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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公司

“国酒茅台”挑战法律底线

肖静 本报记者 龚友国

刊登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网
站上的第 1320期公告显示，“中国贵
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贵州茅台酒厂”）申请的“国酒茅
台”商标已于 7 月 20日通过初步审
定进入公示阶段。

根据《商标法》规定，在三个月公
告期内如果没有异议或者异议不成
立，“国酒茅台”商标将正式具备法律
意义。

这意味着，一旦“黄袍加身”，长
期以“国酒”称号进行宣传的茅台将
“转正”成为合法的“国酒”。此事一经
媒体爆出，引发社会各界争议。

“国酒茅台”9次申请失败
多家媒体报道的“十年期间，9次

申请均未成功”，仅为针对“国酒茅
台”商标的注册。事实上，与“国”字有
关的第一个申请是 2000 年 6 月 29
日注册的“茅台国酒”。且据经济网综
合报道，和“国”字号沾边的商标，茅
台还注册过“茅台国师酒”（2001年）、
“茅台国”（2007 年）、“国酒之都”
（2011年）、“茅台国宴”（2002年）等 4
个商标，其中，除“茅台国宴”经驳回、
复审、异议阶段注册成功外，其他都
未能进入初审公告。

茅台加冕“国”字的意图由来已
久，这条路，漫长且曲折。

2001年 9月 13日，贵州茅台提
交了两个不同字体的“国酒茅台”的
注册，该两个商标注册未通过初审、
未进入初审公告；

5年后的 2006年 8月 1日，贵州
茅台酒厂再次注册一个“国酒茅台”
商标，该商标注册未通过初审、未进
入初审公告；

一年之后，2007年 9月 10日，贵
州茅台酒厂又注册两个“国酒茅台”
商标，未通过初审、未进入初审公告；

又过了三年，也就是 2010 年 6
月 9 日，贵州茅台酒厂提交了“国酒
茅台”等 4 个商标注册，前两个商标
为汉字“国酒茅台”，后两个商标为
“国酒茅台”的图文。而这次，“国酒茅
台”商标的申请终于在 2012年通过
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的
初审，进入初审公告阶段。

也就是说，自 2001年起，贵州茅
台 9 次申请“国酒茅台”商标均以失
败告终，商标局立场鲜明。对 2006年
8月 1日提出的第 3个“国酒茅台”申
请，商标局批复是：“国酒”是对某种
品牌酒的品质的褒扬，作为一种荣誉
不应为一家独占，以“国酒茅台”作为
商标用于指定商品上有夸大宣传作
用并具有欺骗性。基于上述理由，商
标局依据《商标法》第 10条第 1款第
（七）项的规定，对“国酒茅台”商标予
以驳回，茅台酒厂不服该驳回决定，
向商评委申请复审，并经复审维持驳
回。

审批部门被指违法

2010年 7月 28日，工商总局公
布了《含“中国”及首字为“国”字商标
的审理审查标准》（以下简称《标
准》）。《标准》第三部分第一条规定：
对“国+商标指定商品名称”作为商标
申请，或者商标中含有“国+商标指定

商品名称”的，以其“构成夸大宣传并
带有欺骗性”、“缺乏显著特征”和“具
有不良影响”为由，予以驳回。

当时，曾有商标局有关人士表
示，“《标准》的出台，完善了商标审查
标准，也是为了规范国内很多企业为
进行市场化运作，争相注册含‘中国’
字样及首字为‘国’字商标的行为。”
业界揣测此《标准》是专为“某些企
业”而制定。

然而，在有了严格的审查标准之
后的 2012年 7月 20日，贵州茅台于
2010年提交的 4个“国酒茅台”商标
竟然奇迹般地进入了初审公示，这十
余年来立场坚定的商标局突然心软
的做法，让许多人深感不解，引起舆
论一片哗然。

首先是山西汾酒集团向商标局
提交“万言书”，从7 个方面向“国酒
茅台”发起反击，认为“国酒”商标属
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规
定的“夸大宣传并带有欺骗性”的标
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更不应核准
注册。如果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以
注册商标的形式授予被异议人的酒
类商品“国酒”的荣誉称号，将构成超
越行政职责范围的行政违法行为。
随后，杜康酒业也向国家商标局

