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陈颖颖 记者 张敏

近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结一起上

诉人上海建设路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江

苏山宝集团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不正当

竞争纠纷一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建设路桥公司先后注册了 3 个“山

宝”商标。其中一个商标具有很高的知名

度，自 1998年起连续被评为上海市著名

商标，并在 2005年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山宝公司

原是建设路桥公司的经销商。

2015 年初，双方终止合作关系。但

是建设路桥公司发现在终止合作关系之

后，山宝公司在商品、宣传手册、网站和展

会上仍突出使用“山宝”、“江苏山宝”、“江

苏山宝集团”等标识。建设路桥公司于是

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山宝公司停止商标侵

权行为，并变更企业字号，停止使用“山

宝”、“SHANBAO”或其他与之近似的词

语作为字号。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建设路桥公司

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依法受到保护，山宝公

司突出使用“山宝”等标识的行为，侵害了

建设路桥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但认为

山宝公司注册、使用“江苏山宝集团有限

公司”这一企业名称及企业名称的英文翻

译不构成不正当竞争，故判决山宝公司停

止上述商标侵权行为，规范使用其企业名

称；同时，驳回了建设路桥公司要求山宝

公司变更企业字号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判决后，建设路桥公司和山

宝公司均不服，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起

上诉。

上海知产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山宝

公司生产的商品和建设路桥公司涉案注

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属于相同或类似

商品。山宝公司在展会、网站、宣传手册

和商品上将企业名称简化使用为“江苏

山宝集团”、“山宝集团”等，且其中“山

宝”两字比“集团”两字稍大，或“山宝”两

字的颜色为红色，“集团”两字的颜色为

黑色，故其使用形式属于将企业字号突

出使用。建设路桥公司的涉案图文组合

商标经过其长期使用，在市场上已具有

较高的知名度，“山宝”、“SHANBAO”是

商标的呼叫部分，相关公众会将视觉注

意力集中在上述文字上，将其作为识别

商标的主要部分，而山宝公司突出使用

的字号与上述商标的文字部分相同，且

山宝公司曾长期销售建设路桥公司的商

品，容易使相关公众误认为山宝公司与

建设路桥公司存在特定联系。因此，山

宝公司的上述行为，侵害了建设路桥公

司注册商标专用权。

其次，法院认为山宝公司使用“山宝”

作为其企业字号，有其历史渊源，并不存

在主观恶意。另外，山宝公司除经销建设

路桥公司的产品外，还有其他经营行为，

通过长期经营，其企业名称已承载了公司

商誉。法院认定山宝公司注册、使用含有

“山宝”字号的企业名称以及使用其企业

名称的英文翻译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和

公认的商业道德，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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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9月7日至9月9日是第二届全民公益

日——“99公益日”，这几天里，一场“手慢

无”的公益筹款活动在互联网上进行。塘

桥蒲公英儿童发展中心和上海公益社工

师事务所发起的公益项目获得网络配捐。

“99 公益日”是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

会工作局、国家社会组织管理局指导，腾

讯公益、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联合数百

家公益组织、知名企业、明星名人、爱心媒

体共同发起的一年一度全民公益活动。

今年，腾讯公益以及近百家爱心企业预计

捐赠近4亿元，将为来自超过逾120家公募

机构近4000个不同类型的公益项目1:1配

捐，浦东各公益机构悉数拿出优秀项目，

争取互联网资金支持。

去年首届“99 公益日”，205 万爱心网

友捐款 1.2 亿元，创下国内互联网的募捐

纪录，腾讯公益拿出 9999万元进行配捐。

今年，腾讯公益全面加码，配捐总金额追

加一个亿，共计1.9999亿元，其中，9月7日

配捐 5000万元，9月 8日配捐 5000万元，9
月 9日配捐 9999万元。腾讯方面表示，配

捐“加码”，旨在撬动更多爱心力量加入，

推进公益项目更广泛地连接公众。同时，

今年的配捐机制也更加灵活，引入“随机

配”、“惊喜时刻”等新玩法，理论上，用户

单天最高可获得腾讯基金会随机配捐（最

高 999 元）+企业 1:1 配捐（最高 999 元）+
“惊喜时刻”1:1配捐（最高999元），最高金

额为2997元。

记者注意到，截至 9月 7日下午一点，

腾讯公益已筹款8800多万元，与此同时，浦

东新区塘桥蒲公英儿童发展中心发起的蒲

公英儿童图书馆项目已经进入热捐项目榜

单，累积获配捐66万余元，获得链家、滴滴

出行、分众传媒1:1配捐41万余元，获得腾

讯基金会随机配捐25万余元，并有2291份

个人捐款，有1134人发起了“一起捐”，通过

转发吸引捐款。记者了解到，去年，该项目

获得百万捐款。蒲公英儿童图书馆给了农

村孩子一个惊喜的读书空间。2008 年至

今，“蒲公英”已经在全国41个县区建成132
个蒲公英儿童图书馆，被捐方誉为中国最

美好的乡村图书馆。

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所发起的“100
户家庭梦想计划”也参与了此次“99 公益

