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大米商家代理律师王仁根：

上诉人对“松花江”3个字的使
用，并非商标权使用，而是描述性
合理使用、善意使用，不存在侵害
被上诉人商标权的问题。

松花江流域的大米
为啥不能叫松花江大米？

成都“松花江大米案”二审开庭，控辩双方展开激烈交锋，法院将择期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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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18时）
AQI指数 40 空气质量：优
优：攀枝花、泸州、广元、内江、西昌、康定、马
尔康、乐山、广安、达州、巴中、雅安、宜宾、南
充、眉山、资阳、自贡、绵阳、遂宁、德阳

18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0—8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同呼吸

19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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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杰）当一个
伟大的心灵，超越时空与另外一个伟大
的心灵“相遇”，往往会迸射出璀璨的精
神火花。当唐代的杜甫，在成都“遇到”
三国时的诸葛亮，伟大的诗篇就诞生
了。古诗《蜀相》《八阵图》里的一字一
句，浸透着杜甫对这位“出师未捷身先
死”的名相的敬佩、惋惜、怀念之情。

5月 21日，由川观新闻、封面新
闻、上行文化主办的阿来系列讲座
——“杜甫 成都 诗”第五讲，将在四川
日报报业集团西部文化产业中心“阿
来书房”如期而至。阿来将以“痛感君
臣未际会”为主题，赏析解读《蜀相》以
及杜甫为诸葛亮写下的其他诗篇，比

如《咏怀古迹五首·其五》《八阵图》《古
柏行》等，从中捕捉杜甫细微的内心世
界，其中包括他对诸葛亮的敬佩，对自
身志向未展的隐忧。

在此前的4次讲座中，阿来从《成
都府》开始，带领读者深入认识了杜甫
来到成都之后的一系列“操作”——选
址修房、听雨赏花、探访南邻北邻、赏
画题诗等。尤其是在第4次讲座中，阿
来透过《北邻》《南邻》《过南邻朱山人
水亭》《题壁上韦偃画马歌》《戏为韦偃
双松图歌》《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闻
斛斯六官未归》7首杜诗，将杜甫与左
邻右舍以及朋友间的交道细细品读，
当中既有邻舍无名老翁，也有大画家

韦偃。
这些友谊安慰了杜甫的心，给他

带来不少精神食粮。但这些还不够，
有一个人藏在他心中更深处，也是他
敬仰已久的，那就是诸葛亮。杜甫还
实地前往祠堂缅怀了诸葛亮，并用诗
记录下这次缅怀之旅，“丞相祠堂何处
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
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
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
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因疫情防控要求，本次讲座人数
控制在50人以内。封面新闻将对该讲
座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各位读者上线
观看。

“来自松花江流域的大米，咋就不
能叫松花江大米？”5月17日，成都“松
花江大米”系列案二审在成都知识产
权审判庭开庭。

此前，因生产销售的大米包装上
印有“松花江”字样，成都市郫都区20
余家大米商家以及其背后的厂家，被
长春一家拥有“松花江”商标的正大桑
田（长春）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
大桑田公司）起诉，称被告们对其商标
构成侵权行为。郫都区法院一审宣判
正大桑田公司胜诉，要求商家及厂家
赔偿损失，商家和厂家们则认为，该系
列案件与此前引发广泛关注的“青花
椒”案如出一辙，随即提起了上诉。

二审开庭当天，共有18家大米经
销商出席庭审。庭审从下午1点30分
持续到下午 4 点左右，并同步进行了
网络直播。最终，该案并未当庭宣判，
将择期宣判。

此外，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还了解到，正大桑田公司起诉的黑龙
江红兴隆农垦格林粮食经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红兴隆公司）的“松花江大
米案”一审，已于 5 月 10 日在西安判
决，法院驳回了正大桑田公司的全部
诉讼请求。

