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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2）豫知民终 194 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产业集聚区文化路与月亮湾大道

交叉口。

法定代表人：关晓彦，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玉静，北京市集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 王丹靓,北京市集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河南郑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东 18 号东 2 单元 10 层 1001 号。

法定代表人：姜云飞，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 王云琦,北京高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三宽，河南振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河南花花牛饮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河

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东 18 号东 2 单元 10 层 1001 号。

法定代表人：章鹏帅，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 王云琦,北京高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三宽，河南振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河南郑牛饮品有限公司, 住所地河南

省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东 18 号 6 号楼西单元 10 层 1001 号。

法定代表人：彭亚玲，该公司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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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诉讼代理人： 王云琦,北京高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三宽，河南振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河南郑牛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

省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马寨产业集聚区) 先锋路 6 号。

法定代表人：刘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 王云琦,北京高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三宽，河南振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与上诉人河南

郑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

花牛饮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河南郑牛

饮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牛饮品公司）、河南郑牛食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郑牛食品公司）商标权权属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21）豫 01 知民

初 1103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 2022 年 2 月 15

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河南花花牛

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玉静、王丹靓，郑牛

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河南郑牛饮品公司、河南

郑牛食品有限公司的诉讼代理人王云琦、秦三宽到庭参加诉讼。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依法判决

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

食品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标有“ ”被诉标识的被诉七款乳

酸菌饮料、乳酸菌饮品、植物蛋白饮品,并停止在商品的广告宣

传等商业活动中使用上述标识。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未认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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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

食品公司生产销售的七款乳酸菌饮料、乳酸菌饮品、植物蛋白饮

品上使用的“ ”被诉标识构成对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注册商标第 1185340 号“ ”、第 3234689 号“ ”第

15417590 号“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害，事实认定和法律

适用均有错误,应予纠正:首先,一审认定被诉七款乳酸菌饮品、

复合蛋白饮料不属于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

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 32 类第 4735856 号“ ”注册商

标核定商品范围(“无酒精饮料、果汁”等),根据最高院 2008 年

关于权利冲突的司法解释, 该被诉标识不涉及权利冲突问题,法

院应直接将该被诉标识与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权

利基础进行比对,判断侵权成立与否。

第二，第 1185340 号“”、第 3234689 号“”第 15417590 号

“”三个注册商标和被诉侵权标识构成近似商标。河南花花牛乳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张的三个注册商标和被诉侵权标识均为

图文组合商标,进行近似比对一般使用整体比对和要部比对相结

合的方法,多数情况下可以将组合商标中的文字字形及读音作为

主要部分加以比对。经过比对可知,被诉侵权标识主要识别部分

及呼叫完全相同,且考虑到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

张的三个注册商标的知名度远远高于被诉侵权标识,从“标比标”

及“混淆可能性”两个层面综合考量均可以得出被诉侵权标识和

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1185340 号“”、第 3234689

号“”第 15417590 号“”三个注册商标近似的结论。相关公众

问题，本案被诉侵权产品和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



- 4 -

张的三个注册商标权利商品的相关公众均为一般消费者,普通消

费者的在一般注意力下看到被诉侵权产品极有可能和河南花花

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花花牛”品牌产品产生混淆误认。郑

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

品公司恶意攀附问题, 综合考虑到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主张的权利商标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事实, 郑牛生物科技

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及其

关联公司在其多枚“花花牛”商标在与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注册商标下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未被核准注册或者无

效的情况下, 仍然将被诉侵权标识突出使用在相同或者类商品

上,明显具有攀附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商标商

誉的主观故意,以一般消费者的注意力为标准,极易对商品来源

产生误认,或认为提供者之间存在特定的联系。综上,河南花花牛

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为被诉侵权标识和河南花花牛乳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权利商标在文字、读音、含义上高度近似,容易

使普通消费者对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

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所提供的商品来源产生误认,或认为郑

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

品公司生产销售的被诉侵权产品与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花花牛”存在特定联系,故被诉侵权标识商品构成对河

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个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损害。一

审判决应当认定被诉侵权标识商品侵害了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商标的专用权。

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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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牛食品公司辩称，七款被诉侵权产品上使用被诉侵权标识是合

法使用，不构成侵权。1.被诉七款乳酸菌饮料、乳酸菌饮品、植

物蛋白饮品产品属于第 32 类饮料产品,并非第 29 类的“牛奶

饮料（以奶为主）”。一审判决混淆了非奶为主的含乳饮料和以

奶为主牛奶饮料的概念，认为只要原料为奶或配料中含奶，就归

属为“牛奶饮料（以奶为主）”，应予纠正。2.郑牛生物科技公

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享有第

4735856 号“ ”注册商标专用权，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

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实际使用的

“ ”、“ ”、“ ”等标识并没有改变第 4735856

号“ ”商标的显著特征，应视为注册商标的使用。3.河南花花

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15417590 号“ ”商标在第 29

类“牛奶饮料(以奶为主)”商品上的注册已被宣告无效,且从河

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其实际使用的

商标并非第 1185340 号“ ”和第 3234689 号“ ”商标,

而是第 24581098 和第 17728703 号 商标，而这两件实

际使用的注册商标中均不含“牛奶饮料（以牛奶为主)”。其实

际使用的商标较注册商标,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河南花花

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基于未使用的两件权利商标请求郑牛

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

公司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4.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

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使用被诉标识的行

为不构成商标侵权,一审法院判赔数额明显过高。

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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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牛食品公司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一、郑牛生物科技公司享有第 32 类第 4735856 号“花花牛及图”

商标专用权。被诉七款乳酸菌饮料、乳酸菌饮品、植物蛋白饮品

产品属于第 32 类饮料产品,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

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在这些产品上使用“花花牛

及图”商标是基于第 4735856 号“ ”商标专用权,没有侵犯河南

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商标专用权。河南花花牛乳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1185340、3234689 号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

品为“牛奶饮料(以牛奶为主)”。顾名思义,该商品名称中的“牛

奶饮料”是有“以牛奶为主”这个限定的。也正因为如此,“牛

奶饮料(以牛奶为主)”才被归入了第 29 类第 2907 群组的“奶

及乳制品”。从产品原料的构成比例上看,“以牛奶为主”是牛

奶做为产品原料的占比 50%以上才能算得上以牛奶为主的牛奶饮

料产品。从蛋白质含量上看, 纯牛奶的蛋白质含量为每100ml 3.0

克左右,要达到“以牛奶为主”,蛋白质的含量应为每 100ml 1.5

克以上。如果产品的蛋白质含量低于 100ml 1.5 克则不属于“牛

奶饮料(以牛奶为主的）”的产品。被诉七款侵权产品包括乳酸

菌饮料、乳酸菌饮品、植物蛋白饮品。蛋白饮品。这些产品配料

表中虽然有“脱脂奶粉”或“生牛乳”,但从产品的成分和牛奶

在配料中的占比看,“脱脂奶粉”或“生牛乳”的比例绝非 50%

以上, 其蛋白质总含量也都未超过100ml 0.7 克。产品的配料表:

水、白砂糖、脱脂奶粉......中，“水”均是排在第一位的( 注:

按照国家规定,配料表必须以原料用量的大小依次排列)。同时,

这七款产品中的第5 -7 款植物蛋白饮品和复合蛋白饮品,蛋白质



- 7 -

含量为 100ml 0.7 克,这里的蛋白质主要是核桃、花生产生的, 脱

脂奶粉仅是起到“调味”的作用,更难说是“牛奶饮料(以牛奶为

主)”商品。由此可见,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

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乳酸菌饮料、乳酸菌饮品、植物蛋

白饮料, 产品不属于“牛奶饮料(以牛奶为主)”，而是属于第 32

类“无酒精饮料”产品。结合消费者的普遍认知水平和认知能力,

乳酸菌饮料、乳酸菌饮品、植物蛋白饮料均是并非是以牛奶为主

的牛奶饮料,而是含有益生菌、植物蛋白的无酒精饮料。从其功

能用途来看,乳酸菌饮料、乳酸菌饮品是借助乳酸菌、益生菌调

制的促进消化的饮料产品,植物蛋白饮料,则是以植物蛋白为主

要营养成分的蛋白类饮料。如果从产品外观、功能用途、营养价

值角度考虑,它们与无酒精饮料产品更加接近。

二、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

司、郑牛食品公司实际使用的“ ”、“ ”、“ ”

等标识并没有改变第 4735856 号“ ”商标的显著特征,应视为注

册商标的使用。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

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享有第 4735856 号“ ”注册商标专

用权，该商标最初由郑州天利食品添加剂有限公司于 2005 年 6

月 22 日提出注册申请，指定使用在第 32 类“啤酒; 果汁; 水

(饮料); 矿泉水(饮料); 蔬菜汁(饮料); 无酒精饮料; 汽水;

可乐; 植物饮料; 饮料制剂;”商品上。2011 年 8 月 20 日，

该商标转让至郑州花花牛食品有限公司名下，2012 年 12 月 13

日郑州花花牛食品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河南郑牛食品有限公司。

2020 年 2 月 6 日，经商标局核准转让至河南郑牛生物科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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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名下。目前，该商标处于有效注册状态。

首先，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

公司、郑牛食品公司实际使用的“ ”、“ ”、“ ”

标识，没有改变第 4735856 号“ ”注册商标的显著特征的“花

花牛”三个汉字。第 4735856 号“ ”商标中的“花花牛”三个

字虽然是篆书字体，它不是繁体，但篆书也是汉字中的常见字体，

也是中国消费者易于识别的字体，消费者在看到该标识时，完全

能将其识别为“花花牛”。因此，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

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使用“ ”、

“ ”、“ ”标识和注册商标的标识均是以“花花

牛”为显著识别部分的商标，因此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

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使用前述标识并未改

变“ ”注册商标的显著特征，应视作是对第 4735856 号“ ”

注册商标的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

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 商标权人自行使用、他人经

许可使用以及其他不违背商标权人意志的使用，均可认定为商标

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所称的使用。实际使用的商标标志与核准注

册的商标标志有细微差别，但未改变其显著特征的，可以视为注

册商标的使用。”参考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出台的《商标侵权判

断标准》第十四条规定及《商标近似标准》，也可以说明郑牛生

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

司使用的改变字体、改变横排和竖排的标识均是对自己已注册商

标的正当、正常使用。另外,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

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申请注册的时间是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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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08 年取得注册,当时是因为 2907 组中的“牛奶饮料(以牛

奶为主)”与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

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核定的第 32 类商品互不类似才有两个注

册商标的共存的事实,后来由于《分类表》的变化,才造成了两个

注册的近似商标 2907 组中的“牛奶饮料(以牛奶为主)、3202 组

商品上的类似，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

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的注册商标与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是近似商标这是无疑的,该商标核定商品与