寄出异议书，列出“茅台历史文化底
蕴不够深厚，‘国酒茅台’对众多白酒
企业不公平”等十大理由质疑商标局
的做法。

对此，知名经济学者羊慧明在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有关权力部门胆子越来越大了，他
们敢公然无视《商标法》的尊严，无视
基本常理，一意孤行，使人不能不怀
疑背后的猫腻。”他说，“茅台早就自
封‘国酒’，已经打了多年‘国酒茅台’
的广告，现在要最终争取国家封号。
国家工商总局已经受理并初审认可，
这就已经不只是茅台酒公司的问题
了。若批准‘国酒茅台’作为一个商
标，明显是对《商标法》的戏弄。”

同时，众多法律专家也认为国家

工商总局批准“国酒茅台”商标等同
于将国家资源授予茅台，不仅违反了
《商标法》，更与《标准》前后不一。

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冯
世锋律师说：“贵州茅台使用‘国酒’
称号进行宣传，涉嫌违反《广告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企业名称登记
管理规定》等多项法律法规的规定。”

国汉律师事务所主任刘超也认
为，“这一举动在法律法规上讲就是
不符合规定的，其次，茅台如果被界
定为‘国酒’，容易误导大众，是一个
引导上的问题，这样做也会对行业有
很大的影响。”

“国酒茅台”涉嫌不正当竞争

除了商标局被质疑之外，茅台申
请“国酒”商标更是招来同行们的集
体反对。

继衡水老白干、汾酒、杜康、西凤
酒公开反对“国酒茅台”之后，近日，
有着中国白酒“金三角”之称的四川
酒企也有所行动，五粮液、剑南春、水
井坊、郎酒、沱牌 5 家四川酒企联合
向国家商标局递交异议报告，反对
“国酒茅台”商标注册。“请求依法撤
销对该商标的初审公告，并驳回其注
册申请”。

据悉，截至目前，公开反对茅台
国酒商标注册的主体公司已有 11
家，还不排除有其他未知企业提交异
议书。茅台显然已经触犯众怒。

羊慧明表示，将某一种酒类产品
封为“国酒”，是极其荒唐的。中国白
酒的民族品牌，远不止茅台一家，还
有五粮液、泸州老窖、舍得、汾酒、郎
酒、洋河、西凤等等。茅台岂能独占
“国魁”？这对其他白酒品牌企业是不
公平的。批准“国酒茅台”商标就像叫
“国兽熊猫”一样可笑。

产品品牌文化研究学者、四川大
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黎伟对《中国
企业报》记者表示。

首先，茅台注册“国酒茅台”商

标，有打擦边球虚假宣传的嫌疑，特
别是在“国”字头后边跟上一个行业
属性的名词“酒”，更加突出了茅台是
“中国第一酒”、“国家承认第一酒”、
“中国特产第一酒”等寓意，把其它酒
的地位都摆在茅台之下，涉嫌不正当
竞争，违反了《商标法》第七条，即“夸
大宣传并带有欺骗性的标志不得作
为商标”。

其次，茅台在中国历史上，特别
是近代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红军路过
茅台镇，茅台酒作为饮料和消毒用品
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做出了贡献。革命
胜利后，周恩来总理才在国宴上使用
茅台宴请国宾，否则中国那么多名
酒，哪里轮得到偏远的贵州茅台？国
宴用酒也不只是茅台一家，五粮液也
是国宴用酒，而且销售量超过了茅
台；汾酒也是国宴用酒，而其历史文
化比茅台更悠久，如果把“国酒”的身
份给了茅台，那么对其他企业来说是
极不公平的。茅台应该在自身文化底
蕴挖掘上做文章，增加自己的品牌内
涵和品牌价值，而不是注册“国酒”的
商标硬吃其它酒厂，引得同行人人不
服气。

最后，从国家白酒生产和消费的
香型结构看，目前占据市场 80%以上
份额的是以杜康、五粮液、泸州老窖
等为代表的浓香型白酒，而茅台属于
酱香型白酒，这种香型的白酒在中国
的市场份额只有 5%左右，市场普及
率极为有限。茅台酒的价格很高，普
通消费者往往望而却步，真正喝茅台
的人都是公款消费或商务宴请。“国
酒”给人以“贵”、“奢侈”的印象，在民
主开放的舆论环境中的公款消费和
商务宴请，使用明目张胆的“国酒”，
显得“奢侈”、“浪费”、“老旧”。茅台通
过成为“国酒”来提升其品牌内涵，反
而伤害了茅台的品牌价值。

