803153428)于1994年起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
为1年。
希望张兰香本人或者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
告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叶菁昌申请宣告郑雪芳死亡一案，
经查：
郑雪芳，
女，
1960年6月
13日出生，
汉族，
住浙江省义乌市佛堂镇鲁雅村1组。
于2007年离家出走，
至今下
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1年，
希郑雪芳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
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裁判。[浙江]义乌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张安乐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张金醒失踪一案，经
查：被申请人：张金醒，男，1956 年 11 月 12 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330324195611126371，
汉族，
住浙江省永嘉县岩坦镇潘二村下落不明
已满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3个月。
希望被申请人张金醒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
院将依法宣告被申请人张金醒失踪。
[浙江]永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赵世榜申请宣告被申请人赵大貌死亡一案，
经查：

价值保护，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
侵权行为规制的需求，维护良好的
市场竞争秩序，因而在商标法对侵
权行为无法提供救济途径的情况下
可选择适用。本案中，被控侵权产
品使用的商标标识易与“六个核桃”
这一知名商标产生混淆，已构成侵
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同时，还存在
经营者所销售商品与知名商品特有
名称、包装装潢近似，
容易产生混淆
的情形，
对此商标法未做规定，
反不
正当竞争法（1993 年）第五条则对
经营者混淆行为加以规定，
因此，
本
案应同时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才能
实现法益的有效保护。
2.关于“擅自使用”的理解。反
不正当竞争法（1993 年）第五条列
举了“擅自使用”的范围及表现形
式，但前述使用行为的主体存在不
同理解。一种观点认为，
“ 使用”一
般是指直接使用，也即生产商在生
产、销售过程中使用，
不包括仅仅作
为侵权商品销售经营者的销售行
为，故经营者销售侵权商品不受该
条规定约束。另一种观点认为，该
条所指的使用行为既包括直接使用
行为，
也包括经营者的销售行为，
即
只要经营者销售了与知名商品特有
的名称、包装、装潢相同或近似的商
品，也构成“擅自使用”。笔者同意
第二种观点，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
目的是为了规制利用商标标识进行
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如将“使用”限
定为直接使用，则现实中大量终端
销售带有混淆商品标识的行为将无
法受到法律约束，
“ 搭便车”的侵权
行为将损害商标权利人以及消费者
的合法利益。本案中，帅昌文虽未
作为生产主体直接使用混淆标识，
但其作为个体工商户销售的侵权产
品与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
潢相同或近似，足以导致相关消费
者产生混淆，进而影响知名商品经
营者的经营效益，应属反不正当竞
争法中规定的“擅自使用”。
3. 认 定“ 擅 自 使 用 ”的 考 量 因
素。笔者认为，实践中认定经营者
销售与知名商品近似名称、包装的
行为是否构成“擅自使用”
应注意两
点：一是注意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其
他法律规范的交叉适用。如其他法
律规范对擅自使用他人商标有明确
规定，则应优先适用相应的具体规
定。二是在具体个案中认定“擅自
使用”
应考虑以下因素：
他人在先的
商业标识有一定影响力；销售商品
包装装潢与知名商品近似，且易造
成相关消费者混淆；此种混淆行为
对知名商品的经营者正常经营造成
不当影响，
破坏公平竞争环境。
本案案号：
（2016）渝 01 民 初
786 号，(2017)渝民终 223 号
案例编写人：重庆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 姜 蓓 西 南政 法大
学 黄 晨

被申请人赵大貌，男，1977 年 6 月 15 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330324197706152838，
汉族，
住浙江省永嘉县桥下镇茶二村茶二路独自
田9号于2014年2月20日起，
下落不明已满4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
期间为1年。
希望被申请人赵大貌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
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浙江]永嘉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3月1日受理祁春申请宣告祁青失踪一案，
申请人祁
春称，
被申请人祁青，
男，
傣族，
1960年1月8日生，
户籍所在地为云南省
普洱市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威远镇威远社区居委会威远路1号，
原住景
谷县威远镇芒冒小学。
自1997年9月15日外出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
人公告，
下落不明人祁青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
体地址及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
将被宣告失踪。
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祁
青生存状况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下落不明人祁青情
况向本院报告。
[云南]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项三妹申请宣告陶文旺失踪一案，
经查陶文旺，
男，
1983
年 7 月 5 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浦城县上岚 59 号，身份证号码：
350722198307050030。陶文旺于2015年12月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
满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
希望陶文旺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
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个月。
公告期间届
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福建]浦城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黎红彪申请宣告陈国死亡一案。
申请人黎红彪称：
被申请人陈国，
1934年7月31日出生，
汉族，
户籍地湖南省长沙
市雨花区雅塘村25栋303房，
被申请人陈国因患精神分裂症于1999年7月走
失，
至今下落不明已满18年。
下落不明人陈国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
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
下落不明人陈国将被宣告死亡。
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陈国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下落不明
人陈国的情况，
向本院报告。
[湖南]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送达裁判文书
石银：本院受理的马仲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甘 0421 民初 1421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甘肃省白银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甘肃]靖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亚军申请宣告被申请人韩军死亡一案，
于2017
年3月28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届满，本院依法开庭审理并于2018
年3月29日依法作出（2017）黑0103民特6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韩军死
亡。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