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2907 组中的“牛奶饮料(以

牛奶为主)目前是类似商品也是无疑的,但这是分类表修改的历

史原因造成的。

其次,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

公司、郑牛食品公司的被诉侵权产品在使用“ ”、“ ”、

“ ”标识的同时，均在醒目位置标注了第 4735856 号注

册商标的标识, 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

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这种将简体字与篆体字组合的使用方

式，并未将“ ”、“ ”、“ ”完全独立使

用,就是善意地避免混淆。

再次,201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

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26 条第二款规定“实

际使用的商标标志与核准注册的商标标志有细微差别,但未改变

其显著特征的,可以视为注册商标的使用”。司法实践中，注册

商标在实际使用仅仅是字体、横排竖排等发生改变,通常都会被

认为属于“未改变其显著特征”，可视为注册商标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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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15417590 号

“ ”商标在第 29 类“牛奶饮料(以奶为主)”商品上的注册

已被宣告无效,且从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证

据来看,其实际使用的商标并非第 1185340 号“ ”和第 3234689

号“ ”商标,而是第 24581098 为和第 17728703 号商标，而这

两件实际使用的注册商标中均不含“牛奶饮料（以牛奶为主)”。

其实际使用的商标较注册商标,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河南

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基于未使用的两件权利商标请求

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

食品公司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 2019 年 4 月 15 日,

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

食品公司引证第 4735856 号“ ”商标对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第 15417590 号“ ”商标提出无效宣告, 国家知

识产权局作出裁定,对该商标在“牛奶饮料( 以牛奶为主) ”商

品上予以无效宣告。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服,诉

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即(2020)

京 73 行初 6124 号《行政判决》,维持被诉裁定。河南花花牛乳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作出(2021)京行终 4485 号《行政判决》,维持原判。因此,

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15417590 号“ ”商标

被宣告无效,一审判决将被诉侵权标识与第 15417590 号“ ”

商标进行比对,属于事实认定的错误,应予纠正。

其次,结合上述对比图,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的第 1185340 号“ ”商标,其注册商标“ ”是一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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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排列的图文组合商标,上方较大比例的卡通牛图,怀抱奶瓶，呈

现坐姿。下方的“花花牛”三个字被映衬在一个黑色椭圆形的背

景图形之上,且字体设计风格上采用牛蹄、牛角等构图要素。另

外一件第 3234689 号“ ”商标,是将“花花牛”三个字置于一

个会话气泡中。可见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两件早期

注册商标在字体、图案、布局和整体设计风格上有其固有的特征。

再看其实际使用的注册商标,和左侧的“花花牛”字体已经完全

不同于前述两件注册商标,且增加了汉语拼音“HUAHUANI U”、

“新鲜在你身边”和一个风格完全不同的卡通牛图,该卡通牛张

开双臂、呈现奔跑姿势,同样是该商标的显著部分。作为图文组

合商标,其卡通图、商标文字字体、排列组合方式均发生了极大

的变化,又增加了汉语拼音“HUAHUANI U”、“新鲜在你身边”。

可见,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使用的标识与河南

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两件注册商标相比,显著特征已经

发生了实质改变。同时,实际使用的两枚商标是河南花花牛乳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而这两枚商标是被异议掉“牛奶

饮料(以牛奶为主)”的商标。然而,一审判决却认定其实际使用

的 商 标 标 志 与 本 案 引 证 商 标 有 细 微 差 别 ,

未改变商标的显著特征,可以视为注册商标的使用。对此,一审判

决的认定具有明显偏向,有失公允。事实上,郑牛生物科技公司、

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基于自己的

注册商标 3523156、4735856,早在 2012 年、2013 年就在《郑州

晚报》、河南电视台、高速广告塔、公交车、2013 年第七届(山

东) 国际糖酒会、2013 年成都春季糖酒会、2014 年第十四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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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国际糖酒会等媒体和展会上宣传自己的“花花牛”品牌饮

料产品,开始宣传将近十年,使用历史已超过十年,在这十多年中,

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

食品公司的饮料产品和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牛

奶、酸奶及近几年才有的牛奶饮料产品,早已形成了各自的渠道

和市场。至于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

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的 3523156 注册商标,后来因《分类表》

的变化:牛奶饮料( 以牛奶为主)和 3202 组类似了,所以才被撤

销掉。但在《分类表》变化后,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 15417590 号、15551893 号、17728703 号、14225423 号、

11066336 号,共计 5 枚已注册商标,均因与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

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的 4735856 号

商标近似被无效宣告掉;同时,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 24581098 号、398 55911 号、41711390 号、41722528 号、

41730581 号、45127367 号,共计 6 枚商标,均被郑牛生物科技公

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以与

4735856 号“ ”商标近似被异议掉。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未使用本案的引证商标,而且实际使用的是被无效掉或

者被异议掉商标, 二者无论是字体、布局、图形都发生了根本改

变, 不可谓正当，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

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经过十多年的使用和宣传,有自己的

渠道和市场，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

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无意也无需攀附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商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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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审判决对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

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实际使用商标的行为和河南花花牛

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使用商标的行为作出了完全相反的

认定,对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

司、郑牛食品公司极其不公。在本案中, 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

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和河南花花牛

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均存在商标实际使用形式和注册形式不

一致的情形，但是, 针对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

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的实际使用“ ”“ ”“ ”

标识的情形, 一审判决认定是对注册商标显著特征进行了改变。

而针对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使用商标的行为,

一审判决却将其认定为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此外, 我方基于在

先注册的第 4735856 号“”商标对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在妙酸乳饮品、草本乳乳酸菌饮品、乳酸菌饮料、草莓牛奶、

香蕉牛奶、米香牛奶产品上使用商标的行为提起商标侵权诉讼,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 豫 01 知民初 1505 号判决认定:河南

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妙酸乳饮品、草本乳乳酸菌饮

品、乳酸菌饮料、草莓牛奶、香蕉牛奶、米香牛奶产品上使用商

标,不属于在核定使用的商品上使用其核准注册的注册商标。因

此,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前述产品上并未使用其

注册商标,其实际使用的花花牛标识与第 1185340 号商标和第

3234689 号商标完全不同。然而,本案一审判决却将河南花花牛

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视作是使用“”商标,该认定明显有

误,应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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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

司、郑牛食品公司使用被诉标识的行为不构成商标侵权,一审法

院判赔数额明显过高。首先,被诉侵权产品上均使用了第 4735856

号“花花牛及图”注册商标,同时使用的“ ”“ ”“ ”标识也

仅仅是在字体上对第 4735856 号注册商标进行了细微的调整,并

未改变注册商标的显著特征——“花花牛”三个汉字。因此,被

诉标识的使用应视作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

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对第 4735856 号注册商标的使用,

不构成对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先权利商标的侵

犯。其次,“花花牛”并非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

创,著名作家义夫的小说《花花牛》早于 1990 年 4 月就出版发

行。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7 年 6 月 10 日才在

第 29 类的牛奶产品上提出“花花牛”商标的申请。“花花牛”

商标并非其独创,也无权限制他人合理使用。目前郑牛生物科技

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持有

的有效注册商标第 29 类、第 30 类的字体均与小说《花花牛》

封皮和扉页上的“花花牛”三个字完全相同,是完全基于该小说,

且第 30 类第 3523158 号商标早在 2003 年 4 月 11 日申请；第

4735856 号“花花牛及图”商标是于 2005 年就提出注册申请,《花

花牛》小说的第 10 页有刻章的情节,就以此为灵感,对该商标的

字体采用了篆体,并增加了边框修饰。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

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注册和使用的商

标无论是字体还是商标图案,均与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商标完全不一样。因此,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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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持有“花花牛及图”商标

并对其进行合理合法的使用,并刻意避开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实际使用的商标，没有主观上的过错。再次,《商标

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注册商标专用权人请求赔偿,被诉侵权人

以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未使用注册商标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可以

要求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提供此前三年内实际使用该注册商标的

证据。注册商标专用权人不能证明此前三年内实际使用过该注册

商标,也不能证明因侵权行为受到其他损失的,被诉侵权人不承

担赔偿责任”。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权利商标并

未实际使用,实际使用的商标标识并未在第 29 类“牛奶饮料(以

奶为主)”商品上获准注册: 因此, 即使判郑牛生物科技公司、

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侵权,郑牛

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

公司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6 年开始就已经停止使用本案两件权利商标,而是使用商标、。

对于已经停止使用的商标,根本谈不上知名度。且河南花花牛乳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在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

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第 4735856 号“”

商标注册日期之后。一审判决仍认定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商标和商号享有在先知名度,缺乏事实依据。此外,郑牛

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

公司都是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或 50 万元的的小微企业,饮料产

品本身也属于利润微薄的行业,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经营一直处

于亏损的状态。加之,河南花花牛饮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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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 日, 成立时间很短。在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没有举证被诉侵权行为对其造成的损失及郑牛生物科技公司、

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的获利的情

况下，一审判决亦未考虑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

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的企业规模与经营规模等情况,

判赔 200 万元的数额明显过高,对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

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不公。

六、郑牛生物科技公司从未出品任何产品,判决承担连带责

任于法无据。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是商标的持有人,但至始至终都

没有出品过任何的产品,只是依法授权给了河南花花牛饮品公

司、郑牛饮品公司使用。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公

证证据中,销售人系河南花花牛饮品有限公司员工,该场所为河

南花花牛饮品有限公司登记地址和经营场所,仅仅因郑牛生物科

技公司的登记地址亦为和河南花花牛饮品有限公司登记地址一

样就判定为“连带责任”于法无据。

七、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的字号中使用“花花牛”合理合法,

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连带责任更是无据。关于字号,河南花花

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不是“花花牛”字号的最早使用人,

案外人漯河花花牛乳业有限公司早在 2000 年就将“花花牛”商

标作为商号进行注册保护,而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公司 2012 年才设立, 2018 年 3月 26 日才变更为河南花花牛

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称。事实上,在 2012 年之前, 企业名称

使用“花花牛”的公司很多,因此,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无权垄断“花花牛”字号。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是郑牛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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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公司的子公司(郑牛生物科技公司占股份 85%) ,而郑牛生物

科技公司是“花花牛”商标的持有人,上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的

名称是在其股东有注册商标“花花牛”的情况下依法注册登记,

该企业名称权理应同样受到法律保护。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将

“花花牛”作为字号登记并规范使用,合情合理合法。河南花花

牛饮品公司无论是在产品上还是在参加展会等对外使用过程中,

均是规范使用企业名称,不存在不正当竞争。其次,河南花花牛乳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河南花花牛实业总公司”

投诉“郑州花花牛食品有限公司”商标侵权一事,金水分局的答

复是依照当时《河南省著名商标认定和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自

著名商标认定之日起, 著名商标所有人以外的单位和个人以与

著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申请企业名称登记, 属同行业的

或者虽属不同行业、但足以引起公众误认、并可能对著名商标所

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的,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核准。国家

对企业名称登记另有规定的除外。”做出的更名答复,在不知道

有此规定的前提下,在拥有“花花牛”食品类、饮料类注册商标

的情况下,善意登记和使用，在工商部门要求更名的情况下积极

配合实施更名。而 2020 年 11 月河南花花牛饮品有限公司登记时,

《河南省著名商标认定和管理办法》已经废止,在提供“花花牛”

