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责任编辑 杨学文 鄢卫华

2021年1月7日 星期四JIANGXI DAILY12 体 育

接连败诉，本土品牌穿“洋马甲”之风已到“穷途末路”？
新华社记者 兰天鸣

疫情形势突然严峻

东京奥运会蒙上新的阴影
新华社记者 王子江

南昌市举行迎新骑行健身活动

1月5日，热刺队球员孙兴民（左）在比赛中带球突破。
当日，在2020-2021赛季英格兰联赛杯半决赛中，热刺队

主场以2∶0战胜布伦特福德队，晋级决赛。孙兴民在比赛第
70分钟打进一个精彩绝伦的进球，技惊四座。目前，这名韩
国前锋已经完成16个进球和8次助攻。 新华社/路透

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诉乔丹体育股
份有限公司姓名权纠纷案近日尘埃落定。
上海二中院判决乔丹体育公司停止使用其
企业名称中的“乔丹”商号以及向乔丹本人
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30万元等……

近期，一批涉嫌攀附国外品牌和商标
的国内企业接连尝到了败诉滋味。专家认
为，国产品牌走“傍洋品牌”的“歪路”已走
到尽头，尊重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依
靠质量和服务打响中国品牌才是正道。

“穿洋马甲”国产品牌接连败诉
迈克尔·乔丹近日发表声明表示，该判

决维护了自己的姓名权，并制止了乔丹体
育的侵权行为：“中国消费者有权了解乔丹
体育及其产品与我本人完全无关。没有什
么事情比保护你自己的姓名不被滥用更重
要的了。”

近期，一批“穿洋马甲”的国产品牌接
连败诉。2020年 4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对“New Balance”品牌授权方新百
伦贸易（中国）有限公司诉“NEW·BAR⁃
LUN”品牌拥有方纽巴伦（中国）有限公司
的不正当竞争案做出一审判决：纽巴伦公
司除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公开声明消除
影响外，还需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元及维
权合理开支80万元。

全国审判业务专家、上海知识产权法
院专职审委会委员陈惠珍认为，过去一些
品牌在初创时期，通过“傍洋品牌”“一傍成
名”，走的是“鱼目混珠”、误导消费者认知、
节省营销成本的捷径，傍的是国外知名品
牌深耕多年的口碑和美誉度，“但这条路已
然越来越不好走”。

她认为，当前在知产侵权案件审判中，
法院不仅大幅提高判赔金额和维权合理支
出的赔偿金额，对于恶意侵权、重复侵权
的，还会适用惩罚性赔偿。程序上，财产保
全、行为保全等制度越来越完善，也更有利
于权利人充分维权。

“这既体现了我国保护知识产权动真
格、求实效的决心，也彰显了法律和社会维
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她说。

“借牌打牌”面临穷途末路
国产品牌“傍洋品牌”现象由来已久，

但其代价越来越高。乔丹体育多年来侵权
官司缠身，耗时费力，企业美誉度受到影
响，还影响了其上市的计划和进度。

2013 年，阿迪达斯将阿迪王告上法
庭，认为“阿迪王”侵犯了阿迪达斯的注册
商标专用权，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最终，

“阿迪王”中文商标和三角标标识被无偿转
让给阿迪达斯。

如今，消费者对“傍大款”的国产品牌
也未必买账。21 岁的上海市民孙小姐告
诉记者：“大家到网上查查就知道是不是

‘假洋鬼子’了，与其搞成‘半土不洋’，还不
如飞跃、回力等老牌子或设计师品牌更让
年轻人喜欢。”

“随着国际交往日益密切，中国知产保
护力度日益加强，公司获取侵权信息的手段
也在增多，‘傍洋品牌’面临着更大的法律和
商誉风险。”上海交大文创学院副院长薛可
认为，“傍洋品牌发展得越大，‘风险炸弹’就
埋得越深，‘炸’的时候负面影响也越广。”

上海市律协知产委主任刘峰认为，“借
牌打牌”现在面临穷途末路，“近期国外品
牌在国内的知产侵权诉讼中频频胜诉，给
国外知名品牌维权注入了‘强心剂’”。

他表示，维权对于被侵权者是双赢：打
击侵权的同时提高了曝光率和知名度，更
获得了巨额赔偿，这都鼓励和刺激着被侵
权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权。

