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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说”被盗用？ 爱奇艺索赔
被告：
“奇葩说”是名称不是商标 原告：构成侵权 要求赔偿 200 万并道歉
因认为北京雪领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制作的“营销奇葩说”节目、创设了
“营销奇葩说”的微信公众号，与其使
用的“奇葩说”注册商标构成近似，北
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以侵害商标权
为由诉至法院，索赔 200 万元。 昨天
下午 2 时，该案在海淀法院开庭。
“奇葩说” 是爱奇艺公司投资、制
作、推广、播放的中国首档说话达人秀
视频节目，2014 年 11 月 29 日在
“
爱奇
艺”独家首播。 2016 年 4 月 7 日，爱奇
艺公司的关联公司北京奇艺世纪科技
有限公司经授权取得
“
奇葩说”在第 41
类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授权期自 2016

年 4 月 7 日至 2026 年 4 月 6 日。
爱 奇 艺 公 司 称 ，2016 年 4 月 9
日，奇艺世纪公司将上述“奇葩说”商
标授权给爱奇艺，爱奇艺将“奇葩说”
商标用于节目制作、 播出、 推广等环
节， 并建立商标与节目的紧密联系。
“
奇葩说”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观众热
捧，具有极高的知名度。
2016 年 9 月 13 日始， 雪领公司
在其视频节目名称、网站栏目名称、微
信公众号名称、 微信公众号栏目名称
中使用了“
营销奇葩说”字样。 爱奇艺
公司认为，“营销奇葩说”与“奇葩说”
注册商标构成相同或近似， 雪领公司

的行为侵害了其依法享有的商标专用
权。故诉至法院，要求雪领公司立即停
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向
其赔偿经济损失 200 万元，并在相关
网站、媒体刊登声明、消除影响。
庭上，雪领公司辩称，其不构成侵
权。 首先
“
营销奇葩说”与
“
奇葩说”商标
二者不构成相同或近似，而且二者的服
务类别不相同，首先，它是从事网络营
销服务，不会造成混淆。 其次，营销奇葩
说是作品的名称不是商标，奇葩是网络
热词，
“
奇葩说”商标缺乏创新性。
最后被告称，其是对知识的传播
不是盈利性质。 对原告没有影响，且

原告亦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实际
经济损失。 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
讼请求。
法庭上， 双方主要围绕被告在网
站栏目名称、微信公众号名称、微信公
众号节目名称、节目名称中使用“营销
奇葩说” 字样是否构成商标意义上的
使用行为； 被控侵权的标识与涉案商
标是否构成近似商标、 原告商标核定
服务与被控侵权服务内容是否属于相
同或者类似服务以及是否造成混淆；
如被告构成侵权， 应当承担何种责任
等案件争议焦点进行。
该案未当庭宣判。 文 / 记者 周蔚

不动产登记诉讼 九成缘起房屋权属登记
随着房屋等不动产价值的日益提
升和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的增强， 不动
产登记类行政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
今日上午，二中院召开新闻通报会，在
该院审理的不动产登记行政案件中，
近三成为行政机关败诉； 其中近九成
缘起房屋权属登记。

的诉讼， 对行政机关撤销不动产登记
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
在此类案件中房屋权属登记类数
量较大。 在上述 211 件不动产登记类
案件中，有 187 件为当事人对房屋权
属登记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 占全部
不动产登记类案件数量的 88.6%。

从审理结果看， 此类案件中行政
机关败诉近三成。 在 211 件案件中，
行 政 机 关 败 诉 61 件 ， 败 诉 率 为
28.9%， 明显高于同期其他类型行政
案件的败诉率。其中，判决确认不动产
登记行为违法的 8 件，判决撤销不动
产登记的 53 件，占到总数的 25%。

近九成缘起房屋权属登记

行政机关败诉率近三成

未尽审慎审查义务致纠纷多

据二中院法官介绍， 自 2013 年
至 2017 年， 二中院共审理不动产登
记类案件 211 件。 其中，一审 2 件，二
审 208 件，再审 1 件。
此类案件中原告主体广泛， 被诉
不动产登记行为主要集中在三类，即
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不动产登记行为不
服提起的诉讼， 对行政机关不履行不
动产登记职责的行政不作为行为提起

据法官介绍， 此类案件真正进入
实体审理的不到一半， 而从程序上裁
定驳回比例较高， 超过一半。 在 211
件不动产登记类案件中， 程序上裁定
驳回起诉的案件 112 件， 占总数的
53.1%。 此外，裁定准许当事人撤诉或
按撤诉处理的案件 10 件，占比 4.7%。
进行实体审理并作出判决的案件 89
件，占此类案件总数的 42.2%。

为何此类案件中， 行政机关败诉
率高？法官对此表示，不动产登记时所
依据的基础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化，
导致行政机关败诉率较高。
在二中院审理的行政机关败诉的
61 件案件中， 有 30 件因房屋买卖合
同被生效判决确认无效或撤销，有 24
件因继承或赠与公证书被确认无效或
者撤销， 致已作出的不动产登记行为