注册商标的情况下正常登记注册，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的注册登

记距诉讼发生才半年的时间, 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在此期间既未向工商登记部门反映, 也未通知上诉人,如果工

商部门或法院认为上诉人的企业登记不当,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

本可以纠正, 但一审判决直接判赔和巨额连带责任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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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郑牛食品公司未出品任何产品, 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郑牛食品公司未出品过任何饮

料产品,从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公证书可以

看出从未有郑牛食品公司的任何产品。郑牛食品公司在自己的网

站上展示郑牛饮品公司出品的产品,也都是第 4735856 号“”注

册商标核定范围内的产品,从未展示跨出此商标核定范围以外的

产品。郑牛食品公司的 huahuaniufood.com 域名注册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使用至今已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中, 河南花花牛乳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既未向相关主管部门投诉也未通知郑牛食品公

司,若有使用不当行为,郑牛食品公司并非拒不更改,在主观上未

有任何恶意。郑牛食品公司的域名并非是“进行相关商品交易的

电子商务”, 每月的点击量平均为 2000 人左右,这样的注册和使

用很难说成是为了“商标侵权”或“不正当竞争”。因此, 河南

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 一审判决

要求郑牛食品公司停止使用 huahuaniufood.com 域名,缺乏事实

和法律依据。同时, 判决的巨额连带责任是对郑牛食品公司的明

显不公。

九、本案 1303 与 1404 应属于同一个案件,同一个法官进行

审理,理应并案审理,但却就同一事件判出两次的商标侵权和不

正当竞争,以此判出两次的赔偿。此种判决明显不公,应于纠正。

河南花花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辩称，1.被诉花花牛幸福味道

益生菌乳酸菌饮品、花花牛益生菌乳酸菌饮品、花花牛麦酸乳乳

酸菌饮品、花花牛益生菌乳乳酸菌饮品 4 款产品应当属于《分类

表》2907 群组的“奶饮料（以奶为主）”；被诉花花牛核桃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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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蛋白饮品、花花牛核桃花生奶植物蛋白饮品、花花牛中老年

金钙奶植物蛋白饮品 3 款产品应当属于《分类表》2907 群组“奶

替代品”。2.被诉标识 （“被诉标识 1”）、 （“被

诉标识 2”）、 （“被诉标识 3”）突出了“花花牛”文字

部分，明显改变了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

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注册在第 32 类无酒精饮料相关商品

上的第 4735856 号“ ”注册商标的显著特征，属于“变形使用”，

不涉及权利冲突。3.《分类表》更迭注释增删问题导致郑牛生物

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

第 4735856 号“ ”商标得以绕过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在先注册商标障碍得以注册，并假借商标争议制度不正当的

投机取巧和巧取豪夺。4.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

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将被诉标识 1-3 和被诉标识 4

“ ”组合使用，并非善意避免混淆的使用，郑牛生物科技公司、

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未举证证明

其对被诉侵权标识经过其十多年长期使用已经形成独立的渠道

和市场、不会混淆误认，且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

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作为恶意抢注人，违反了诚

实信用原则，不得适用“既有市场格局共存”抗辩。5.河南花花

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案证据足以证明其对第 1185340 号

“ ”、第 3234689 号“ ”、第 15417590 号“ ”商标

进行了持续、真实、有效的使用，完成了《商标法》第六十四条

第一款后半段规定的举证责任，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

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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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6.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1185340 号 ”、第

3234689 号“ ”、第 15417590 号“ ”商标权利商标具有

极高的知名度，其注册商标禁用权保护范围及于“花花牛”标识，

单独突出使用完整包含“花花牛”要部的被诉侵权标识属于使用

了与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权利商标近似的标识，构

成对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害。

7.一审判决书第四项拣选罗列的双方商标纠纷情况，是合理的，

不存在偏颇。8.1505 号案件一审判决有关被诉商品定性及在先使

用抗辩部分论理较为简略，但是其判决结果正确，不影响本案侵

权定性。9.一审判决将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 商标视为对第 1185340 号“ ”、第 3234689 号

“ ”注册商标的使用，将被诉标识 （“被诉标识 1”）、

（“被诉标识 2”）、 （“被诉标识 3”）认定为对

第 4735856 号“ ”商标的变形使用，逻辑自洽，认定正确。10.

一审判赔数额合理。11.郑牛生物科技公司为第 4735856 号商标

的所有人，依据 2002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产品侵权案件的受

害人能否以产品的上商标所有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的批复》法

释〔2002〕2 号，郑牛生物科技公司应当被视为本案被诉侵权产

品的生产商，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等法院审理并生效的在先案

例中确定的裁判规则，郑牛生物科技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一

审判决认定正确、于法有据。12.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基于抢注

的第 4735856 号“ 篆体花花牛图文组合且指定颜色商标”主张

善意使用“花花牛”字号不成立。13.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是“花花牛”系列商标的合法受让人，并继承了“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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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品牌相关业务，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法合理

地承继了“花花牛”商业标识（包含商标及字号）所承载的知名

度及商誉，有权主张“花花牛”商标及字号权利。14.1103 号案

和 1104 号案，主张的请求权不同、涉案被诉侵权行为不同、涉

及法益不同、法律关系不同，依据 2011 年《民事案件案由规定》，

一审分案审理判决合理合法，并无不妥。

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

判令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

郑牛食品公司立即停止侵害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 1185340 号、第 15417590 号、第 3234689 号商标专用权的行

为，包括停止生产、销售标有被诉侵权标识的牛奶饮料，停止在

前述商品的广告宣传等商业活动中使用被诉标识；2.判令郑牛生

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

司在《中国市场监管报》上连续 7 天刊登声明（报纸中缝位置除

外），消除其商标侵权行为给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带来的影响；3.判令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

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连带赔偿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 500 万元以及维权合理支出人民币 50

万元；4.本案诉讼费由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

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共同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主张的权利商标相关情况

（一）公司概况

1989 年 11 月 18 日，河南省畜牧局发起成立“郑州亚卫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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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公司”。1993 年 6 月 9 日，河南省郑州畜牧局同意河南省郑州

种蓄场使用“郑州亚卫实业总公司”名称；2004 年经河南省畜牧

局同意，“郑州亚卫实业总公司”变更名称为“河南花花牛实业

总公司”。

1998 年 12 月 16 日，郑州亚卫实业总公司（河南花花牛实业

总公司）发起成立“河南花花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8 日注销）。

2002 年 12 月 31 日，河南花花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石家庄

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起成立“河南三鹿花花牛乳业有限公

司”。2008 年 9 月 26 日，经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更名为

“河南花花牛乳业有限公司”。

2006 年 11 月 25 日，河南花花牛实业总公司和河南花花牛乳

业有限公司发起成立“河南花花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24 日，河南花花牛乳业有限公司、河南花花牛

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改制重组，重组后的目标公司即河南花花牛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2018 年 6 月 6 日，该公司变更名称为“河南花

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商标情况

1.1998 年 6 月 21 日，郑州亚卫实业总公司在第 29 类加工过

的肉；加工过的鱼；冬菇；冷冻水果；蛋；牛奶；牛奶饮料（以

奶为主）；酸奶；果子冻商品上注册第 1185340 号 商标；2002

年 8 月 28 日，该商标转让至河南花花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 5 月 28 日，该商标转让至河南花花牛实业总公司；2016 年 9

月 13 日，该商标转让至关晓彦；2017 年 1 月 13 日，该商标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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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河南花花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8 年 6 月 6 日，该商标权利

人名称变更为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 6 月

20 日，该商标经过续展有效期至 2028 年 6 月 20 日。

2.2003 年 7 月 14 日，河南花花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第 29

类牛奶制品；牛奶饮料（以牛奶为主的）；酸奶；酸乳酪；可可

牛奶（以奶为主）；奶油（奶制品）；牛奶；果冻；肉（商品截

止）商品上注册第 3234689 号 商标；2005 年 5 月 28 日，该商

标转让至河南花花牛实业总公司；2016 年 9 月 13 日，该商标转

让至关晓彦；2017 年 1 月 13 日，该商标转让至河南花花牛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2018 年 6 月 6 日，该商标权利人名称变更为河南

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2015年 11月 7日，河南花花牛实业总公司在第29类酸奶；

牛奶制品；奶酪；牛奶；牛奶饮料（以牛奶为主）；豆奶粉；肉；

鱼制食品；以水果为主的零食小吃；蛋；果冻；豆腐制品（截止）

商品上注册第 15417590 号 商标（牛奶饮料（以牛奶为主）商

品上已被无效）；2016 年 9 月 13 日，该商标转让至关晓彦；2017

年 1 月 13 日，该商标转让至河南花花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8

年 6 月 6 日，该商标权利人名称变更为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三）知名度事实

1.销售情况

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了河南三鹿花花牛

乳业有限公司 2003 年-2007 年资产负债表审计报告，显示主营收

入约为 10 亿元；2008 年-2015 年河南花花牛乳业有限公司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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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表审计报告，显示主营收入约为 39 亿元；2016 年-2020 年，

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营收入约 63 亿元。

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了部分销售发票：

（1）河南花花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年的 16 份销售酸奶、

牛奶等产品的发票，销售地区集中在河南省郑州等五个市县；

2001 年的 16 份销售酸奶、牛奶等产品的发票，销售地区集中在

河南省；2002 年的 14 份销售牛奶、酸奶等产品的发票，销售地

区为河南省、湖北省、江苏省；（2）河南三鹿花花牛乳业有限

公司 2003 年-2008 年约 283 份销售酸奶、牛奶等产品的发票，销

售地区为河南省、北京、江苏、安徽；（3）河南花花牛乳业有

限公司 2009 年-2015 年约 237 份销售酸奶、牛奶等产品的发票，

销售地区为河南省、河北省、北京、上海、四川、山东、江苏、

安徽、天津、浙江、广东、西藏、陕西、重庆、江西；（4）河

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2019年 100多份销售酸

奶、牛奶等产品的发票，销售区域为河南省、河北省、北京、江

苏、福建、天津、浙江、广东。

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了部分销售合同：

2009 年，河南花花牛乳业有限公司和花花牛武陟县总经销等签订

的 20 份酸奶、牛奶等产品年度销售合同，合同对应金额约 3634

万；2010 年，河南花花牛乳业有限公司和张建宏等签订的 20 份

酸奶、牛奶等产品年度销售合同，合同对应金额约 4651 万。2011

年，河南花花牛乳业有限公司和新密市玉龙饮品营销处等签订的

20 份酸奶、牛奶等产品年度销售合同，合同对应金额约 9950 万

左右；2011 年，河南花花牛乳业有限公司和于保杰签订有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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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牛”品牌低温牛奶年度销售合同，约定年度销售金额至少 400