庭审直击
“松花江”使用是否合理
控辩双方展开激烈交锋

17日庭审中，控辩双方围绕是否构
成商标专用权侵权行为展开激烈交锋。

正大桑田公司方表示，该公司是
“松花江”注册商标持有人，拥有3枚
“松花江”注册商标，编号分别为第
1151550 号 、第 16402823 号 、第
17316793号，核定使用类别为第30
类“大米”。该公司表示，其对上述商
标投入大量广告宣传，在粮油市场享
有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而商家们销
售的大米，包装袋上显著使用“松花
江”字样，侵害了自己享有的对案涉3
枚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使公众对“松花
江”品牌大米认知产生混淆。

“原告试图将‘松花江’这一公共资
源变为自己的垄断性资源，对其他商家
显然不公平，对于市场环境也是有百害
而无一利的。”商家代理律师王仁根说，

上诉人对“松花江”3个字的使用，并非
商标权使用，而是描述性合理使用、善意
使用，不存在侵害被上诉人商标权的问
题。他说，同时根据《商标法》的规定，即
便取得注册商标专用权，权利人亦无权
禁止他人正当使用注册商标中包含的
地名。他人正当使用注册商标中包含
的地名，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起相关诉
讼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王仁根说，商家在外包装上印制
“松花江”3个字，并非是想攀附“松花
江”这一商标，而是想描述上诉人所生
产、销售的大米来自松花江流域，因为
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三江平原交
汇地为东北大米的核心产区，黑土地肥
沃、矿物元素丰富、阳光雨露充沛，出产
的大米品质好，深受消费者喜爱，所以
商家并非商标权使用，而是描述性合理
使用、善意使用，不存在侵权。

同类案件
使用“松花江”合理正当
驳回商标持有人全部请求

据企查查数据显示，自2020年以
来，正大桑田公司涉及的司法案件共44

件，大多数为侵害商标权纠纷，被告企业
主要来自四川、江苏、黑龙江、吉林等地。

虽然成都“松花江大米案”二审未
宣判，但记者从王仁根处了解到，正大
桑田公司起诉红兴隆公司的西安“松
花江大米案”一审，已于5月10日判
决。

判决书显示，西安中院认为，本案
中，农产品与其产地具有天然不可分
割的联系，大米产品在其商品包装上
标识大米的产地具有合理正当属性。
松花江主要流经吉林、黑龙江两省。
红兴隆公司地处黑龙江省双鸭山市，
在松花江流域内的大米产品上使用

“松花江”字样属于对于大米产地进行
说明，属合理正当使用。

同时，法院认为，产品外包装明确
标识了产品商标，且印有东北特产字
样，此种情形下使用“松花江”，属于对
产品产地的具体说明，不会使消费者
对商品来源于正大桑田公司产生误
认，造成混淆，红兴隆公司未侵犯正大
桑田公司的商标专用权。

因此，西安中院依法对正大桑田
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驳回其全部诉
讼请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芮雯

“松花江”大米原包装。

正大桑田公司：

商家们销售的大米，包装袋上显著
使用“松花江”字样，侵害了自己享有的
对案涉3枚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使公众
对“松花江”品牌大米认知产生混淆。

是否构成商标侵权？控辩双方激烈交锋

让诗圣念念不忘的是谁？
“杜甫成都诗”第五讲本周六见

四川交警公布4月终生禁驾名单
37名驾驶人被终生禁驾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钟晓璐 实习生 钟
坤靓）5月18日，四川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向社会集中曝光了2022年4月被终生禁驾
的37名驾驶人名单。其中，年龄最大的70
岁，最小的20岁。

名单中，有16人因饮酒或醉酒后驾驶机
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第5款
之规定，被公安交管部门处以“吊销驾驶证且
终生禁驾”。有21人因造成重大交通事故构
成犯罪且逃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101条第2款之规定，被公安交
管部门处以“吊销驾驶证且终生禁驾”。

终生禁驾意味着“终生不得重新申领机
动车驾驶证，终生不能驾驶机动车”。这对一
些人来说，不仅意味着出行不便，甚至可能失
去工作的机会。

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交管信息联网，一
经处罚后，被处罚人信息将录入全国机动车
驾驶员管理系统，被锁定为终生禁驾的司机
无论在省内还是省外都无法再考取驾驶证。
若终生禁驾的人仍驾车上路，将按照无证驾
驶给予罚款和行政拘留的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