日”活动，和“蒲公英”项目一样，该项目去

年也参与了“99 公益日”的配捐活动。据

介绍，本次筹得的款项将作为浦东新区

100户低保家庭青少年实现梦想的首笔基

金，项目名为 HOPE 星梦计划，以希望之

名帮助贫困家庭增能脱困，实现梦想。华

东理工大学教授、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所

董事长朱眉华告诉记者，获得配捐的金额

大小并不是参与网络公益日的关键，“99
公益日”，为公益机构增加了一个筹集资

金的渠道，除了获得政府支持以外，公益

组织还能通过公众，通过网络公益平台，

集结更多爱心企业来实现筹款，“网络平

台同时也是一个展示平台，更多的人了解

到了公益是什么，我们正在做什么，这对

公益组织的发展和项目的推进都是有好

处的。”朱眉华说。

■本报记者 洪浣宁 浦东报道

首部以两岸现实交流活动为题材的

影片《爱的“蟹”逅》将于 9月 15日起在全

国公映，这部小清新的爱情电影，灵感来

自于上海海洋大学。

影片由真实故事创作改编，青年演员

黄世超在片中饰演男一号林航，一位上海

海洋大学的硕士，他前往台湾苗栗县养殖

大闸蟹，与当地水产大亨的女儿陈怡嘉因

蟹结缘展开了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而

这对情侣在现实中的模板是：2009 年 7
月，上海海洋大学学生赵明随校组团访问

台湾养殖业，遇到了台湾海洋大学的大二

学生高于欣，两个年轻人缔结了深厚的情

谊，并最终在上海结成连理。上海市台办

敏锐捕捉到这一爱情故事，于是拍摄了电

影《爱的“蟹”逅》。

6日，该片在北京举行首映式，影片主

创人员和主要演员登台畅谈创作心路。

黄世超说，拍摄时他跟金马奖影帝谢君豪

的对手戏很多，一开始很紧张，但对方很

提携后辈，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黄世超

是福建人，因为地域文化和语言风格类

似，拍摄过程中和同组的台湾演员相处融

洽，也都成了大闸蟹的忠实粉丝。

国台办相关领导表示，《爱的“蟹”逅》

是首部以两岸现实交流活动为题材的故

事片，以电影的形式反映两岸年轻人交流

合作、心灵沟通，共同收获美好事业与爱

情的有益尝试，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关注两

岸精彩故事，关注两岸年轻人的生活。

据悉，2011年以来，上海海洋大学先

后组织了 16批科技专家团队驻苗栗进行

技术指导，成功创建了适合台湾养殖大闸

蟹的“苗栗模式”。几年间，上海共向苗栗

提供优质蟹苗，苗栗养殖户数达到 103
户，养殖水面达 45公顷，累计创造产值超

过3亿元新台币。

9月6日，影片《爱的“蟹”逅》在京首映，嘉宾和影片主创人员在影片首映式上共同启动首映水晶球。《爱的“蟹”逅》取材于上海海
洋大学帮助台湾苗栗县养殖大闸蟹的真实故事。影片将于9月15日起公映。 □新华社/发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张虹

进口商从国外购买了一万多瓶红酒

运抵国内，孰料装卸公司在码头卸货时操

作不慎，装有万瓶红酒的集装箱从高空坠

落，粉碎一地。如何赔偿，双方发生分

歧。近日，上海海事法院对这起港口作业

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装卸公司应赔

偿17万余元。

2014年9月，鲁迪公司与国外一家公

司签订合同，购买了万余瓶 750ML 的原

装红葡萄酒，从罗马尼亚康斯坦萨装船运

往上海。

红酒飘洋过海顺利到达上海洋山港，

不料在港口装卸时，因装卸公司的司机操

作失误，集装箱从高空坠落。伴随着“砰”

