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标志， 是指标示某商品来

源于某地区， 该商品的特定质量、

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

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

志。

注册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 是

对地理标志进行保护的重要模式。

从上述地理标志的概念也可以看

出， 它有着严格的地域限制。

据媒体此前报道， 潼关肉夹馍

协会起诉上百家小吃店的理由是，

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潼关肉夹馍”

商标， 因此要求商户赔偿， 金额为

3 万元到 5 万元不等。 如商户想继

续使用上述商标， 需选择加入协会

或协会授权的企业， 并支付一定的

加盟费。

以此次商标纠纷为例， 在老潼

关小吃协会 （潼关肉夹馍协会前

身） 的 《“潼关肉夹馍” 地理标志

集体商标使用管理规则》 （下称

《规则》） 中， 明确规定了“潼关特

定区域” 的范围， 具体到纬度、 经

度范围， 行政区划上包括城关镇、

秦东镇等 6 个乡镇。 因此只有在潼

关特定区域范围内的商户， 才可以

使用“潼关肉夹馍” 的商标， 潼关

区域以外的商家则不能使用。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潼关肉夹馍

协会有权向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

标的商户收取加盟费？ 答案是否定

的。

王国华律师向央视网记者解

释： “外地的肉夹馍商户不能异地

加盟协会， 也不能使用该地理标志

集体商标， 但是作为商标注册人的

潼关肉夹馍协会及其成员， 只能使

用该商标， 无权向外地商户许可该

商标的使用权， 更不能收取会费。”

简单来说， 外地商户无权使用

“潼关肉夹馍” 这一地理标志集体

商标， 这是由相关法律明确规定

的， 而不是由潼关肉夹馍协会来决

定的， “并不是像协会说的那样，

只要外地商户交了加盟费就可以继

续使用商标了， 协会是没有这个权

利的”。

此外，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回应

中还提到“其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

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该地理标

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 王国华

律师表示， 这表明集体商标并不是

强制性的， 对于潼关特定区域内的

商户而言，无论其是否加入协会，也

可以正当使用该地理标志中的地名

（“潼关”）， 比如“潼关特色肉夹

馍” “王记老潼关肉夹馍” 等。

哪些人可以开“潼关肉夹馍”小吃店？

  近日， 河南省西华县逍遥镇

胡辣汤协会就其注册的 “逍遥镇”

商标向商户维权事件， 陕西 “潼

关肉夹馍协会” 起诉一些小吃店

商标侵权事件， 将地方特色小吃

行业协会商标维权的争议推至前

台， 其中的一些问题值得思考。

地方特色小吃的商标 ， 可能

是普通商标， 也可能是集体商标，

还可能是证明商标。 不同性质的

商标， 给予其保护的程度及其需

要承担的社会义务是有区别的 。

因此， 要注意区分地方特色小吃

商标的不同类型所对应的不同情

况， 分别考量其在商标法意义上

的权利义务。

一般而言， 带有地理特征属

性的地方小吃商标， 不宜由行业

协会以普通商标形式加以注册并

谋取私权利益， 而宜由合规的协

会组织注册为集体商标或证明商

标加以保护， 并承担相应的社会

义务。

这是因为， 地方特色小吃是

传统饮食文化特色的凝聚积累和

发扬传承， 除了可能涉及商标利

益， 还涉及相关民众对其加以利

用的实际利益， 甚至关涉相关经

济业态的健康发展。 所以， 关于

地方特色小吃的商标保护， 要注

意处理好几个关系： 商标注册与

商标使用的关系， 商标使用与商

标维权的关系， 商标私权保护与

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 以及商标

行业利益与经济业态的关系。

保护商标专用权是我国商标

法的基本立法宗旨之一。 商标是

区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标志， 商

标注册会为权利人带来充分的法

律保障。 商标使用是商标价值的

实现和商标法的价值体现， 不以

使用为目的的商标注册行为已经

成为商标法的规制对象。 具体到

地方特色小吃的商标注册与商标

使用， 尤其要注意消除对于其中

核心资源的公共地名和通用名称

以及功能描述特征的不当注册 、

恶意抢注、 囤积牟利等商标注册

行为， 即便正当注册为集体商标

或证明商标， 也要给商标使用留

出充分便利， 为商标的在先使用

者留出应有空间。

商标使用是商标具有生命力

的源泉， 其贯穿了商标法的始终。

而商标维权是权利人为了自身利

益不受损害所寻求的法律救济行

为， 正当合理的商标维权应该得

到支持。 地方特色小吃的商标维

权， 应是商标权利人对于侵权者

的维权。 如果是不以使用为目的

的商标注册行为或商标权受让行

为， 而其商标维权又是 “商标维

权逐利”， 则要思考其维权本身是

否正当， 慎重考虑其 “维权逐利”

