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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中侵权结果发生地的司法判定
——重庆高院裁定澳龙公司与山东泰丰公司、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侵犯商业秘密纠纷管辖权异议案
重 点 发 布
【案情】
原告重庆澳龙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澳龙公司）诉称，第二被告中
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以
下简称畜牧研究所）在其管理的中国农
业科学院生物制品工程技术中心（以下
简称技术中心）与第一被告山东泰丰生
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丰公司）签
订的疫苗技术转让合同上加盖了公章，
泰丰公司据此向农业部申请核发案涉疫
苗的批准文号。
原告认为，
两被告实施技
术转让的行为，
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遂诉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请求
判令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
被告泰丰公司、畜牧研究所提出管
辖权异议，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而非商
业秘密侵权纠纷；
即便是侵权纠纷，
亦应
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的法院管
辖。
被诉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
地及被告住所地均不位于重庆市，重庆
五中院不具有管辖权。

【裁判】
重庆五中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侵
害商业秘密纠纷，确定管辖应当依据民
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原告
诉请的是两被告签订涉案疫苗生产的技
术转让合同及就涉案技术向农业部申报
生产批准文号的行为。两被告技术转让
合同的签订地、履行地及申报行为发生
地等均系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实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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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当事人提起商业秘密侵权之诉时，
应当由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
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侵权结果发生地
应当为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结果的发生地，
而非完全等同于原告住所地。
侵权行为发生之时，
侵权结果随之产生，
侵权结果发生地与侵权行为实施地重
合，均发生在北京。
原告并未就上述涉嫌
侵权行为地发生在重庆提供相关证据。
另
查明，
被告泰丰公司、畜牧研究所的住所
地分别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和北京市海淀
区。
因被告畜牧研究所所在地位于北京市
海淀区，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
有管辖权。
一审法院裁定：
泰丰公司、
畜牧
研究所管辖权异议成立，本案移送海淀
区法院处理。
原告不服，
提起上诉。
重庆市高级人
民法院经审理后依法裁定：
驳回上诉，
维
持原裁定。

【评析】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商业秘密纠纷
是合同违约之诉还是侵权之诉；当事人
在提起商业秘密侵权之诉确定管辖法院
时，
如何厘清侵权结果发生地，
侵权结果
发生地是否当然为原告住所地。
1.侵害商业秘密属于反不正当竞争
纠纷，
系侵权之诉。
诉讼客体的特点客观
上使得此类案件的地域管辖确定变得更
加复杂。商业秘密侵权不同于一般的民
事侵权，其侵害的客体是一种新兴的知
识产权即商业秘密权。2017 年修订的反
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对侵犯商业秘密的

行为进行了条款式列举，同时将商业秘
密解释为“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
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
信息和经营信息”。据此可以看出，商业
秘密权具有知识产权的本质特征，都是
对创造性智力成果进行保护的权利形
态。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案件案由
也规定，侵害商业秘密案件属于知识产
权与竞争纠纷中的反不正当竞争纠纷，
本质上应当是侵权之诉。商业秘密权作
为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诉讼客体，具有
不同于一般知识产权的独特性。
一方面，
权利人对于商业秘密不具有排他的独占
权，只能通过自己保护的方式来享有相
应的权利。
另一方面，
作为商业秘密权的
核心，
商业秘密信息只要被公开，
商业秘
密权必然灭失。
因此，
商业秘密侵权一旦
成讼，厘清管辖法院变得尤为关键和困
难。
2.侵权结果发生地是侵权行为直接
产生结果的发生地，不能完全等同于原
告住所地。我国现行法律对于商业秘密
侵权案件的地域管辖并未做特殊的规
定，一般性规定只存在于民事诉讼法第
二十八条“ 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
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
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