中国品牌需迎“成人礼”
当前，不少国产运动品牌通过自强发

展，已经“长大成人”。
据财报显示，打“国潮”牌的李宁公司

2019年收入达 138.70亿元人民币，较 2018
年上升32.0%，毛利上升34.7%至68.05亿元。

世界知名运动品牌斐乐 2009 年与安
踏牵手成功。2019 年安踏体育收益为
339.2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0.8%，经营
溢利达 86.94亿元。其中斐乐品牌收益达
147.7亿元，实现经营溢利40.22亿元。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赵占领认为，一些通过走“傍洋品
牌”道路成长起来的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
日趋完善的当下，应当积极谋求转型，在创
品牌上狠下功夫。

“有的败诉企业已有完备的工业生产
线，比一些重起炉灶的企业有更好的条
件。关键是要转变思路，下定决心才有可
能领先一步。”刘峰说。

薛可建议，相关企业可采取“移花接
木”和“借船出海”两条路，将早期获得的经
验、资源等积累，循序渐进地嫁接到新创品
牌中，“一方面可以通过创造子品牌，打造
新品牌；另一方面可充分运用资本运作，收
购国外知名品牌，采取借船出海的方式，最
终实现品牌的升级转型”。

“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知识产权”，
刘峰认为，当前中国已有一批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产品走向世界。国产品牌也要及
早注重自身商标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他地
可能发生的侵权行为要主动监控和检索，
制定全方位的保护策略。（新华社上海电）

1月 4日是东京奥运会倒计时 200天
纪念日，但日本全国疫情形势突然严峻，
日本首相菅义伟当天宣布，正在考虑针
对东京都及周边疫情严重地区发布紧急
事态宣言。推迟一年的奥运会再次蒙上
了一层阴影。

日本从去年12月以来遭遇第三波疫
情打击，以东京都为中心的首都圈疫情
尤为严重。2020 年最后一天，东京都单
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首次超过 1000 例，东
京都周边的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也
都是日本疫情较为严重的县。东京都知
事小池百合子与这些疫情严重地区的知
事，已经联合请求日本政府尽快再次宣
布紧急状态。

由于确诊数量和重症病例持续增
加，日本医疗资源受到了沉重的压力，日
本医疗界 9个团体两周前联合召开记者
会，发布“医疗紧急事态宣言”，警告日本
的医疗体系已经如同“风中之烛”，新冠
疫情如果按现在的情况发展，不仅对新
冠患者、就连对其他疾病的治疗都将无
法进行，“全国范围内一切必要的医疗都
将无法维持”。

在日本国内疫情给奥运会带来不确
定性的同时，国外疫情对奥运会的负面
影响也越来越大。由于多例变异新冠病
毒感染者在日本出现，日本政府从去年
12 月底起就宣布暂停批准外国人入境，
这一禁令将持续到1月底，本来可以前来

参加比赛的外国运动员享有的入境便利
条件也被暂时取消，新任日本国家女子
曲棍球队教练阿尔诺原计划从比利时来
日本，参加国家队球员的选拔工作，现在
也受到了影响。

自去年 9月以来，日本政府、东京都
政府和东京奥组委为筹办奥运会做了大
量具体的工作，包括防疫细则的制定、预
算的增加和分担、奥运会多个场馆的落
成以及奥运会赞助商的续约等等，东京

都还举办了一届四国体操邀请赛，为疫
情下举办奥运会制定了一个模板。国际
奥委会主席巴赫也在去年11月中旬访问
了日本，与菅义伟共同承诺将如期举办
东京奥运会。自那以后，日本社会对奥
运会的举行总体上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多方面迹象表明，东京奥运会的举办
有一个底线，如果疫情仍然严重，奥运会
就在没有观众或者有很少本土观众的情
况下举办，运动员和其他相关人员在类似

“真空”的情况下参赛，需要多检测，保持
隔离，参赛人员不与外界接触，简化所有
程序。只要保证比赛能够进行，奥运会仍
然可以通过电视转播展现在全世界面
前。但是现在看来，如果疫情得不到很好
的控制，创造这样的“真空”状态，难度超
乎人们的想象，毕竟参加奥运会的运动
员、教练员、裁判以及志愿者有数万人。

日本运动员被感染的消息自从疫情
发生以来从未间断，其中包括网球明星锦
织圭和参加过5届奥运会的跳水名将寺内
健等，男篮国家集训队中也有队员被感
染。世界羽毛球男单一号选手桃田贤斗3
日本来计划去泰国参加比赛，结果在成田
机场进行核酸检测时被查出阳性，日本国
家队被迫全部取消了比赛计划。