万元以上；2015 年，河南花花牛乳业有限公司和北京华联综合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第六分公司签订的商品供货合同、年度贸易合

约、促销员进场协议、商品供货合同；2015 年，河南花花牛乳业

有限公司和大商集团郑州新玛特购物广场中原新城店签署的关

于“花花牛”酸奶产品的采购合同；河南花花牛乳业有限公司和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河南）普罗旺世点签署的关于“花花牛”品

牌商品供货及商超宣传合同；河南花花牛乳业有限公司和北京华

联综合超市（河南）凯德店签署的关于“花花牛”品牌商品供货

及商超宣传合同；河南花花牛乳业有限公司和北京华联综合超市

（河南）沃金店签署的关于“花花牛”品牌商品供货及商超宣传

合同等。

2.广告宣传情况

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了河南花花牛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2005 年支付的部分广告宣传费发票、记账

单等，总金额约 916 万元。河南三鹿花花牛乳业有限公司 2006

年-2019 年支付的部分广告宣传费发票、记账单，总金额约为 4342

万元。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支付的部分广

告宣传费发票合同，总金额约 136 万元。

京洲豫分审字[2014]第 037 号广告费专项审计报告：河南花

花牛乳业有限公司 2011 年广告费用共计 291.97 万元，2012 年广

告费用共计 405.55 万元，2013 年广告费用共计 936.27 万元。

京洲豫分审字[2015]第 23 号广告费专项审计报告：2014 年

河南花花牛乳业有限公司产品广告费用共计 546.0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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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首佳专审字（2018）第 014 号专项审计报告：2015 年河南

花花牛乳业有限公司广告费用共计 963.77 万元。

豫首佳专审字（2018）第 015 号专项审计报告：2016 年河南

花花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告费用共计 1182.76 万元。

豫首佳专审字（2018）第 016 号专项审计报告：2017 年河南

花花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告费共计 803.78 万元。

豫邦会审字（2019）第 097 号资产负债表审计报告、豫鼎年

审字[2020]第 153 号资产负债表审计报告、豫鼎年审字[2021]第

114 号资产负债表审计报告：2016 年-2020 年，河南花花牛乳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告费用共计约 191542628.1 元。

3.相关证明及荣誉奖项

1996 年 6 月，郑州亚卫实业总公司生产的“花花牛”系列产

品被河南省消费者协会评选为 96-97 年度受消费者喜爱的商品。

1997 年 10 月，郑州亚卫实业总公司生产的“花花牛”冰淇

淋、酸奶被河南省技术监督局质量监督信息发布中心、郑州市技

术监督局推荐为“河南市场十佳品牌”“质量优、售后服务优商

品”。

2001 年，河南花花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被郑州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评为产品质量佳、售后服务佳先进单位称号。

2002 年，“花花牛”酸牛奶被中国质量检验协会授予“质量

信誉跟踪产品”；三鹿花花牛系列乳制品被河南省第二届新春商

品交易会组委会授予河南省省会市民放心消费品牌；“花花牛”

酸奶、纯牛奶产品被河南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河南省人民政府食

品工业办公室授予河南省食品工业第一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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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花花牛”牌纯牛奶、酸牛奶被河南省名牌战略推

进委员会授予河南省名牌产品称号；郑州市红十字会授予河南三

鹿花花牛乳业有限公司支持非典防治，捐赠奶制品荣誉证书。

2005 年，“花花牛”品牌在 2004-2005 年度河南财智榜大型

推介活动中被郑州大学企业中心等授予河南最具知名度 100个品

牌荣誉证书；花花牛酸牛奶、纯牛奶被河南省名牌战略推进委员

会授予“河南省名牌产品”称号；2005 年，第 1185340 号商标被

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南省商标协会认定为河南省著名商

标。

2006 年，河南省学生饮用奶计划协调小组办公室授予河南三

鹿花花牛乳业有限公司为“中国学生饮用奶定点生产企业”称号；

2007 年，“花花牛”牌乳制品被河南省食品工业协会授予 2006

河南省乳品行业十大品牌称号。

2007 年，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博览会组委会授予“花花牛”纯

牛奶 2007 年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博览会金奖；河南省质量技术监

督管理局授予“花花牛”纯牛奶河南省免检产品证书；河南省希

望工程办公室授予河南三鹿花花牛乳业有限公司支持希望工程

捐赠证书；河南省食品工业协会等授予“花花牛”乳制品 2006

河南省乳品行业十大品牌奖项；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博览会授予

“花花牛”牌纯牛奶 2007 年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博览会金奖称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授予河南三鹿花花牛乳业有限公司农业产业化

省级龙头企业称号；河南省学生饮用奶计划协调小组办公室授予

河南三鹿花花牛乳业有限公司中国学生饮用奶定点生产企业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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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河南商报、腾讯网授予河南花花牛乳业有限公司

2008 影响河南十大企业公民称号。

2009 年，“花花牛”品牌在中原消费者行业年度风云榜评选

活动中入选年度最具创新力品牌。

2010 年，河南花花牛乳业有限公司被指定为“体彩杯”2010

贝隆中国郑开国际马拉松赛唯一指定乳品。

2011 年，郑州市儿童福利院向河南花花牛乳业有限公司颁发

奉献爱心证书。

2012 年，河南电视台授予河南花花牛乳业有限公司河南省百

姓放心食品安全单位荣誉；河南省人民政府授予河南花花牛乳业

有限公司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

2013 年，中国奶业协会授予河南花花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2013 年度重点乳品加工企业信息监测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2017 年，河南常香玉基金会给河南花花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颁发“关爱成长，相伴未来”精准扶贫公益行捐赠证书；中国消

费者日报社给河南花花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颁发消费者信得过

示范单位奖状。

2018 年，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泌阳县特殊教

育学校赠予“关爱特殊儿童”奖牌。

2018-2020 河南省人民政府授予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为“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2019 年被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农村部评选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证书，被河

南省工商业联合会评选为河南民营企业现代农业 100 强等荣誉；

2020 年被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评选为河南省扶贫龙头企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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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日报评选为河南省农业品牌示范企业，被中国奶业协会评选

为学生营养改善贡献企业，被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评选为中国乳

业精神模范企业，“花花牛”品牌被全国品牌故事大赛郑州赛区

组委会评选为十强；2020 年被中国奶业协会授予 2020 年抗疫捐

赠奶业企业称号。

2021 年，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河南日报社、

河南省食品安全协会授予河南食品产业发展十大影响力品牌。

2021 年 7 月 30 日，河南奶业协会出具推荐函，主要内容为

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河南花花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是一家涉及乳品加工、奶牛养殖、饲料生产的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注册资金 17792.3504 万元。目前拥有河南

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郑州花花牛乳制品有

限公司两个乳品加工基地，日加工能力已达 1300 吨，产品涵盖

巴氏杀菌乳、发酵乳、灭菌乳、调制乳、乳饮料、乳粉等六大类

百余个品种。公司率先通过 IS0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和 HACCP

食品安全体系认证，成为河南省乳品行业首家通过“双认证”的

企业，也是河南省首家通过“国家优质乳工程”验收企业。先后

获得了“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

头企业”“中国学生饮品奶定点生产企业”“河南省食品行业 50

家高成长企业”“2018 年乳品加工最具影响力品牌企业”“2018

年乳品质量安全管理优秀企业”“2019 年度中国乳业社会责任典

范企业”“2020 年度河南省畜牧行业最具影响力品牌”“河南省

扶贫龙头企业”等殊荣。2019 年成为“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指定乳品供应商，同时连续数年均荣登中国乳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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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0(即中国乳品行业 20 强)联盟。花花牛商标也先后获得河南省

著名商标、河南省食品工业第一品牌、河南省十佳品牌、河南名

牌、河南食品工业(液态奶)第一品牌、河南省畜牧行业最具影响

力品牌等荣誉。公司通过在省内设置专卖店直销店省内各级经销

商、学校内放置自动售卖机、与大型商超、酒店合作等多种途径

配送营销，目前产品已遍及河南省内 18 个地市 100 多个县；随

着系列利乐砖、利乐枕、塑料复合膜袋装系列牛奶、酸奶产品的

研发，“冷链物流控制体系”的应用，以及天猫旗舰店的上线，

产品已远销至全国 20 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二、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

司、郑牛食品公司及注册商标情况

（一）公司概况

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7 月 8 日，法定代表人姜

云飞，经营场所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东 18 号东 2 单元 10 层 1001

号，监事章鹏帅, 原名郑州喜鹏展览有限公司，2018 年 7 月 9 日

变更为现名，同步变更之前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股东王静、

监事刘祥辉为姜云飞、章鹏帅。经营范围为会议会展策划；庆典

礼仪服务；生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销售预包装食

品。

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法定代表人

章鹏帅，经营场所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东18号东2单元10层1001

号，监事姜云飞，股东为章鹏帅和河南郑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为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

郑牛饮品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1月 28 日，法定代表人彭亚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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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场所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东 18 号 6 号楼西单元 10 层 1001

号，监事姜云祥，股东为彭亚灵及河南郑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11 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祥辉变更为彭亚灵，2021

年 5 月 8 日，刘祥辉将其持有的股份分别转让给彭亚灵及河南郑

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21 年 5 月 19 日,该公司经营地址从郑州

市金水区东风路东 18 号 10 层 1001 号变更为现地址。经营范围

为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

郑牛食品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5 月 9 日，法定代表人刘娜。

经营范围生产、糕点（烘烤类糕点月饼）。

（二）郑牛饮品公司抗辩及其所使用的第 4735856 号商标情

况

2005 年 6 月 22 日，郑州天利食品添加剂有限公司申请第

4735856 号指定颜色商标。2008 年 3 月 7 日被核准使用在第 32

类：啤酒、果汁、水（饮料）；矿泉水（饮料）；蔬菜汁（饮料）；

无酒精饮料；汽水；可乐；植物饮料；饮料制剂等商品上。2011

年 8 月 20 日，该商标转让至河南郑牛食品有限公司。2020 年 2

月 6 日，该商标转让至河南郑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2 年，河南花花牛实业总公司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

标评审委员会就商标提起无效宣告，未获支持。2014 年，河南花

花牛实业总公司对该商标再次提起无效宣告，未获支持。2016 年

11 月 29 日，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行终 4319 号判决

书，认为：诉争商标于 2008 年 3 月 7 日被核准注册，但花花牛

总公司提起无效宣告请求的日期为 2014 年 9 月 23 日，已经超过

五年期限。引证商标一核定使用的“加工过的肉、加工过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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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牛奶、牛奶饮料(以奶为主)、酸奶”等商品均为普通日常生