的一声巨响，万瓶红酒碎了一地，导致货

物全损。随后，打碎的红酒被掩埋，并产

生了掩埋费等处理费用。

鲁迪公司称，已与国内的两家公司签

订了红酒买卖合同。现红酒全部打碎，不

仅无法如期获得收益，反而还需要向对方

公司赔偿违约金10万元。

鲁迪公司与装卸公司就损失展开谈

判，但双方始终无法就损失金额达成一

致。2016年1月，鲁迪公司一纸诉状将装

卸公司起诉至上海海事法院，要求赔偿货

款损失、货代费、货物掩埋处理费、向案外

人支付的违约金及可得利益等共计77万

余元。庭审中，鲁迪公司认为，装卸公司

在卸货时发生操作失误造成红酒全损，对

此负有过错，装卸公司须承担全部赔偿责

任。装卸公司则认为，鲁迪公司提出的赔

偿金额远远超过货物实际价值，红酒销售

合同项下的违约金和预期收益不应当在

赔偿范围内。

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装卸公

司作为港口作业人操作不当，行为存在过

错，该行为与货损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

因此，装卸公司作为侵权方应依法向鲁迪

公司赔偿由于其侵权行为而导致的损失。

法院同时认为，在赔偿的具体金额

上，装卸公司侵权责任赔偿范围应限于其

在损害发生当时应预见的损失范围内，鲁

迪公司所称的两份红酒销售合同是其与

案外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装卸公司并

不知情，对该部分损失并无预见的可能

性，故对鲁迪公司该部分损失不予支持。

据此，法院依据汇付凭证、货物掩埋

销毁证明及发票等证据，认定了包括货

款、货代费及掩埋费在内的损失共计 17
万余元。

■通讯员 陈志强

用文学留住乡愁，“我的浦东情结”征

文将结集成册，还将筹建“草根作家”乡愁

文学作品陈列馆。这是从9月3日叶辛文

学馆举行的“用文学留住乡愁——我的浦

东情结”征文大赛作者座谈会上传出的消

息。

今年 2月 28日，叶辛文学馆正式落

户书院镇东方葵园。为了进一步体现

“用文学留住乡愁”的主题，经叶辛提议

举办“书院杯·用文学留住乡愁——我

的浦东情结”叶辛文学馆首届征文大

赛。自 7 月 9 日征文大赛启动以来，得

到了浦东、上海乃至全国各地作家及文

学爱好者的热烈响应。

当天，上海及江苏太仓等地的30多

位作家及文学爱好者参加了座谈会。

叶辛文学馆首席策展人、叶辛文学馆首

届征文活动主创人丁翔说，乡愁是中华

文化之根之源，是游子对故乡记忆的眷

恋和思念。“用文学留住乡愁”的理念经

媒体宣传之后，得到了大家的好评和热

烈响应。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农民诗人

王海认为，“用文学留住乡愁”征文很有

特色，引起了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共鸣。

江苏省太仓市作家协会主席凌鼎年向叶

辛文学馆赠送了他近年来出版的书籍。

文学爱好者吴晓青朗诵了由丁翔、张建

华创作的乡愁歌词《我在窗前想起你》。

“只有继承传统文化的经脉，文学

才有生命力。”叶辛文学馆相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征文活动为广大文学爱好者

搭建了一个抒发热爱家乡情结、回味乡

愁记忆的平台，通过“用文学留住乡愁”

活动，对当下的文学创作起示范引领作

用，希望有更多的作者积极参与。

叶辛文学馆举行征文座谈会

“99公益日”进行互联网公益筹款

浦东两个项目获得网络配捐

讲述两岸年轻人的爱情故事
《爱的“蟹”逅》中秋节公映

万瓶红酒从高空坠落
装卸公司被判赔偿17万余元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9月5日是第一个“中华慈善日”，浦

东新区重度残疾人寄养院响应区级机关

党工委开展援藏助学接力活动倡议，募

集善款 4000余元，以实际行动支持慈善

事业。

记者了解到，捐资助学是浦东新区

重度残疾人寄养院的一个传统，近几年

来已结对助学了云南省文山县的6名贫

困家庭孩子。孩子们的成长让捐资助学

的工作人员十分欣慰，也更坚定了要好

好培养他们的决心。重残院党支部书记

王田卉表示，院里寄养人员也经常得到

社会各界的帮助，作为陪伴他们的工作

人员，常常在这样的氛围里感受关爱。

在“中华慈善日”参与慈善接力，感觉特

别有意义。

商标相似构成侵权

浦东重残院
募集善款援藏助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