菅义伟在新闻发布会上仍然表达了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将如期举行的决
心，但他面临的压力非常大。最近的民
意调查显示，他的支持率出现了很大幅
度的下降，支持奥运会如期举行的日本
民众比例也只有三成。按照原来的计
划，东京奥运会的测试赛将在 3月重启，
奥运会火炬也将在 3月底开始全国范围
内的接力。日本是否会宣布进入紧急状
态、进入紧急状态能否全面遏制疫情的
发展，也都是未知数。如果3月前这一切
仍然没有清晰的答案，奥运会将笼罩上
更加浓厚的阴影。

（据新华社东京电）

1月 3日，抚州市东乡区贺岁足球赛在区体育场开赛，10
支队伍将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奉献一道足球盛宴，丰富全
区居民体育文化生活。 通讯员 饶方其摄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
1月4日，“绿道活起来 市民
动起来”2021 南昌市迎新骑
行健身活动在象湖绿道举
行。7 时 30 分，随着发令笛
响，20 个方阵 900 多名代表
沿着象湖公园的绿道骑行

健身。
据了解，本次迎新骑行

健身活动是为了广泛开展全
民健身活动，努力推进“健康
南昌”建设，积极营造“全民
健身、全民参与、全民受益”
的良好氛围。

1月5日，利物浦队球员菲尔米诺（右）与南安普敦队球员
斯蒂芬斯拼抢。当日，在2020-2021赛季英超第17轮比赛中，
利物浦队客场以0比1负于南安普敦队。 新华社/美联

东京奥组委上周解散了开闭幕式导演团队，并宣布由佐佐木宏接任原来的总导演、
日本知名艺术家野村万斋的工作，负责对整个奥运会和残奥会开闭幕式进行修改，主要
是将加入抗疫元素。 新华社发

名帅比利奇出任北京国安主帅
新华社北京 1 月 6 日电

（记者汪涌）北京中赫国安
足球俱乐部 6 日发布公告，
宣布聘任斯拉文·比利奇为
俱乐部一线队主教练。斯
拉文·比利奇及其团队与俱
乐部签约至2022年底。

据国安俱乐部提供的
资料介绍，比利奇出生于
1968年，球员时代出道于克
罗地亚哈伊杜克俱乐部，之
后曾效力于德甲卡尔斯鲁
厄俱乐部、英超西汉姆联俱
乐部、英超埃弗顿俱乐部。
比利奇球员时期长期担任
克罗地亚国家队主力后卫，
曾随队夺得过 1998 年世界
杯季军。

据介绍，比利奇执教经
历丰富，退役后他曾出任克
罗地亚U21国家队主教练，
2006 年开始执教克罗地亚
国家队，并带队参加了 2008

年、2012年两届欧锦赛。在
2008年欧锦赛上，比利奇率
领克罗地亚队晋级八强。
此后，比利奇还先后执教过
俄罗斯莫斯科火车头俱乐
部、土耳其贝西克塔斯俱乐
部、英超西汉姆联俱乐部、
沙特吉达联合俱乐部、英超
西布罗姆维奇俱乐部。在
执教西汉姆联期间，比利奇
将球队调教成强队“杀手”，
连续两个赛季率领球队征
战欧联杯资格赛。

据悉，比利奇在执教中
战术丰富多变，临场指挥富
有激情，其所带领的球队有
较强的“侵略”性。这样的执
教风格，再加上喜爱摇滚乐，
他也被球迷们称为“摇滚主
帅”。北京中赫国安足球俱
乐部希望他能够充分发挥其
经验和执教水平，带领球队
在新赛季取得好成绩。

德约科维奇、纳达尔领衔
2021年ATP杯网球赛选手阵容

新华社悉尼 1 月 5 日电
（记者郭阳）ATP 杯网球赛
主办方5日公布了2021年比
赛的参赛选手阵容，世界男
单排名第一的德约科维奇和
排名第二的纳达尔都将再次
率领国家队出战。

ATP 杯是男子职业网
球协会（ATP）和澳大利亚网
球协会共同推出的新赛事，
首届比赛于2020年1月在澳
大利亚的三个城市举行，共
24 支代表队参赛。最终德

约科维奇领衔的塞尔维亚队
击败纳达尔率领的西班牙队
夺冠。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今年的比赛将于 2月 1日至
5 日移师墨尔本公园举行，
共12支球队参赛。

根据主办方公布的名
单，世界男单排名前 15的选
手中有 14 位都将在今年的
ATP 杯 上 亮 相 。 2021 年
ATP 杯网球赛将于本月 20
日举行抽签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