活消费品，在生产、销售、使用等方面均无地域限制，花花牛总

公司必须证明引证商标一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均有较高知名度，才

能达到驰名商标相关公众广为知晓的证明标准。花花牛总公司在

评审阶段以及诉讼阶段提交的证据或显示销售范围以及广告宣

传范围局限于河南省境内，或显示“花花牛”商品的销售量在全

国排名并非名列前茅，仅能证明引证商标一在河南省境内具有一

定的知名度，但不能证明引证商标一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知名

度，即不足以证明引证商标一构成驰名商标。因此，诉争商标的

注册未违反 2001 年商标法第 13 条第二款，原审判决对此，认定

正确，予以支持。目前，该商标处于有效状态。

（三）相关荣誉

2011 年 9 月 8 日，河南省射击运动管理中心指定郑州花花牛

食品有限公司 2011 全国射击总决赛唯一指定食品(礼品)供应商。

2011 年 7 月，河南电视台授予郑州花花牛食品有限公司消费者信

赖满意品牌。

2012 年 12 月，河南企业经济贸易促进会，河南省名优品牌

培育工作委员会授予河南郑牛食品有限公司河南名优品牌。

2012 年 3 月 15 日，河南省工商局、河南电视台指定郑州花

花牛食品有限公司质量信得过单位。2012 年 8 月 8 日，河南

省农副土特产品流通协会授予河南省知名农副加工品牌。2012 年

9 月，河南电视台授予河南郑牛食品有限公司花花牛月饼为河南

十大放心月饼。2012 年 8 月，大河报社授予花花牛月饼为大河报

读者最喜爱月饼评选之最具品牌发展的品牌。2012 年 3 月，消费



- 33 -

日报社授予郑州花花牛食品有限公司为 315消费信誉跟踪服务单

位。2012 年 12 月，河南郑牛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花花牛品牌系

列食品被河南省经济贸易促进会评为 2012 年度河南名优品牌。

2013 年 8 月，河南省食品工业协会授予河南郑牛食品有限

公司的香辣牛肉月饼为 2013 年度河南省优质月饼。河南郑

牛食品有限公司被河南省食品工业协会黑芝麻月饼被评为 2013

年度河南名饼。

2014年4月，甲午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评为突出贡献奖。2014

年 9 月，河南郑牛食品有限公司被河南电视台民生频道食药安全

栏目评为爱心企业。

2015 年 8 月，河南电视台授予郑牛食品有限公司为河南电视

台上榜品牌。

三、被诉侵权行为

（一）证据保全公证情况

1.（2021）京中信内经证字第 34728 号公证书载明：2021 年

4 月 20 日，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代理人向北京市中

信公证处申请针对“河南郑牛饮品有限公司”销售侵权“花花牛”

饮品事宜办理保全证据公证。2021 年 4 月 21 日，代理人在公证

员及公证员助理的陪同下，来到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东风

路 18 号金成国际广场 6 号楼西单元十层 1001”的“河南郑牛饮

品有限公司”支付购买被诉侵权产品的尾款，并现场取得销售人

员名片两张、宣传册两本、销货清单一张、产品报价单一份及被

诉侵权产品样品十五款，代理人在公证员的见证下对该地址大厦

水牌、河南郑牛饮品有限公司名称牌匾、办公室内景及被诉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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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牛饮品”样品及悬挂展示图板、河南郑牛饮品有限公司“花

花牛饮品市场划分及开发情况”展板拍照；2021 年 4 月 21 日，

代理人在公证员及公证员助理的陪同下，前往位于“河南省郑州

市管城回族区明珠路庞庄村 19 号”仓库提货，取得被诉侵权“花

花牛饮品”十五款各二十箱，代理人在公证员的监督下对该仓库

门牌号、仓库内景及仓库内存储的被诉花花牛车厘子复合果汁饮

料、花花牛益生菌乳酸菌饮品、花花牛果昔、花花牛纯净水等产

品拍照；随后，公证员及其助理对上述被诉花花牛饮品部分样品

及购买过程中获得的名片两张、宣传册两本、《销货清单》一份、

产品报价单一份、营业执照一份、食品生产许可证一份、饮料出

厂检验报告三份进行封存。公证员和其助理对上述公证购买过程

中取得的十五款各一箱被诉花花牛饮品进行封存。

2.（2021）豫郑黄证内民字第 12893 号公证书载明：2021 年

4 月 26 日，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河南省郑州市黄

河公证处申请针对“2021 第 27 届中国（郑州）国际糖酒食品交

易会”上有展位未经许可使用、展示侵犯其商标专用权及字号权

的行为进行现场拍照保全。同日，代理人在公证员及公证员助理

的陪同下来到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中央公园 1

号的郑州国际会展中心”针对展馆入口及“2 号展馆 2B 展厅（5

楼）”“2B281 号展位”“2BY003 号展位”(“2B-Y003 号展位”

参展商为河南花花牛饮品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拍照保全。

3.（2021）京中信内经证字第 34892 号公证书载明：2021 年

5 月 12 日，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代理人向北京市中

信公证处申请针对“www.huahuaniufood.com”解析网站网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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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huaniufood.com 域名 ICP 备案情况进行网页截图公证保全。

在公证员的监督下，就上述网站相关网页进行截屏打印，其中郑

牛食品公司为该网站 ICP 备案主办单位，网站首页滚动栏里展示

被诉“花花牛益酸乳”“花花牛益生菌”“花花牛麦酸乳”“花

花牛果昔”等被诉侵权产品。

4.（2021）京中信内经证字第 33737 号公证书载明：2021 年

5 月 10 日，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市中信公证

处申请针对其与河南花花牛饮品有限公司销售人员董姝华的微

信聊天记录进行保全公证，聊天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13 日-2021

年 4 月 29 日，内容为：董姝华告知其公司经营地址为“金成国

际广场 6 号楼西单元 1001”，并发来“花花牛益生菌”“花花牛

麦酸乳”“花花牛果昔”“花花牛泡泡水”等样品照片、部分产

品的报价单、系列产品信息表、收款银行账户信息、仓库定位及

仓库门口照片、郑牛饮品公司和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工商营业执

照副本、授权书、检测报告、商标注册证、许可证明、出厂检验

报告等。

（二）被诉侵权产品及标识

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当庭明确本案被诉侵权

产品有七款，其认为七款被诉侵权产品与权利商标核定使用的商

品构成相同或类似商品，所使用的标识和权利商标构成近似商

标，侵害了其注册商标权专用权，具体被诉侵权产品信息如下：

1.花花牛幸福味道益生菌乳酸菌饮品，该产品使用了被诉标

识“ ”，产品类型乳酸菌饮品（杀菌型），配料显示包含

脱脂乳粉等，产品标准号为 GB/T21732，委托商河南花花牛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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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限 公 司 ， 网 址 ： www.huahuaniufood.com, 电 话

0371-65861900/65861800，地址：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东 18 号

东二单元 10 层 1001 号。

2.花花牛益生菌乳酸菌饮品，该产品使用了被诉标识

“ ”“ ”，产品类型：乳酸菌饮品（杀菌型），配料显

示包含脱脂乳粉等，产品标准号为 GB/T21732，委托商河南郑牛

饮 品 有 限 公 司 ， 网 址 ： www.huahuaniufood.com, 电 话

0371-65861900/65861800，地址：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 115 号。

3.花花牛麦酸乳，该产品使用了被诉标识 “ ”“ ”，

产品类型为乳酸菌饮品（杀菌型），配料显示包含脱脂乳粉等，

产品标准号为 GB/T21732，委托商河南郑牛饮品有限公司，网址：

www.huahuaniufood.com,电话：0371-65861900/65861800，地址：

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 115 号。

4.花花牛益菌乳饮品，该产品使用了被诉标识“ ”

“ ”，产品类型为非活菌型乳酸菌饮料，配料显示包含生牛乳

等，产品标准号为 GB/T21732，委托商河南郑牛饮品有限公司，

网址：www.huahuaniufood.com,电话：0371-65861900/65861800，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 115 号。

5.花花牛中老年金钙奶植物蛋白饮品，该产品使用了被诉标

识“ ”、“ ”“ ” ，产品类型为植物蛋白饮料，

配料表显示包含脱脂奶粉等，产品标准号为 QB/T2301,委托商河

南郑牛饮品有限公司,电话：0371-65861900/65861800，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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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 115 号。

6.花花牛核桃牛奶，该产品使用了被诉标识“ ”“ ”，

产品类型为复合蛋白饮品，配料表显示包含脱脂奶粉等，产品标

准号为 QB/T4222，委托商河南郑牛饮品有限公司，电话：

0371-65861900/65861800，地址：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 115 号。

7.花花牛核桃花生奶植物蛋白饮品，该产品使用了被诉标识

“ ”、“ ”、“ ” ，包装上显示的产品类

型为植物蛋白饮料，配料表显示包含脱脂奶粉等，产品标准号为

QB/T2301 ， 委 托 商 河 南 郑 牛 饮 品 有 限 公 司 ， 电 话 ：

0371-65861900/65861800，地址：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 115 号。

四、双方关于商标事宜的其他纠纷处理情况

1.第 3523156 号 商标：2003 年 4 月 11 日，“河南省

威尔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在第 32 类“果汁”等商品上注册该

商标，于 2004 年 12 月 28 日转让给“郑州天利食品添加剂有限

公司”，后又于 2011 年 8 月 20 日转让给“郑州花花牛食品有限

公司”（2012 年经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方投诉，更

名为河南郑牛食品有限公司）。经河南花花牛实业总公司针对该

商标申请无效宣告，后经过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该商标指定使用的“果汁”等商品和河

南花花牛实业总公司在先注册在 2907 群组“牛奶饮料（以牛奶

为主）”的第 1185340 号 、第 3234689 号 等引证商

标构成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最终该商标被宣告无效。

2.第 10198151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评审委员会

2015年 4月 28日作出的商评字[2015]第 33035号异议复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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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第 818786 号 、第 3234690 号

、第 1185340 号 、第 1316488 号 构成近似商

标；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的“茶饮料”商品和引证商标核定使用

部分商品属于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裁定该商标在茶饮料商品上

不予注册。

3.第 10198149 号 商标：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评审委

员会 2015 年 4 月 28 日作出的商评字[2015]第 33020 号异议复审

裁定，认定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第 1185340 号 、第

1199434号 、第3234059号 、第3234689号 、

第 818786 号 构成近似商标；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的“果汁、

水（饮料）、矿泉水（饮料）、蔬菜汁（饮料）、无酒精饮料、

汽水、可乐、植物饮料”商品与引证商标一、二、三核定的“牛

奶制品、牛奶、酸奶”等商品属于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裁定在

果汁、水（饮料）、矿泉水（饮料）、蔬菜汁（饮料）、无酒精

饮料、汽水、可乐、植物饮料商品上不予核准注册。

4.第 9884494 号 商标：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2015 年 4

月 16 日作出的（2015）京知行初字第 691 号行政判决书认定本

案中诉争商标指定使用的茶饮料商品与引证商标第 1185340 号

、第 818786 号 、第 1316488 号 、第 3234690

号 核定使用的加奶可可饮料等商品为类似商品，维持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作出的商评字〔2014〕第 114396 号关于第