条“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
行为地，
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
发生地”。因此，实务中对于侵权结果发
生地的确定，争议较大。一般来说，侵权
结果发生地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原告住所
地，
应当就个案进行分析。
本案原告之所
以选择其住所地提起商业秘密侵权之
诉，很大程度上基于诉讼成本的考虑或
认为两被告的侵权行为给其在住所地的
疫苗生产和销售带来了损害。本案两被
告涉嫌的侵权行为是签订涉案疫苗生产
的技术转让合同以及就涉案技术向农业
部申报生产批准文号。
就本案而言，
商业
秘密侵权行为的结果发生地应当理解为
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结果的发生地，不能
以权利人认为受到损害就认为原告所在
地就是侵权结果发生地。两被告之间签
订技术转让合同及申报生产批准文号的
行为发生之时，原告诉请的涉案技术秘
密的秘密性即不复存在，商业秘密被公
开后原告受到损害的后果即时发生。按
照最密切联系原则，侵权结果应当最先
发生在侵权行为实施地即两被告签订技
术转让合同和申报生产批准文号的北京
而非其他地方。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
侵权结果可能会向更大范围蔓延。
但是，
如果对于侵权结果发生地不加任何规制
和确定，那么原告可以以其权利受到侵
害为由在任何一个地方主张“侵权结果
发生地”
法院有管辖权之诉，
故法院作出
上述裁定。
本案案号：
（2017）渝 05 民初 1312
号，
（2017）渝民辖终 146 号
案例编写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
法院 杜东安 徐 华

“撤镇设街”后对村民自治活动的监督职权应如何行使
——南京铁路运输法院判决武某诉永阳街道办履行乡镇政府监督职责纠纷案

【案情】
2013 年原告武某承包的土地被征
收后，
老虎庄村民小组作出《上老组征迁
集体土地资金分配方案》，
将原告排除在
征地补偿安置分配方案之外。2015 年 3
月 15 日，原告向永阳镇政府（现变更为
永阳街道办）提出申请，
要求永阳镇政府
依法责令老虎庄村民小组改正《上老组
征迁集体土地资金分配方案》，将原告
纳入分配范围。永阳镇政府对原告提出
的申请未予处理。原告遂诉至南京市溧
水区人民法院，溧水区法院于 2016 年
10 月 8 日判令永阳镇政府就原告的申
请 事 项履行法定职责 ，并对 其作 出 答
复，永阳镇政府上诉至江苏省南京市中
级人民法院，后被驳回。2017 年 3 月 21
日，原告向溧水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7 年 4 月 20 日永阳街道办作出一份
答复书，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起诉至南
京铁路运输法院，请求法院判决撤销永
阳街道办 2017 年 4 月 20 日作出的行政
答复书，
并就原告 2015 年 3 月 15 日的申
请事项作出正确处理。

【裁判】
南京铁路运输法院认为，村民自治
组织作出的与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
抵触决议，行政机关有权进行监督和责
令改正。永阳街道办对原告的申请应当
作出明确具体的实质性处理。
（2016）苏
01 行终 884 号行政判决的主文课予的义
务是：三十日内就武某 2015 年 3 月 15 日
的申请事项履行法定职责，
并作出答复。
但是，永阳街道办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才
作出被诉行为，且于数日后才向武某邮
寄送达，超出了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限
定的期限，属于程序违法。综上，判决撤

裁判要旨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自治活动
享有监督职责。
“撤镇设街”之后，虽然街道办与镇人民政府的法律地位
和职责明显不同，且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未直接表述街道办，但对村民
自治活动的监督职权理应由相应街道办承继。
销永阳街道办作出的上述答复书，永阳
街道办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就原告 2015 年 3 月 15 日的申请事项履
行法定职责，作出实质性处理后送达原
告，
且不得与本判决相抵触。
本案一审判决后，被告不服上诉至
南京中院，南京中院于 2018 年 5 月 24 日
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后被告根据法
院的判决，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启
动了调查认定等行政程序，最终撤销了
村民委员会的分配方案。

