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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雪豹”
状告苹果公司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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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知识产权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中国驰名商标
“雪豹”
到底是属
于谁的？近日，
江苏雪豹日化有限公

回相关原告的起诉。具体而言，针对

诉讼的权利基础，因此，
法院应当驳

司（下称雪豹日化）和上海雪豹日用
化学有限公司等 4家企业，将著名

“雪豹电器及 XUEBAO及图”商标
和，请求法院驳回上海雪豹和雪豹

跨国公司苹果公司告上法庭，认为

数码的起诉。针对
“雪豹”
商标，请求

其使用中文“雪豹系统”、英文雪豹

法院驳回上海雪豹、雪豹数码和雪

Snow Leopar
d标识侵权，要求判
令苹果公司停止对雪豹系列商标侵

豹广告的起诉。被告同时指出，被控
侵权商品和涉案商标核准注册的商

权行为并赔偿损失。2018年 5月

品或服务类别均不构成相同或相类

31日，上海市知识产权法院开庭审
理了此案。
雪豹日化此次 4家关联的雪
豹企业作为共同原告提起诉讼，分
别是：
雪豹日化、
上海雪豹日用化学
有限公司、江苏雪豹十月影视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曾用名江苏雪豹十

注册情形下，于 2009年 8月起推
出了“Snow Leopa
r
d”操 作 系 统 ，
并对外宣称为中文“雪豹系统”。不
仅如此，苹果公司于 2008年 10月
在我国申请注册“SNOW LEOPARD”英文雪豹商标（即“抢注”
），

属于近似商标，不予以注册，苹果公
司
“抢注”
行为彻底以失败告终。
故以雪豹日化为首的雪豹企业
要求法院判令苹果公司两被告苹果
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和苹果电
子产品商贸（北京）有限公司，停止

似，因此，被告未侵犯原告注册商标
的使用权。被控侵权标识和涉案商
标不构成近似，被告和原告使用商
标的情况进一步证明相关公众不会
对原被告的商标产生混滑，
因此，被
告未侵犯原告注册商标的专用权。
被告在先使用被控侵权标识 Snow

月数码动画制作有限公司，下称雪
豹数码） 和江苏雪豹广告装潢有限
公司。
据介绍，1993年，在雪豹日化
和复旦大学的共同努力下，世界第
一只应用现代生物技术研制的溶菌
酶牙膏“f
e生物牙膏”诞生。2008
年，
“雪豹”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

同时以 3年不使用为由，申请撤销
雪豹日化名下“雪豹电器及 XUEBAO及图”商标（即“撤三”
），苹果
公司此举使得雪豹数码及其产品被
业内误认为对苹果公司有侵权“嫌
疑”，众多电视台因担心受牵连，不
愿播出雪豹数码 2009年以后制作
的动漫作品。而雪豹日化投资设立

对原告名下“雪豹及 XUEBAO”
“雪
豹”
“雪豹电器及 XUEBAO及图”商
标注册商标专用权侵权行为；判令
两被告立即停止使用中英文雪豹标
识，去除侵权标识；判令两被告在苹
果官网上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并向原
告赔礼道歉；
；判令两被告在腾讯、
新浪、搜狐网站及至少 3家全国性

Leopar
d，并且在“雪豹及 XUEBAO”商标注册之前，已经获得了
一定的知名度，即使在涉案商标
“雪
豹及 XUEBAO”商标注册之后仍然
是继续使用，但其使用并没有超过
原有的范围，
因此不构成对涉案
“雪
豹及 XUEBAO”商标的侵权。即使
法院认定被告侵犯了原告涉案商标

标”
。2015年 9月，
“f
e生物牙膏”
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产品，入选“国家
火炬计划产业示范项目”
。2016年
7月 8日，雪豹日化母公司——
—中国金典集团公司在香港创业板挂
牌上市。

的软件开发和手机设计公司，也被
业内误认为“侵权”，致使包括电信
公司在内的大量客户不愿与其合作，
最终导致该公司被迫解散。由于苹果
公司的
“抢注”
及
“撤三”
行为，
雪豹日
化又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
财力应对

报刊传媒上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并
向原告赔礼道歉；判令两被告赔偿
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 4888万元。
针对雪豹企业的起诉，两被告
在庭审中答辩称，四原告虽然共同
主张三项涉案商标，但是针对这些

的商标专用权，原告也未证明涉案
商标在此前三年有任何的实际使用
和其他的损害情况，因此，
原告不存
在任何的损失，被告不应该承担任
何的赔偿责任。
法院未对此案作出当庭宣判。

庭审中，原告诉称，
江苏雪豹日
化 有 限 公 司 于 1998年 申 请 注 册
“雪豹电器及 XUEBAO及图”
商标，
并参股设立了雪豹数码，进入数码、

苹果公司提起的相关诉讼，
雪豹无端
的被卷入商标纠纷之中。
经过长达 8年的诉讼，
2016年
3月 18日，最高人民法院驳回苹果

涉案商标均有部分原告不享有提起

软件领域。雪豹数码于 2007年 5
月制作了我国第一部原创 26集三
维动漫《尾巴梦幻曲》，
在央视、
上海
及江苏等卫视播出，取得了较高收

公司再审申请，
不予撤销“雪豹电器
及 XUEBAO及图”第 9类注册商
标，苹果公司的“撤三”要求未能如
愿。
2016年 9月 5日，
北京市高级人

视率。2007年 9月，
雪豹日化成功
研制了
“雪豹无水印染软件”，
此后，
雪豹日化又投入研发“雪豹移动
OA”和“雪豹 E通天下”等商务软
件。在雪豹日化正式进军数码行业