9884494 号“花花牛 HuaHuaNiu 及图”商标异议复审裁定被诉商

标在茶饮料商品上不予核准注册。

5.第 10198153 号 商标：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评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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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 2015 年 4 月 17 日作出的商评字[2015]第 65018 号不予注册

决定，认定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的果汁、植物饮料等商品与引证

商标第 1185340 号 核定使用的牛奶饮料（以奶为主构成类似

商品，裁定被异议商标在（果汁、植物饮料等）复审商品上不予

核准注册。

6.第12228012号：商标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评审委员会2015

年作出的商评字[2015]第 65018 号不予注册决定，认定被异议商

标指定使用的果汁等商品与引证商标第 1185340 号、第 1199434

号和第 3234689 号商标核定使用的“牛奶饮料（以牛奶为主）”

等商品属类似商品，裁定被异议商标在（果汁、无酒精饮料等）

复审商品上不予核准注册。

7.第 9884493 号 商标：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评审委

员会 2015 年 9 月 18 日作出的商评字[2015]第 63305 号无效宣告

请求裁定书认为异议商标指定使用的水（饮料）、矿泉水（饮料）

等商品与引证商标第 818786 号 、第 1185340 号 、第

1199434 号 、第 3234059 号 、第 3234689 号

核定使用的牛奶饮料（以牛奶为主）、可可牛奶（以牛奶为主）

商品属于类似商品裁定异议商标在啤酒、饮料制剂商品上予以维

持，在其余商品上予以无效宣告。

8.第 3523158 号 商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6

年 11 月 29 日作出的（2016）京行终 4317 号行政判决书认为，

诉争商标指定使用的茶饮料商品与引证商标第 1185340 号

、第 1199434 号 、第 3234059 号 核定使用

的牛奶饮料（以牛奶为主）、可可牛奶（以奶为主）商品属于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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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商品，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茶饮料商品上予以无效）。

9.第 10681618 号商标：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于 2017 年 4

月 5日作出的[2017]商标异字第 14160 号部分商品不予注册决定

书，认为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在“苏打水；无酒精饮料”等商品

与引证商标第 1316488 号、第 1185340 号、第 3234690 号核定使

用商品构成类似商品，决定异议商标在“苏打水；无酒精饮料；

无酒精果茶；酸梅汤；乳酸饮料（果制品，非奶）；奶茶（非奶

为主）；蒸馏水（饮料）；豆类饮料；姜汁饮料；乌梅浓汁（不

含酒精）；杏仁乳（饮料）；果子粉；果子晶；乳清饮料”商品

上不予注册，在其余商品上准予注册。

10.第 10344312 号 商标：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评审

委员会 2017 年 5 月 12 日作出的商评字[2017]第 53570 号无效宣

告请求裁定书，认为异议商标指定使用的茶饮料商品与引证商标

第 3234690 号 、第 1316488 号 、第 1185340 号

、第 3234059 号 、第 3234689 号 核定使用

的牛奶饮料（以奶为主）等商品属于类似商品，裁定异议商标在

茶饮料商品上予以无效宣告，其余商品上予以维持。

11.第1185340号花花牛及图：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于2017

年 5 月 18 日作出的[2017]商标异字第 21979 号部分商品上不予

注册决定书，认为异议商标指定使用的“苏打水；无酒精饮料”

商品与引证商标第 1316488 号、第 3234690 号商标核定使用的“加

奶可可饮料；元宵；含牛奶的巧克力饮料”商品属于类似商品，

决定异议商标在“苏打水；无酒精饮料；无酒精果茶；酸梅汤；

乳酸饮料（果制品，非奶）；奶茶（非奶为主）；蒸馏水（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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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类饮料；姜汁饮料；乌梅浓汁（不含酒精）；杏仁乳（饮料）；

果子粉；果子晶；乳清饮料’商品上不予注册，在其余商品上准

予注册。

12.第 10411285 号 商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7

年 5 月 18 日作出的（2020）京行终 484 号行政裁定书认为，诉

争商标核定使用的“茶饮料”商品与引证商标第 3234690 号

、第 1316488 号 、第 1185340 号 、第 3234059

号 核定使用的“含牛奶的巧克力饮料”、“加奶可可饮料”

商品属于类似商品，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审裁定（茶饮料商品

上不予注册）。

13.第 34273656 号 商标：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作出的（2020）商标异字第 127889 号商标不

予注册决定书认为，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的“果汁；水（饮料）；

柠檬水”等商品与引证商标第 1185340 号 、第 3234059 号

、第 1316488 号 等商标核定使用的加工过的肉；牛

奶饮料（以奶为主）、加奶可可饮料、元宵等商品上属于类似商

品，决定异议商标不予注册。

14.第 34278443 号 商标：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作出的（2020）商标异字第 127884 号商标不

予注册决定书认为，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果汁；水（饮料）；

柠檬水”等商品上与引证商标第 1185340 号 、第 3234059

号 、第 1316488 号 等商标分别核定使用的加工过的

肉；牛奶饮料（以奶为主）、加奶可可饮料等商品上属于类似商

品，决定被异议商标不予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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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第 10411284 号 商标：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作

出的（2015）商标异字第 43530 号商标不予注册决定书，认为被

异议商标指定使用的“啤酒；奶茶（非奶为主）；饮料制剂”等

商品与引证商标第 3234689 号 、第 3234690 号

商标指定使用的牛奶饮料（以牛奶为主）、含牛奶的

巧克力饮料等双方商标中文相同已构成近似商标，决定被异议商

标指定使用的果汁；水（饮料）；矿泉水（饮料）；蔬菜汁（饮

料）；苏打水；无酒精饮料等商品上不予注册，在啤酒、饮料制

剂商品上准予注册。

2012 年 4 月 23 日，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金水分局作出关

于“花花牛”名称纠纷的答复（金水分局 2012）、郑工商金水责

字[2012]17001 号通知书，就“河南花花牛实业总公司”2011 年

投诉郑州花花牛食品有限公司字号侵犯其“花花牛”商标专用权

行政案答复河南省商标监督管理处，金水分局认定“郑州花花牛

食品有限公司”存在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之情形，责令其期

限内更名。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

被诉商标侵权行为是否成立。具体为：1.被诉七款乳酸菌饮品、

植物蛋白饮料及复合蛋白饮料与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主张的权利商标核定使用的牛奶、酸奶、牛奶饮料（以奶为

主）是否构成相同或类似商品，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

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是否存在超范围使用其

注册商标的问题；2.被诉侵权标识与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主张的权利商标是否构成近似，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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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是否存在不规范

使用其注册商标的问题；二、如果被诉侵权行为成立，责任如何

承担的问题。

一、被诉商标侵权行为是否成立

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有限公司系第 1185340 号 商标、第

3234689 号 商标、第 15417590 号 注册商标的权利人，上

述三枚商标目前处于有效状态，商标专用权应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注册商标的专

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原告以他人使用在核定商

品上的注册商标与其在先的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为由提起诉

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

的规定，告知原告向有关行政主管机关申请解决。但原告以他人

超出核定商品的范围或者以改变显著特征、拆分、组合等方式使

用的注册商标，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为由提起诉讼的，人

民法院应当受理。依据上述规定，本案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主张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

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超范围、变形使用的注册商标与其享有的

权利商标构成近似提起诉讼，该院应当受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有列行为之一

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二）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

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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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依据上述规定，判断

是否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应判断被诉侵权产品或服务与注

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项目是否相同或类似，被诉侵权产

品上的标识与该注册商标是否相同或近似，并考虑是否造成相关

公众的混淆和误认。

（一）被诉侵权产品是否与权利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构成相

同或近似，是否系第 4735856号注册商标核定使用范围内的商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类似商品是指在功能、用途、

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方面相同，或者相关公众一般

认为存在特定联系、容易造成混淆的商品。第十二条规定，人民

法院依据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认定商品或者服务

是否类似，应当以相关公众对商品或服务的一般认识综合判断；

《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

可以作为判断类似商品或者服务的参考。商标法设置商品类似关

系，是因为商标主要是按商品类别进行注册、管理和保护。商标

的主要功能在于标识商品或者服务的来源，因此商标必须与具体

的商品或者服务相结合发挥其识别功能。在商标侵权判定过程

中，进行商标法意义上相关商品是否类似的判断，并非是对相关

商品物理属性的比较，而主要是考虑商标能否共存或者决定商标

保护范围的大小。避免来源混淆是商品类似关系判断时要坚持的

一项基本原则。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侵权案件时，判断相

关商品是否类似，应当考虑商品的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

渠道、消费群体等是否相同或者具有较大的关联性，被诉侵权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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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与商标权人的注册商标共存是否容易使相关公众误认为商品

或者服务是同一主体提供的，或者其提供者之间存在特定联系。

本案中，被诉七款乳酸菌饮料、乳酸菌饮品、植物蛋白饮品，

配料表中均含有“脱脂奶粉”或“生牛乳”,执行标准为 GB/T21732、

QB/T2301、QB/T4222。该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行业标准 NY/T799-2004-发酵型含乳饮料》，按蛋白质含量分类，

蛋白质含量不低于 1.0g/100ml 的属于“乳酸菌乳饮料”，蛋白

质含量不低于 0.7g/100ml 的属于“乳酸菌饮料”。《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21732-2008:含乳饮料》，含乳饮料可分为

配制型含乳饮料、发酵型含乳饮料、乳酸菌饮料，其中乳酸菌饮

料是以乳或乳制品为原料，经乳酸菌发酵制得的乳液中加入水，

以及白砂糖和(或)甜味剂、酸剂、果汁等的一种或几种调制而成

的饮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10789-2015 饮料通则》，

复合蛋白饮料是以乳或乳制品，和一种或多种含有一定蛋白质的

植物果实、种子或种仁等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

和食品添加剂，经加工或发酵制成的制品。本案七款被诉侵权产

品的主要原料包含有奶(乳)成分，属于以奶(乳)制品为主要原料

制成的含乳饮料。区分商品的特性应以起主要作用的原料及其制

作工艺为准，并不当然以营养成分含量及占比作为决定因素，无

论蛋白质含量高一点，还是低一点（低于 1.0g/100ml），其核心

的特征性原料就是乳或奶，本案被诉侵权七款产品中，乳粉决定

了该产品的属性。其次，从区分表 2907 和 3202 各自包含的商品

来看，属于 2907 的商品是原料为奶或者配料中含奶的，而 3202

类的商品中，除了 C320008 奶茶（非奶为主）（2020 版区分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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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商品从 32 类中删除）， 没有一个商品是含奶或添加奶粉的。