【评析】
1.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立法意图是
保障村民个体合法权益。村民自治是广
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实行自
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
社会政治制度。无论村委会还是“村”作
为一个整体行使自治权，都只是一种代
理行为，且这种代理行使自治权的行为
还要受到国家行政权力的管制。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村
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
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
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
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

财产权利的内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
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
的决定违反前款规定的，由乡、民族乡、
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因此，若是村
民委员会、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
等村民自治体制内的组织作出损害村
民合法权益的行为或者决议，则与立法
意图相违背，应受到相关行政机关的课
责。
2.“撤镇设街”后，应由街道办对村
民自治活动进行监督和责令改正。组织
法虽然赋予县级政府对村民自治管理进
行监督，但是如果由县级政府行使监督
和责令改正职权，一则由于县级政府管
理范围较大，会提高县级政府村务管理
的难度；二则会提高行政纠纷的管辖法
院级别。同时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
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
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
告。因此当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被依
法撤销时，部分承继乡、民族乡、镇人民
政府职权的街道办对村民自治活动行使
监督和责令改正的职责有充分的依据。
本案中永阳街道办具有对老虎庄村民小
组作出的分配方案进行监督与责令改正
的法定职责。被告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作

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并指定广东泰的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茂名
市地方橡胶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申
本院根据债务人茂名市祥兴水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祥兴水产 报债权【管理人联系地址：广东省茂名市油城六路38号雄基大厦5楼
邮编：
525000；
负责人：
胡胜德；
联系电话：
0668公司”
）的申请，
于2018年9月18日作出（2018）粤09破29号民事裁定，
裁定 广东泰的律师事务所；
13828671356】，
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
依
受理祥兴水产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
并指定广东泰的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 2901288、
茂名市地方
人。
祥兴水产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第
权【管理人联系地址：
广东省茂名市油城六路38号雄基大厦5楼广东泰的律 橡胶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师事务所；邮编：525000；负责人：胡胜德；联系电话：0668-2901288、 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12月18日下午15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
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13828671356】，
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
依据《中华人民 召开。
授权委托书）等文件。
自本案裁定受理之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祥兴水产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 授权委托书（或个人身份证明、
有关茂名市地方橡胶公司的民事诉讼，
只能向本院提起；
已经开
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 日起，
12月18日上午10时5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召开。
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 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茂名市地方橡胶公司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依法
院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或个人身份证明、
授权 中止，在管理人接管茂名市地方橡胶公司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
委托书）等文件。
自本案裁定受理之日起，
有关祥兴水产公司的民事诉讼，
只 继续进行；有关对茂名市地方橡胶公司的执行程序依法中止，申请执
能向本院提起；
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祥兴水产公司的民事诉讼或者 行人可凭生效的法律文书申报债权。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茂名市陶瓷工业供销公司的申请，
于2018年9月18
仲裁依法中止，
在管理人接管祥兴水产公司的财产后，
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
裁定受理茂名市陶瓷工业供销公司
进行；
有关对祥兴水产公司的执行程序依法中止，
申请执行人可凭生效的法 日作出（2018）粤09破32号民事裁定，
破产清算的申请，
并指定广东泰的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茂名市陶瓷工业
律文书申报债权。
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茂名市陶瓷物资公司（以下简称“陶瓷物资公 供销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
广东省茂名市油城六路38号雄基大厦5楼广东泰的律师事务
司”
）的申请，
于2018年9月18日作出（2018）粤09破30号民事裁定，
裁 人联系地址：
定受理陶瓷物资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
并指定广东泰的律师事务所担 所；邮编：525000；负责人：胡胜德；联系电话：0668- 2901288、
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
依据《中华人民
任管理人。
陶瓷物资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管 13828671356】，
茂名市陶瓷工业供销公司
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联系地址：广东省茂名市油城六路38号雄基大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第一次债权人
厦5楼广东泰的律师事务所；
邮编：
525000；
负责人：
胡胜德；
联系电话： 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债
0668-2901288、13828671356】，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 会议定于2018年12月18日下午15时35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召开。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
权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陶瓷 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
授权委托书）等文件。
自本案裁定受理之日起，
有关
物资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书（或个人身份证明、
只能向本院提起；
已经开始而尚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12月18日上午11时25分在本院第 茂名市陶瓷工业供销公司的民事诉讼，
六审判庭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未终结的有关茂名市陶瓷工业供销公司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依法中止，
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
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文件。自 在管理人接管茂名市陶瓷工业供销公司的财产后，
有关对茂名市陶瓷工业供销公司的执行程序依法中止，
申请执行
本案裁定受理之日起，有关陶瓷物资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本院 进行；
提起；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陶瓷物资公司的民事诉讼或者仲 人可凭生效的法律文书申报债权。 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茂名市船舶燃料供应总公司的申请，
于2018年9
裁依法中止，在管理人接管陶瓷物资公司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
裁继续进行；有关对陶瓷物资公司的执行程序依法中止，申请执行 月18日作出（2018）粤09破33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茂名市船舶燃料
供应总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并指定广东泰的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
人可凭生效的法律文书申报债权。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
茂名市船舶燃料供应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
本院根据债务人茂名市地方橡胶公司的申请，于 2018 年 9 人。
月 18日作出（2018）粤09破31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茂名市地方橡胶 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联系地址：广东省茂名市油城六路38号