民法院也作出相关终审判决，
驳回苹
果公司诉请，终审判决明确指出,
“SNOW LEOPARD”可译为中文
“雪豹”
，与“雪豹电器及 XUEBAO
及图”
商标中汉字
“雪豹”
能够形成对

—
的时候，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
苹果公司却在未取得任何雪豹商标

应关系，使用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
消费者易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误认，

记者 江跃中

&% 同城!为求职者
提供全方位保险服务
很多应届毕业生都把关注点聚
焦于专业技能的补足和未来职业规
划上，忽视了对自身权益的争取，导
致在求职过程中争取不到最大的利
益。当前国内 58同城、赶集网、中
华英才网等平台大都推出了不少增
值保险服务来保障求职者的利益。
58同城作为国民招聘大平台，
不仅为求职者提供丰富、海量的职
位选择，更为求职者的求职安全提
供保障。日前，
58同城分别联合平
安产险和众安保险，重磅推出求职
意外险和重大疾病险两大商业保
险，两大保险双管齐下全面覆盖，为
求职者提供全方位保险服务。58同
城有效降低了用户的投保成本和门
槛，鼓励求职者边求职边享受全方
位保险保障服务，让投保过程更加
简单。
未来，
相信随着这些举措的不断
推进，
用户的求职环境将越来越好。

旧手机如何处置"
大多数人买了新手机以后，旧
手机会放在家囤着。
据了解，苹果仅仅一个月就卖
出 1120万台 i
phoneX，智能手机巨
大的出货量也意味着更多旧手机的
产生。
有人会及时把旧手机卖出去，
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嫌麻烦，把旧手
机一直囤着，直到不能运作变成废
旧机。然而，
淘汰的废旧手机最终只
能被丢弃或者低价回收，扔到炼钢
炉里提取贵重金属，比如名噪一时
的“电子垃圾之都”贵屿。如今，58
同城、赶集网、
转转等平台的出现彻
底改变了旧手机的命运。
一般情况下，二手交易市场上
回收价远低于二手手机本身的流通
价值，其原因在于“中间商”截取了
其中大部分利润。而转转二手手机
推出的帮卖竞价模式，真正实现了
把利润留给卖家和买家，没有任何
中间差价。

轩逸勇夺车市销量冠军，家轿市场回暖信号释放

根据乘联会最新数据显示，轩逸 4月终
端销量达到了 36,
471辆，实现了 33.
9%的
同比增长，力压老对手卡罗拉、朗逸、英朗坐
稳轿车市场销量冠军宝座。更值得一提的
是，轩逸还超越了曾长期占据中国车市月销
量第一的五菱宏光 （33,
461辆）、SUV狠角
色 哈 弗 H6
（33,
180辆）、宝 骏 510
（25,
325
辆）等车型，历史性站上了车型终端月销量
第一的位置。
2017年作为政策退出的前一年，汽车行
业销量增速已经显露出微增长态势，行业整
体增速放缓仅为 3%，其中，轿车市场的下滑

最为明显。
不过进入 2018年，中国轿车市场正在逐
步回暖。前 4个月轿车累计销量达到了 362.
9
万辆，
同比增长 6.
5%。相比轿车市场的逐渐
回暖，
2018年 SUV发展势头稍有减弱。而在
MPV市场在整个乘用车市场所占份额一直
比较低。
放眼整个汽车市场，微增长态势依旧明
显，特别是 2017年车市进入小年寒流，但是
日系车销量依旧保持快速增长的状态。轩逸
作为合资代表取得车型销量月度冠军的优异
成绩，
与轿车市场回暖相关。探究其深层次的
原因，与东风日产多年的技术沉淀和市场深
耕不无关系，极致的设计、工匠式的打磨、科
技赋能……东风日产不断转型升级成为新制
造力量。
作为目前汽车市场发展最为稳健的合资
企业，东风日产颇具前瞻性，在品牌发展方面

不断适应汽车市场竞争环境，迎合消费者需
求。东风日产在 2015年树立“YOUNGNI
SSAN”年轻化品牌战略，从品牌营销到产品布
局、渠道建设、服务体系、管理方法上不断强
化整个体系的竞争力，最终实现了全价值链
的体系竞争。
在强大的体系能力背书下，轩逸自 2006
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凭借坚实的口碑积累，
逐渐成长为东风日产的“爆款神车”
。作为 10
万级家轿市场的常青树，轩逸一直秉承“款待
家人”的品牌理念，一面保持舒适性 （大空
间）、实用性（低油耗）的优势，充分满足了市
场需求；另一面，轩逸通过“日产智行科技”的
赋能变得更智能、更科技，竞争力更加强大，
为其夺得这个第一奠定了强大的基础。同时，
多项权威奖项也为轩逸产品实力背书，2016
年 12月荣获“中国生态汽车评价 C-ECAP
白金牌”
、2016-2017连 续 两 年 获 得“J.
D.

Power新车质量研究中型轿车 No.
1”等奖
项。
除了过硬的产品实力，轩逸差异化精准
营销也值得一提。2016年轩逸和国内最大的
童年故事品牌——
—“凯叔讲故事”合作，联合
推出凯叔讲故事大赛；2017年轩逸首创家庭
试驾，强化轩逸“家值”体验。同时，
2015-2017年轩逸连续三年强势打造“一箱
油挑战”I
P，打出一套准确把握用户思维的营
销组合拳。
正如上文所说，我国汽车行业进入成熟
期，未来随着汽车增速进一步放缓，马太效应
将会逐步凸显。龙头车企市场份额将会进一
步提升，缺乏品牌效应和规模优势的中小企
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渐遭淘汰。东风日产
作为百万量级企业在未来发展中有着诸多机
遇，而作为东风日产销量主力军的轩逸在未
来会有哪些亮眼表现，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