指向的商标使用者使用商标行为

的正当性。 当前， 随着知识产权

对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市场主体价

值实现日渐重要， 知识产权非实

施主体的 “维权逐利” 现象已经

从专利领域向版权和商标领域扩

展， 应当认真考量其对创新社会

和信誉社会知识产权发展的利

弊。

包括商标在内的知识产权 ，

是一种带有财产属性的私权， 这

种私权同时带有很强的公益属性。

商标的财产属性私权， 产生于商

标的实际使用和商业投入以及商

标信誉的积累。 地方特色小吃并

非某个企业或某个组织的私人创

设、 私人投入或私人信誉， 而是

历史地理文化传承中形成的实际

利益。 地方特色小吃名称如果成

为注册商标， 必然一定程度上带

来商标私权保护和公共利益之间

的冲突， 如何协调好其中的商标

利益， 关系到民众和消费者的实

际利益， 需要相关管理者发挥智

慧、 借鉴经验， 也需要相关裁判

机构依法办事。

不能将地方特色小吃商标异

化为某个组织或某个地方机构的

行业利益， 而应从有利于经济业

态健康发展的角度做出利益分配

和制度安排。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

的有机组成部分， 地方特色小吃

的商标注册、 商标使用和商标保

护， 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商标法

的原则性规定， 而应该考虑制定

科学合理的专门性制度安排 。 如

果科学合理地利用好商标制度 ，

会带来应有的促进作用， 大大降

低消费者对于喜闻乐见饮食文化

的搜寻成本， 激励行业企业提高

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 维护特色

小吃品牌信誉， 从而保障消费者、

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利益， 促进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综合自央视财经 、 经济日

报、 中国经济网、 央视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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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

“逍遥镇”“潼关肉夹馍”无权收加盟费
  据人民日报消息， 11 月 26 日凌晨，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

“逍遥镇” “潼关肉夹馍” 商标纠纷答记者问。

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出， 从法律上， “逍遥镇” 作为普通商

标， 其注册人并不能据此收取所谓的 “会费”。 “潼关肉夹馍”

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 其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区

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 同

时， 也无权禁止潼关特定区域内的商家正当使用该地理标志集

体商标中的地名。

此前报道：

多地逍遥镇胡辣汤店被起诉
  近日， 全国各地上百家经营

逍遥镇胡辣汤、 潼关肉夹馍的商

户， 分别被西华县逍遥镇胡辣汤

协会、 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 理

由是他们的店名含有“逍遥镇”

“潼关” 等字眼， 侵害了商标权。

面对协会或万元起步的索偿，

或要求交会费接受统一管理、 或

缴纳近十万元购买商标版权的解

决方案， 商户们表示“不可理解，

无法接受”。

11 月 26 日凌晨， 国家知识

产权局关于“逍遥镇” “潼关肉

夹馍” 商标纠纷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 “逍遥镇” “潼

关肉夹馍” 商标注册情况是怎么

样的？ 如何看待 “逍遥镇” “潼

关肉夹馍” 商标纠纷事件？

答： 经查， 截至目前， 逍遥

镇胡辣汤协会有效注册“逍遥镇”

商标 3 件， 分别为原国家工商总

局商标局 2004 年 6 月 21 日注册

的第 3436143 号“逍遥镇”、 2008

年 2 月 28 日注册的第 3436141 号

“逍遥镇”、 2009 年 4 月 7 日注册

的第 4664367 号“逍遥镇及图”，

核定使用在第 29类“胡辣汤” 商

品或第 43类“餐饮服务” 上， 均

为普通商标。 其中第 3436141 号、

第 3436143 号“逍遥镇” 商标，

起初由个人注册， 后逍遥镇胡辣

汤协会通过商标转让取得该商标

专用权。

“潼关肉夹馍” 是作为集体

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依据

是《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和

《集体商标、 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

办法》。经查，原国家工商总局商标

局于 2015 年 12 月 14 日核准注册

第 14369120 号“潼关肉夹馍”图形

加文字商标， 核定使用在第 30 类

“肉夹馍”商品上。原商标注册人为

老潼关小吃协会，2021 年 1 月 27

日公告核准变更商标注册人名义

为潼关肉夹馍协会。

从法律上， “逍遥镇” 作为

普通商标， 其注册人并不能据此

收取所谓的“会费”。 “潼关肉夹

馍” 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

标志， 其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

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该地理标

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 同时，

也无权禁止潼关特定区域内的商

家正当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

中的地名。

目前， 国家知识产权局已责

成地方相关部门深入了解事件进

展， 加强对各方保护和使用商标

的行政指导， 积极做好相关工作，

依法依规处理有关商标纠纷， 既

要依法保护知识产权， 又要防止

知识产权滥用， 处理好商标权利

人、 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之间的

利益关系。

经济日报评：特色小吃商标该如何正确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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