送达破产文书

出被诉行为，
认为该机关没有相应职责，
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告对原告的申请
应当作出明确具体的实质性处理，即若
老虎庄村民小组作出的分配方案侵犯了
村民的合法权益，则被告应当责令老虎
庄村民小组改正；否则应当在受理原告
申请的基础上从实体上驳回其所申请事
项。
3.履职之诉中法院可在时机成熟时
判决行政机关按照裁判说理作出行政行
为。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
“人民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不履行法定职
责的，
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
“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成
立，被告违法拒绝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
逾期不予答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行
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判决被告
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履行原告请求的法定
职责；
尚需被告调查或者裁量的，
应当判
决被告针对原告的请求重新作出处理。
”
本案中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
责，法院依法全面审理后认为被告重新
启动行政程序后，
应当核实材料，
收集证
据，
查明事实，
在此基础上对老虎庄村民
小组作出的分配方案是否存在违法侵犯
原告权益情形进行认定，进而作出有具
体内容的实体处理。
因此，
判决要求被告
限期内重新作出实质性处理且不得与本
判决相抵触。
本案案号：
（2017）苏 8602 行 初
1075 号
案 例 编 写 人 ：南 京 铁 路 运 输 法 院
吴建坦 李广娟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11月8日（总第7519期）
雄基大厦5楼广东泰的律师事务所；邮编：525000；负责人：胡胜德；联
系电话：
0668-2901288、
13828671356】，
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逾期未
申报债权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
理。
茂名市船舶燃料供应总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12月18日下午16
时1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召开。
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
等文件。自本案裁定受理之日起，有关茂名市船舶燃料供应总公司的
民事诉讼，只能向本院提起；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茂名市船舶
燃料供应总公司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依法中止，
在管理人接管茂名市
船舶燃料供应总公司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有关对茂
名市船舶燃料供应总公司的执行程序依法中止，
申请执行人可凭生效
的法律文书申报债权。
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茂名市饲料厂的申请，于2018年9月18日作出
（2018）粤09破34号民事裁定，
裁定受理茂名市饲料厂破产清算的申请，
并指定广东泰的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茂名市饲料厂的债权人应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联系地址：
广东省茂
名市油城六路38号雄基大厦5楼广东泰的律师事务所；
邮编：
525000；
负
责人：
胡胜德；
联系电话：
0668-2901288、
13828671356】，
并提交有关证
明材料。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
条的规定处理。
茂名市饲料厂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12月18日下午16时45
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召开。
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
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或个人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等文件。
自本案裁定受理之日起，
有关茂名市饲料厂的民事诉讼，
只能向本院提
起；
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茂名市饲料厂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依法
中止，
在管理人接管茂名市饲料厂的财产后，
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
有关对茂名市饲料厂的执行程序依法中止，
申请执行人可凭生效的法律
文书申报债权。
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浙江时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11月1日裁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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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解 析