而按国家标准 GB/T 21732、QB/T4222 生产的含乳饮料，里面包

含奶的成分，而该产品显然不是 C320008 奶茶（非奶为主），因

此被诉侵权产品不应落入 3202 的类别。最后，从消费者的角度，

被诉的乳酸菌饮品与植物蛋白饮料的产品外观、营养价值方面与

牛奶、牛奶饮料更接近，普通消费者比较直观的认为其是以奶为

主的牛奶饮料。综上，该院认为被诉七款侵权商品并非第 4735856

号注册商标核定范围内的无酒精饮料商品，其与涉案第 1185430

号、第 3234689 号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牛奶饮料(以奶为主)应为

相同产品，与第 1185430 号、第 3234689 号、第 15417590 号注

册商标核定使用的牛奶、酸奶属于类似商品。

（二）被诉侵权标识与权利商标是否构成近似，是否存在变

形使用其注册商标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本法所称商标

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

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

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商标近似，是指

被诉侵权的商标与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商

标相比较，其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

或者其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相似，或者其立体形状、颜色组

合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

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

系。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原则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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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既要进行对商标的整体比对，又

要进行对商标主要部分的比对，比对应当在比对对象隔离的状态

下分别进行；考虑请求保护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

本案中，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张的第

1185340 号商标、第 3234689 号商标、第 15417590 号注册商标系

图文组合商标，从视觉效果及呼叫功能看，“花花牛”文字占据

了主要位置，也是相关消费人群对该标识的主要呼叫依据，花花

牛”系该商标的主要识别部分。被诉侵权产品包装上使用的被诉

标识“”、“”、“”完全改变了第 4735856 号注册商标的显著

特征。虽然被诉侵权产品包装上标注了其第 4735856 号商标，但

该标识本身底色为红色、字体为篆体，需经辨认方能将其转化为

“花花牛”，且该商标均标注于产品侧面，部分产品上字体亦较

小，而被诉侵权标识位于产品正面且突出醒目，起到了区分商品

来源的作用，构成商标性使用。将上述被诉侵权标识与河南花花

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1185340 号商标、第 3234689 号商标、

第 15417590 号商标在隔离状态下进行比对，二者文字均为“花

花牛”或包含“花花牛”三字，整体视觉效果相似。同时，综合

考虑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张的权利商标具有较

高知名度的事实，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

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其多枚“花花牛”商

标在与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商标相同或类似

商品上未被核准注册或无效的情况下，仍然将被诉标识突出使用

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明显具有攀附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注册商标商誉的主观故意。以一般消费者的注意力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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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极易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认为提供者之间存在特定的

联系。

关于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

司、郑牛食品公司主张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

第 1185340 号 商标、第 3234689 号 商标并未实际使用，第

15417590 号 在牛奶饮料（以奶为主）商品上亦被无效的问题。

该院认为，首先，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第

1185340 号 商标、第 3234689 号 商标是否实际使用并不影

响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上述认定。其次，实际使用的商标标志

与核准注册的商标标志有细微差别，但未改变其显著特征的，可

以视为注册商标的使用。商标授权行政程序与商标侵权民事诉讼

程序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程序，两者所针对的行为，事实证据及所

依据的法律和程序不同，本案作为侵害商标权纠纷，主要应以相

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考虑注册商标的显著性，知名度，

被诉侵权产品的形态等具体情况来判断相关被诉行为是否导致

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从而做出是否侵权的认定。本案中，河南

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张的三枚权利商标的文字主要

识别部分均为花花牛，加之奶产品具有较强地域性的特点，经过

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续不间断的使用，以相关公

众的一般注意力标准，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虽将卡

通牛图及布局作出调整，但花花牛文字仍具有较高的显著性，能

起到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最后，第 4735856 号 商标在其注册

之时，其使用的商品与第 29 类中的牛奶饮料（以奶为主）被认

定为不属于同类，符合“一类一商标”的原则才得以注册，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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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更应规范使用其注册商标，但其具体使用方式难谓正当。

关于如何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承担民事

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

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

作、更换；（七）继续履行；（八）赔偿损失；（九）支付违约

金；（十）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一）赔礼道歉。第一千一

百六十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中：1.关于河南郑牛生物科技公司，系第 4735856 号 商

标专用权人，其注册地址与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注册地址相同，

与郑牛饮品公司原注册地址相同，该地址亦是涉案公证书中销售

被诉侵权产品的地址；2.关于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被诉侵权产

品“花花牛幸福味道益生菌乳酸菌饮品”系其委托生产；3.关于

郑牛饮品公司，除 “花花牛幸福味道益生菌乳酸菌饮品”外的

其他六款被诉侵权产品均系其委托生产，且其销售人员在河南郑

牛生物科技公司的注册地址销售了被诉七款侵权商品；4.关于郑

牛食品公司，其系 www.huahuaniufood.com 网站所有人，七款被

诉侵权产品包装上均标注有该网址，该网站上亦推广了被诉侵权

产品。故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

司、郑牛食品公司对本案商标侵权行为存在密切联系和共同故

意，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请法院判令郑牛生物科

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停

止侵权行为并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院予以支持。另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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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证据不能证明被诉侵权行为对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商誉造成不良影响，故对消除影响的诉请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侵犯商标专用

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

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

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商标许

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

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

额。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

支。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

利益、注册商标许可使用费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

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本案中，河南花花牛乳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举证被诉侵权行为给其造成的损失以及

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

食品公司因侵权行为的获利，该院综合考虑被诉侵权行为的规

模、性质、过错程度以及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

商标的知名度等因素，酌情确定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

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向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合计 200 万元。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百七十九条、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第五十七条、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注册商标、

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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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解释》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

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河南郑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河南花花

牛饮品有限公司、河南郑牛饮品有限公司、河南郑牛食品有限公

司立即停止侵害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1185340

号、第 3234689 号、第 15417590 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停

止生产、销售标有“”、“”、“”被诉标识的被诉侵权产品，

停止在商品的广告宣传等商业活动中使用上述标识；二、河南郑

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有限公司、河南郑牛饮品

有限公司、河南郑牛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

同赔偿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

开支合计 200 万元；三、驳回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5300 元，

由河南郑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有限公司、河南

郑牛饮品有限公司、河南郑牛食品有限公司负担 45300 元，河南

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10000 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

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

第 15417590 号“ ”商标纠纷处理情况：国家知识产权局

商标评审委员会 2020 年 4 月 8 日作出的商评字[2020]第

0000068104 号作出的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认为争议商标由文字

组合“花花牛”、对应的拼音“HuaHuaNiu”构成，其显著识别

文字“花花牛”与引证商标“花花牛”在文字构成、呼叫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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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相同，两商标构成近似商标，争议商标核定使用的牛奶饮料

（以牛奶为主）商品与引证商标核定使用的果汁、水（茶饮料）、

汽水、可乐等商品属于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两商标在上述商品上

构成 2013 年《商标法》第三十条所指的使用在同一种或类似商

品上的近似商标。裁定争议商标在牛奶饮料（以牛奶为主）商品

上予以无效宣告，在其他商品上予以维持。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不服该裁定，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知识产

权法院作出（2020）京 73 行初 6124 号判决，维持被诉裁定，河

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京行终 4485 号判决，维

持一审判决。

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

郑牛食品公司在上诉中自认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是郑牛生物科

技公司的子公司，郑牛生物科技公司占股 85%。郑牛生物科技公

司在《撤销连续三年停止使用注册商标答辩书》中陈述“第

4735856 号商标是由郑牛生物科技公司的关联企业河南郑牛食品

有限公司于 2005 年 6 月 22 日申请，2008 年 3 月 7 日被国家知识

产权局核准注册。郑牛饮品有限公司是答辩人为了生产饮品专门

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当事人上诉、答辩情况，并征询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本

院归纳二审争议焦点为：一、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

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的被诉侵权行为是否侵犯

了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标专用权？二、如构成侵

权，侵权责任应如何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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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认为，一、关于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

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的被诉侵权行为是否侵犯了河

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标专用权的问题

（一）被诉侵权产品与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

标核定使用商品是否为类似商品的问题。

本案被诉七款被诉侵权产品分为两类，一类为乳酸菌饮品，

包括花花牛幸福味道益生菌乳酸菌饮品、花花牛益生菌乳酸菌饮

品、花花牛益菌乳乳酸菌饮品、花花牛麦酸乳乳酸菌饮品，另一

类为植物蛋白饮品，包括花花牛中老年金钙奶植物蛋白饮品、花

花牛核桃牛奶植物蛋白饮品、花花牛核桃花生奶植物蛋白饮品。

1.被诉侵权四款乳酸菌饮品与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 1185340 号、第 3234689 号、第 15417590 号商标核定

使用商品是否为相同或类似商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

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商标

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规定的类似商品，是指在功能、用途、

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方面相同，或者相关公众一般

认为其存在特定联系、容易造成混淆的商品。类似服务，是指在

服务的目的、内容、方式、对象等方面相同，或者相关公众一般

认为存在特定联系、容易造成混淆的服务。商品与服务类似，是

指商品和服务之间存在特定联系，容易使相关公众混淆。”第十

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据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

认定商品或者服务是否类似，应当以相关公众对商品或者服务的

一般认识综合判断；《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类

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可以作为判断类似商品或者服务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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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 NY/T799-2004-发酵型含乳饮

料》，按蛋白质含量分类，蛋白质含量不低于 1.0g/100ml 的属

于“乳酸菌乳饮料”，蛋白质含量不低于 0.7g/100ml 的属于“乳

酸菌饮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21732-2008:含乳

饮料》，含乳饮料可分为配制型含乳饮料、发酵型含乳饮料、乳

酸菌饮料，其中乳酸菌饮料是以乳或乳制品为原料，经乳酸菌发

酵制得的乳业中加入水，以及白砂糖和（或）甜味剂、酸剂、果

汁等的一种或几种调制而成的饮料。本案中，根据含乳饮料的国

家标准及乳酸菌饮料的定义，结合被诉侵权四款产品“花花牛幸

福味道益生菌乳酸菌饮品”、“花花牛益生菌乳酸菌饮品”、“花

花牛益菌乳乳酸菌饮品”、“花花牛麦酸乳乳酸菌饮品”配料表

排序可见，生牛乳或全脂乳粉属于主要原料之一，故该四款被诉

侵权产品应属于以奶制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含乳饮料，属于《类

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中第 2907 类的牛奶饮料（以奶为主），

与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1185340 号、第 3234689

号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牛奶饮料（以奶为主）”属于相同商品，

与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15417590 号商标核定使

用商品“牛奶；酸奶”属于类似商品。关于郑牛生物科技公司、

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提出的第 29

类的牛奶饮料强调了必须以奶为主，而被诉产品的奶含量较低，

不属于以奶为主的牛奶饮料的上诉主张，区分产品的特性应以起

到主要作用的配料及其制作工艺为主要考虑因素，并不仅以产品

的含量占比为决定因素，本案四款被诉侵权乳酸菌饮料中，生牛

乳或乳粉在产品含量占比虽然不高，但生牛乳或乳粉与乳酸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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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决定了该产品的属性，因此，被诉四款乳酸菌饮料应属以奶为

主的牛奶饮料，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

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

持。

2.被诉侵权三款植物蛋白饮品与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第 1185340 号、第 3234689 号商标核定使用商品是否为