据悉，引起业界及社会众说纷纭
的茅台冠名“国酒”的复议能否通过，
将在今年 10月底前揭晓。茅台能否
如愿以偿？本报还将继续关注。

从官酒到市民酒，从浓香到酱香，从川酒、黔酒到秦酒，从固态法到液态法，“中

国白酒金三角”，“四川白酒六朵金花”，还有百姓喜闻乐见的“二锅头”兄弟，中国的

“国酒”，应是一个优秀的群体，任何一家酒企都不能抹杀其他白酒在中国酒文化

中的地位和贡献。

相关部门前后审批自相矛盾，被指违法

中国白酒名酒荟萃，享誉中外，
品种繁多，制作方法也各不相同，从
而出现了浓香型、酱香型、清香型、米
香型、兼香型等十几种香型之分。谁
能仅凭一家之言就能异军突起独占
鳌头，自提身价称自己为“国酒”呢？

中国酿酒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从文学艺术创作、文化娱乐到饮
食烹饪、养生保健，五千年的历史处
处飘着酒香。谁能标榜自己为“国
酒”，承载这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最
厚重的酒文化呢？

茅台酒固然是酱香型酒的优秀
代表，但在中国，足以与之媲美的美
酒还大有人在———

如产于“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
的五粮液。早在宋代，宜宾姚氏家族
采用大豆、大米、高粱、糯米、荞子五

种粮食私坊酿造出“姚子雪曲”，到了
公元 1368年，宜宾人陈氏继承了姚
氏产业，后由晚清举人杨惠泉改名为
“五粮液”。五粮液以“香气悠久、味醇
厚、入口甘美、入喉净爽、各味谐调、
恰到好处、酒味全面”的独特风格闻
名于世，多次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金奖、法国巴黎第十五届国际食品博
览会金奖等殊荣，是公认的当今酒类
产品中出类拔萃的珍品。

如坐落于山西汾阳县杏花村的
汾酒。唐代诗人杜牧“借问酒家何处
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诗句脍炙人
口，成为汾酒流传千古的“广告词”。
汾酒有着 4000 年左右的悠久历史，
15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汾酒作为宫
廷御酒受到北齐武成帝的极力推崇，
被载入《二十四史》，从此一举成名，
被誉为“中国酒魂”。

如开中国浓香型白酒之先河的

泸州老窖，它拥有我国建造最早（始
建于公元 1573 年）、连续使用时间最
长、保护最完整的老窖池群，1996年
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被誉为“中国第一窖”。

还有始于殷商，盛于唐宋，距今
已有 2600多年历史的西凤酒，在唐
代即以“醇香典雅、甘润挺爽、诸味协
调、尾净悠长”列为珍品。还有早在唐
代就闻名遐迩的名酒———“剑南烧
春”，被载入大世界吉尼斯之最———
“世界上最古老的酿酒作坊”的水井
坊……

从官酒到市民酒，从浓香到酱
香，从川酒、黔酒到秦酒，从固态法到
液态法，“中国白酒金三角”，“四川白
酒六朵金花”，还有百姓喜闻乐见的
“二锅头”兄弟，中国的“国酒”，应是
一个优秀的群体，任何一家酒企都
不能抹杀其他白酒在中国酒文化中

的地位和贡献。迄今为止，全世界也
没有哪个国家将某个品牌的酒类产
品定为“国酒”的先例。国外即使有
“国酒”，如法国的“国酒”是葡萄酒，
也只是将整个品类作为“国酒”，并
非指某个单一品牌的产品。专家指
出，“国酒茅台”的商标不仅有损于
其他优秀白酒的利益，而且将中国
原本丰富多彩、百花齐放的酒文化
单一化了。

相信，苹果手机不是因为申请成
为美国“国机”而在世界大行其道，而
是因为苹果代表了一种“自由”、“掌
控”、“活力”、“时尚”的流行文化。任何
企业都想在商标前冠以“国”字开头，
这无可厚非。然而，这样的争抢略显目
光短浅，除了冠之以“国字”，还有更多
增加品牌价值的途径。酒类产品品牌
文化究竟应该何去何从？这个现实而
深远的问题，的确值得众多酒企深思。