侵害在先权利的注册商标是否应判决停止使用
——福建高院判决陈某诉佐纳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
裁判要旨
商标虽然获准注册，
但如果存在侵犯著作权等在先权利的情
况，
仍应承担侵权的相关法律责任。即使被诉侵权的注册商标因
为已经超过商标法所规定的五年无效期而无法被裁定无效，
但考
虑到被诉商标并未实际使用，
尚未建立起稳定的市场秩序和发挥
区别商品来源的作用，
人民法院在侵权诉讼中仍可判令商标权人
停止对被诉商标的使用。

【案情】
原告陈某系美术作品 《女人》
的著作权人。被告佐纳公司于
2011 年分别在四个类别上注册了
讼争的图形商标。陈某于 2017 年
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佐纳公司注
册的图形商标系对其作品的抄袭，
侵害了其包括署名权、复制权在内
的著作权，要求佐纳公司承担停止
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

【裁判】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佐纳公司注册的商标标
识系对原告陈某享有著作权的作品
的抄袭模仿，侵害了陈某包括署名
权、复制权在内的著作权，判决佐
纳公司停止注册商标的使用，赔偿
陈某经济损失 2 万元。
案件宣判后，原、被告均不服
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经
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
楚，判决结果并无当，遂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属于典型的在后注册商标
与在先著作权之间因权利冲突而引
起的纠纷。争议焦点在于佐纳公司
申请注册的商标虽然构成对陈某著
作权的侵害，但已经超过商标法规
定的五年无效期。在此情况下，法
院还能否判令佐纳公司停止对注册
商标的使用。
一般情况下，在知识产权侵权
纠纷中，如果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
对原告知识产权权利的侵害，根据
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可以判处被告
承担停止侵权的法律责任。本案
中，如果认定佐纳公司注册的商标
构成对陈某著作权的侵害，依法也
应当判令佐纳公司停止侵权，即停
止对注册商标的使用。但有不同意
见认为，本案中不宜判决佐纳公司
停止注册商标的使用。理由是商
标法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在先
权利人应当自商标注册之日起五
年内，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
该注册商标无效。而本案中，佐
纳公司所注册的被诉商标已经超
过法律规定的五年无效期而无法
被裁定无效。从法律的一致性来
看，不判决停止侵权，可以避免
商标法关于无效宣告五年的时间
限制流于形式。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
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
局若干问题的意见》 中也明确指
出：要把握商标法有关保护在先权
利与维护市场秩序相协调的立法精
神，注重维护已经形成和稳定了的
市场秩序，防止当事人假商标争议
制度不正当地投机取巧和巧取豪
夺，避免因轻率撤销已注册商标给

理广州对外经济发展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同时指定广东晟晨律师事务所
担任广州对外经济发展总公司管理人。
广州对外经济发展总公司的债权人应
自2018年12月20日前，
向广州对外经济发展总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
广州
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3号汇美大厦602室；
负责人：
安波；
联系人：
安波；
联
系电话：
020-62323080；
传真号码：
020-62323081）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广州对外经济发展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广州对外经济发展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
12月26日上午10时15分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十七法庭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年4月23日，
本院根据驻马店市监狱的申请，
裁定受理深圳市
普创玩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
深圳市普创玩具有限公司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
无财产清偿债权，
亦无财产可供分配。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
第一百零七条、
第一百二十条规定，
本院于
2018年10月25日裁定宣告深圳市普创玩具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深圳市
普创玩具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 年 10 月 19 日，本院裁定受理深圳市冠裕电子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深圳市冠裕电子有限公司无财产清偿破产
费用和其他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
定，本院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裁定宣告深圳市冠裕电子有限公司
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1月16日本院裁定受理深圳市中实达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深圳市中实达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
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二条规定，本院于2018年5月4日裁定宣告深圳市中实达经贸发展
有限公司破产，
同时终结破产程序。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平顶山市新华区宝赢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9
月19日裁定受理平顶山市得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同日
指定河南博识律师事务所为平顶山市得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管理人。
平项