类似商品。

商标的主要功能在于标识商品或者服务的来源，因此商标必

须与具体的商品或者服务相结合发挥其识别功能。商标法设置商

品类似关系，是因为商标主要是按商品类别进行注册、管理和保

护。在商标授权确权和侵权判定过程中，进行商标法意义上相关

商品是否类似的判断，并非是对相关商品物理属性的比较，而主

要是考虑商标能否共存或者决定商标保护范围的大小。避免来源

混淆是商品类似关系判断时要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因此，判断

相关商品是否类似，应当考虑商品的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

售渠道、消费群体等是否相同或者具有较大的关联性，被诉侵权

标识与商标权人的注册商标的共存是否易使相关公众误认为商

品或者服务是同一主体提供的，或者其提供者之间存在特定联

系。本案中，被诉侵权三款植物蛋白饮品“花花牛中老年金钙奶

植物蛋白饮品”“花花牛核桃牛奶植物蛋白饮品”“花花牛核桃

花生奶植物蛋白饮品”名称中均含有“牛奶”字样，配料表中亦

包含生牛乳或乳粉，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河南

域内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奶企，其“花花牛”字号以及含有“花花

牛”字样的注册商标，从 1994 年至今已经持续使用 27 年，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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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众对商品一般认识综合判断，看到被诉侵权产品上的“花花

牛”标识以及“牛奶”字样，自然会将该标识与河南花花牛乳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字号、

注册商标联系起来，一般公众极易产生混淆或误认两者之间存在

特定关系，且无论其与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权利商

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是否属于《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中》不同类

别的商品，二者均属于饮品，消费对象均为一般消费者，功能和

用途均是为消费者提供方便、快捷、营养的饮品，二者的销售渠

道均为超市、商场等市场经营主体。二者在生产地、销售渠道、

消费群体等方面存在高度的交叉、重合，具有较强的关联性。相

关公众基于对商品的通常认知和一般交易观念会认为二者来自

于同一市场主体或者有某种联系的市场主体,故该三款被诉侵权

产品与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1185340 号、第

3234689 号商标核定使用商品属于类似商品。关于郑牛生物科技

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提出

的该三款被诉侵权产品属于《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3202 群组

的上诉主张，即便该三款被诉侵权产品属于《类似商品和服务区

分表》第 3202 群组，不属于第 2907 群组的奶饮料（以奶为主），

根据《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2022 版）中对 2907 群组注释

第四项“第三、四自然段与 3001 加奶可可饮料，加奶咖啡饮料，

加奶巧克力饮料，咖啡饮料，可可饮料，巧克力饮料，3002 第（二）

部分，3202 类似，与第十一版及以前版本 3001 含牛奶的巧克力

饮料，第十版及以前版本 3011 豆汁交叉检索”，该三款被诉侵

权产品与 2907 群组牛奶饮料（以奶为主）构成类似商品。故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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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主张不影响被诉侵权三款植物蛋白饮品与河南花花牛乳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1185340 号、第 3234689 号商标核定使用商

品构成类似商品的认定。

（二）被诉侵权标识与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1185340 号、第 3234689 号、第 15417590 号商标是否构成近似的

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

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

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

标，容易导致混淆的行为，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行

为，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

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商标

近似，是指被诉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其文字的

字形、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其各要素组合后

的整体结构相似，或者其立体形状、颜色组合近似，易使相关公

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的商

品有特定的联系。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商标相同或者近似

的原则是：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既要进行对商标的

整体比对，又要进行对商标主要部分的比对，比对应当在比对对

象隔离的状态下分别进行；考虑请求保护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

名度。本案中，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1185340 号、

第 3234689 号、第 15417590 号商标系图文商标，均使用“花花

牛”汉字，“花花牛”是臆造词，具有区分商品来源的识别功能。

被诉侵权产品使用的“花花牛”标识位于产品正面醒目位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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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构成商标性使用，与河南花花牛乳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1185340 号、第 3234689 号、第 15417590

号商标在隔离状态下比对，“花花牛”三字占据显著位置，且汉

字相同、读音相同，容易导致相关消费者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和

误认，综合考虑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花花牛”字

号和权利商标的知名度，一般公众极易将被诉侵权产品误认为是

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商品或者与河南花花牛乳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存在特定联系，故被诉侵权标识与河南花花

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1185340 号、第 3234689 号、第

15417590 号商标构成近似。

（三）被诉侵权标识是否是对第 4735856 号注册商标的使用

的问题。

第 4735856 号注册商标属于图文组合商标，且指定颜色，“花

花牛”三字为篆书字体竖行排列，长方形边框，整体外观类似于

印章图案，被诉侵权标识“”、“”、“”均突出了“花花牛”

三字，外观上与第 4735856 号注册商标差异较大，且第 4735856

号注册商标 2005 年 6月 22 日注册在第 3202 群组不含酒精饮料，

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1185340 号、第 3234689 号、

第 15417590 号商标分别于 1998 年 6月 21日、2003 年 7月 14日、

2015 年 11 月 7 日注册，在河南境内为一般公众广为知晓并享有

较高声誉，“花花牛”三字在牛奶、酸奶、牛奶饮料上具有较高

的显著性，结合被诉侵权标识用于第 1185340 号、第 3234689 号

商标、第 15417590 号核定使用商品相同或相似的商品上，且与

第 1185340 号、第 3234689 号、第 15417590 号商标整体视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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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相似，一般公众易将被诉侵权产品标识与第 1185340 号、第

3234689 号、第 15417590 号商标混淆或误认，而不易将被诉侵权

产品标识与第 4735856 号注册商标产生联系，故被诉侵权标识改

变了第 4735856 号注册商标的显著特征，不应视为对第 4735856

号注册商标的规范使用。关于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

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提出的河南花花牛乳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的、标识并非对第 1185340 号、第 3234689

号、第 15417590 号商标使用的上诉主张，企业的名称和商标，

都是企业标识系统的组成部分，共同承载企业的商誉。河南花花

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花花牛”字号和其商标的主要部分

“花花牛”文字相同，相互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花花牛”文

字应当认定为案涉权利商标的显著部分。通常情况下，商标标志

构成要素在实际使用中进行适当的改变而不影响注册商标显著

性的，应当认定为注册商标的使用。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使用的、标识未改变第 1185340 号、第 3234689 号、第

15417590 号商标的显著特征，即未改变权利商标显著部分“花花

牛”，故是对权利商标的使用，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

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依据不

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

公司、郑牛食品公司未经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许可

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使用相似商标的行为,侵害了河南花花牛乳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关于河南花花牛乳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被诉侵权产品上使用的被诉标识“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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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对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商标第 1185340 号

“ ”、第 3234689 号“ ”第 15417590 号“ ”注册

商标专用权的侵害的上诉主张，被诉侵权产品上起到商标性使用

的标识为“ ”、“ ”、“ ”，被诉侵权标

识“ ”标注于产品侧面，且该图文标识整体呈印章图样，文字

为篆体，“花花牛”文字不突出，以相关公众普通注意力，更易

于关注到“ ”、“ ”、“ ”标识上的“花

花牛”文字，且一般产品通常仅有一个显著性标识，在相关公众

关注到显著性标识“ ”、“ ”、“ ”后，

难以将其他标识“ ”与该显著性标识联系或辨认为产品商标。

此外，从市场影响力来看，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注册商标在乳类领域已占据稳定的市场，知名度高于“ ”商标，

相关公众更易于关注到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注

册商标及相似商标，故“ ”标识在被诉侵权产品上未起到区分

商品来源的作用，不构成商标侵权，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侵权责任承担的问题

（一）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

公司、郑牛食品公司就被诉商标侵权行为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

题。

被诉侵权产品上明确标注了委托生产商为河南花花牛饮品

公司或郑牛饮品公司,（2021）京中信内经证字第 34728 号公证

书及（2021）京中信内经证字第 33737 号公证书分别记载了郑牛

饮品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事实，故河



- 61 -

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系涉案侵权产品的生产者，即

实施在涉案侵权产品上使用侵权标识并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人，

其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郑牛生物科技公司认

为其仅为商标所有人，并非被诉侵权产品的生产者，不应承担民

事责任。郑牛食品公司认为其合法持有 huahuaniufood.com域名，

不存在侵权行为。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河

南花花牛饮品有限公司为郑牛生物科技公司子公司，郑牛生物科

技公司占股 85%，郑牛饮品公司为郑牛生物科技公司全资子公司，

郑牛食品公司为郑牛生物科技公司的关联公司，郑牛生物科技公

司、河南花花牛饮品有限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经营地址、股东等存在高度混同，四家公司间存在

高度关联关系。其次，郑牛食品公司在涉案侵权行为发生以前，

多次在第 29、30、32 类商品上申请与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并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多次裁定宣

告无效或不予注册，且曾因企业名称侵犯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注册商标被责令整改，在此情形下，作为诚实经营者，

应在企业经营中对“花花牛”的使用和推广中持谨慎态度，但其

注册的域名中含有“花花牛”拼音并在该网站上宣传推广被诉侵

权产品，主观上不能排除其侵权故意，客观上与生产者共同造成

了侵权后果。再次，综合考虑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

品有限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其

多次侵权行为，四家公司实质是将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和郑牛饮

品公司作为生产、销售涉案侵权商品的工具，欲利用股东有限责

任达到规避法律制裁的效果，该行为的本质及危害结果与《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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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相当，应当参照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否定公司的独

立人格，由滥用股东有限责任的股东郑牛生物科技公司与河南花

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连带承担侵权责任。综上，郑牛生

物科技公司和郑牛食品公司即便没有直接参与生产被诉侵权产

品，但其与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对于在被诉侵权

产品上使用被诉侵权标识并生产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相互

联系，构成了统一的侵害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标

权的原因，其共同行为也造成了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损害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

条的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

承担连带责任”，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

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就被诉商标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

任。因此，郑牛生物科技公司和郑牛食品公司关于就涉案侵权行

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二）一审判决关于损害赔偿数额确定是否适当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

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

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

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

参照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

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

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注册商标许可使用费难

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百万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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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赔偿。因对其注册商标的不规范使用,侵害了花花牛公司的注

册商标专用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侵权行

为的性质、期间、后果，商标的声誉，商标使用许可费的数额，

商标使用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及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等

因素综合确定。本案中，因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河

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本案商标侵权产生的实际损

失以及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

郑牛食品公司所获利益，一审法院综合考虑被诉侵权行为的规

模、性质、过错程度以及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

商标的知名度等因素,酌情确定郑牛生物科技公司、河南花花牛

饮品公司、郑牛饮品公司、郑牛食品公司向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合计 200万元并

无不当。

综上所述，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郑牛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河南花花牛饮品有限公司、河南郑牛饮品有限

公司、河南郑牛食品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

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32800 元，由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负担 10000 元，河南郑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河南花花牛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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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有限公司、河南郑牛饮品有限公司、河南郑牛食品有限公司负

担 22800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旺兴

审 判 员 赵玉香

审 判 员 梁培栋

二〇二二年九月七日

法 官助 理 王 靖

书 记 员 李侦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