缺乏依据，被确认违法或者撤销。 有 7
件因行政机关没有尽到审慎的审查义
务或程序违法而被确认违法或撤销，
如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签名经鉴定系
伪造、房屋已被实际出售给案外人等。
在我国， 登记机关要对申请人提
交材料的真实性进行调查和审核，但
由于技术水平限制、履责期限等原因，
工作人员很难对收到的材料真实性做
深入调查。 对于潜在的不动产权属纠
纷， 登记机关不能预见也无权作出认
定。 当不动产登记行为所依据的民事
权利义务关系发生根本变化时， 即使
登记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不动产登记
行为亦应被确认违法或者撤销。
此外， 部分登记机关工作人员因
过失或客观上业务水平不高等， 也易
导致纠纷产生并败诉。
文 / 记者 洪雪

擅用《海贼王》动画角色
一公司侵权赔 300 万
本报 讯（记者 周 蔚）因认为《梦想
海贼王》
（又名《草帽船长》
《顶上之争》
《伟大航路》） 手机卡牌游戏未经许可，
用了《海贼王》动画片中 214 个动画角色
美术作品及部分原创角色对应的剧情，
东映动画株式会社、 万代南梦宫娱乐将
北京有爱互娱科技有限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其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偿 500 万
元等。 日前，海淀法院审理此案，判决有
爱公司构成侵权并赔偿 300 万元。
原告诉称，日本漫画家尾田荣一郎
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创作漫画《航海
王》。 东映动画于 1999 年起将其改编
成《航海王》动画片（又称《海贼王》动画
片）， 在将原黑白漫画角色演绎创作成
动画角色的同时，也为动画片增加了部
分原创角色，并设计了对应剧情。《海贼
王》 动画片至今已陆续推出数百集，知
名度较高。2014 年 7 月，东映动画授权
万代南梦宫在我国境内将《海贼王》动
画片改编成网络游戏，后万代南梦宫开
发的《航海王》手游上线。
此后，原告发现，在手游上线前，
有爱公司开发运营的《梦想海贼王》手
游已在各大平台上线， 且获得了较高
的用户量和关注度。 经比较，《梦想海
贼王》 手游中的全部卡牌角色都来自
于《海贼王》动画片中对应角色，且相

关剧情一致。
原告认为 《梦想海贼王》 手游中
214 个卡牌角色侵害了《海贼王》动画
片中角色形象美术作品及对应剧情的
改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要求停止侵
权、赔偿 500 万元及合理开支等。
有爱公司辩称，东映动画未取得《航
海王》漫画作者授权，起诉主体不适格，
且否认其游戏中的元素与《海贼王》动画
片中的人物关系、故事背景等元素相同。
法院认为，东映动画对《海贼王》
动画片中阿碧丝等 7 个原创角色及相
关剧情等享有著作权；对其余 207 个
角色形象的改编享有著作权。 有爱公
司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运营的《梦
想海贼王》游戏中所用的 214 个角色
形象以及阿碧丝等 7 个原创角色简
介，是对《海贼王》动画片角色形象及
对应人物剧情这部分内容的再创作，
属于为满足卡牌类网络游戏角色设定
要求而在原作基础上进行的改编，侵
害了二原告享有的动画角色美术作品
及 7 个原创角色简介的改编权、 信息
网络传播权。
证据显示， 被告有爱公司通过运
营其游戏获利可观， 使用侵权作品带
来的收益应占相当大的比例。最后，法
院作出上述判决。

“
垃圾混放” 一个月查 43 起
本 报 讯（记者 洪 雪）南锣鼓巷内
有各类餐饮小吃店铺，昨天下午，东城
城管对在此经营的红宝鼎、 咂摸和过
客等餐饮单位餐厨垃圾处置和燃气安
全使用情况开展检查， 结果这三家都
存在餐厨垃圾混放问题， 其中咂摸还
存在燃气间灭火器放置不合理问题。
昨天下午两点半， 执法人员首先
来到红宝鼎店。 执法人员在厨余垃圾
中发现一些塑料包装袋、 一次性筷子
等，
“一个垃圾桶装所有”。 对此，执法
人员开具谈话通知书。
据了解， 如果将餐厨垃圾和生活

垃圾混放，根据《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规定，对于拒不整改者，将予以
最高 5 万元的罚款。
在检查餐厨垃圾的同时， 执法人
员还对后厨的燃气安全进行了检查。
在咂摸店， 执法人员不仅发现餐厨垃
圾混放问题， 还发现其存在灭火器放
置不合理等问题。
据了解，近一个月来东城城管共立
案查处餐厨垃圾类违法行为43起，燃气
安全问题8起，共计罚款近10万元。
图为城管执法人员正在检查中
摄 / 通讯员 刘满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