企业正常经营造成重大困难。与他
人著作权、企业名称权等在先财产
权利相冲突的注册商标，因超过商
标法规定的争议期限而不可撤销
的，在先权利人仍可在诉讼时效期
间内对其提起侵权的民事诉讼，但
人民法院不再判决承担停止使用该
注册商标的民事责任。依照上述文
件精神，为了稳定商标注册秩序，
本案中也可不判令佐纳公司停止注
册商标的使用，而仅判决其承担赔
偿责任即可。
但笔者认为对商标法的规定和
最高人民法院上述文件精神不应作
机械理解，是否需要判令停止侵
权，要视案件具体情况，特别要结
合被诉注册商标具体的注册过程和
实际使用情况来进行综合判断，不
能搞绝对化。并非所有超过五年无
效期的注册商标在侵犯他人在先权
利时均可赔偿了事。是否需要判令
停止使用，应当重点审查以下两个
要件：首先，被诉侵权商标经过大
量使用已经具有较高知名度，才可
能形成稳定的市场秩序。从价值权
衡的角度来看，牺牲公正价值去维
持一个使用较少的侵权商标是不值
得的，而且商标未经大量使用被判
停止侵权也不会给企业正常经营造
成重大困难。其次，维持“已经形
成和稳定了的市场秩序”，也就是
我们常说的“市场格局”，其前提
是该“市场格局”是善意、诚信经
营形成的。在商标注册人恶意申
请、注册商标的情况下，如果仍然
承认此种行为所形成的所谓市场秩
序或知名度，无异于鼓励同业竞争
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罔顾他人合
法在先权利，强行将其恶意申请的
商标做大、做强。第四次全国法院
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指出，要充
分认识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以及损害
他人合法在先权利的民事纠纷本
质，强化此种情形下民事程序的优
先和决定地位。在先权利人以被告
取得并行使注册商标权或者外观设
计专利权损害其合法在先权利 （注
册商标专用权除外），直接向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经审查被告侵权的
事实成立的，可以根据原告诉请和
案件具体情况，判令被告停止使用
被诉注册商标或者停止实施被诉外
观设计。具体到本案，佐纳公司注
册的商标侵犯陈某在先的著作权，
虽然已经超过五年的无效期，但考
虑到该商标尚未投入实际使用，未
形成稳定的市场秩序，判令停止使
用并不会造成利益的显著失衡。所
以，本案的一、二审判决并无不
妥，也与最高人民法院上述文件及
会议精神相一致。
本案案号：
（2017）闽 02 民 初
370 号，
（2018）闽民终 1033 号
案例编写人：福建省高级人民
法院 蔡 伟 欧群山

道 歉 信
我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8 日在“今日头条”上
发布了时长 1 分 09 秒的短视频，在视频中篡改
了《囚歌》的内容。该视频损害了叶挺烈士的名
誉，引发了舆论关注，造成了一定社会影响，不
仅给叶挺烈士近亲属造成了精神痛苦，也伤害
了社会公众的民族和历史感情，对此我们深感
内疚和悔恨。我公司现向叶挺烈士近亲属及社
会公众致以最诚挚的歉意，承诺在今后的网络
创作中定当尊重历史、弘扬正气，
同时感谢社会
各界的监督指正。
西安摩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8 日
山市得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1月30日前，
向平顶山
市得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平顶山市建设路中段广厦集团
八楼；邮政编码：467000；联系电话：高律师 15837536631；江律师
18237531815）申报债权，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
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平
顶山市得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平顶山市
得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
12月12日上午9时在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中兴路佳田大酒店4楼2号
会议室（如有变动，
另行通知）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
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