茅台冠“国酒”将伤害中国白酒文化
肖静

论道

悦晕杂供图

中能源邯矿集团云驾岭矿党委以落实承诺制为抓手，以
建设“四强”党组织、“四优”党员为承诺内容，推动了“创先争
优”活动扎实有效开展。该矿成立了活动领导小组，小组成员
对照党章和矿党委工作精神，在深入原有承诺的基础上，结合
岗位特点和本人实际，提出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个人计划方
案，写出《党员公开承诺书》，并在承诺书上郑重签下了自己的
名字。党员纷纷表示要以身作则，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
实际行动践行承诺。此项活动充分发挥了党员传帮带、战斗堡
垒和先锋模范作用，起到了较好推动作用。

资讯

海淀分局推广食品安全信息公示系统

为实现食品安全信息共享、推动工商宣传社会化和强化
食品流通监管社会联动，海淀分局自主开发了流通环节食品
安全电子信息公示系统。信息公示系统可通过文字、漫画和视
频等多种方式，对食品安全相关法规、公告、不合格食品下架
信息、工商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动态及食品安全常识知识等内
容予以公示和宣传。该系统作为一种工商工作社会化信息互
动平台，将从宣传展示、信息发布、教育互动等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目前，信息公示系统正逐步在海淀区 66家大型商场超
市及 12家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食品流通主渠道中运行，下一
步分局将密切关注系统实际运行效果，做好评估研判，分阶
段、分步骤在辖区全部食品经营者范围内予以推广。

中信银行“助力蓝天计划”再次起航

中信银行从 2008年开始持续开展“助力蓝天计划”公益
主题活动，向企业用户和公众倡导绿色低碳的工作生活方式。
据悉，中信银行已于近期再次推出“助力蓝天计划”———公司
网银绿色微积分活动。本次活动为期 3个月，从立意和形式上
彰显绿色金融理念，主要依托活动专区和财资空间社区进行
信息发布、用户互动和积分兑换。近年来中信银行在公司电子
银行产品建设、品牌宣传和营销推广等方面无不融入低碳元
素，连续五年组织在线营销活动，倾力打造全流程的电子银行
服务，用科技力量和贴心服务拉近了与客户的距离。

2012中国影响力峰会在北京举行
由 2012中国影响力峰会组委会联合国内外众多主流媒

体联袂打造的“2012中国影响力峰会”于日前在京举行。本届
峰会以“转变：从业绩导向到责任导向”为年度主题。峰会现场
颁发了“2012年度影响力人物、2012最受信赖企业、年度绿色
奖。年度创新奖、年度雇主奖、年度最受欢迎品牌”等年度奖
项.峰会最后，与会众企业代表携手恒美中国公益志愿者联盟
共同发起了 2012年度影响力宣言，宣言旨在倡导健康的商业
道德价值，传播主流价值和公民意识，维护“诚信有序、公平正
义”的营商大环境。

正杨管业为高品质生活保驾护航

作为国内一流的塑料管道研发、生产和发展住宅成套技
术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辽宁正杨管业为人们提供了最好的
给水管材，正杨管业拥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和检测设备保
证其产品质量，同时正杨管业也是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承保企业。对管材的生产上，正杨严格按照 ISO9001/
14001国际质量/环境体系等标准组织生产，并对每个生产流
程和技术环节严格把关，确保一流的产品品质。先进的管理流
程，精良的制造装备，专业的工艺控制，把完美的品质诉求落
实在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

雀儿山隧道项目召开誓师动员会

中铁一局四公司雀儿山隧道项目开工誓师动员大会近日
在四川甘孜州德格县政协会议室顺利召开。317线德格指挥
部副指挥长杨九明、德格县协调办负责人彭措旦珠、中铁一局
四公司副总经理兼项目经理许志忠、副总工朱汝威、项目常务
副经理王刘勋及全体项目职工参加了大会。许志忠在誓师动
员讲话中表示，他希望大家要鼓起十足的精气神，树立舍我其
谁的气概，投入到挑战自我、征服天堑的战斗中来。项目常务
副经理王刘勋带领大家进行了庄严宣誓，誓师动员大会在全
体人员高亢的誓言中圆满结束。

云驾岭矿扎实推进党员承诺活动

全球华商 500强双榜正式出炉
9月 24日，“第七届杰出华商大会华商 500强论坛”在北

京会议中心开幕。开幕式上，备受关注的“2012全球华商企业
500强”、“2012全球华商富豪 500强”双榜正式揭晓，并举行
了隆重的颁奖典礼。今年华商企业 500强入围门槛进一步提
高至 200亿元，上榜企业营业收入的平均增长率达 27.10%。
荣登前 10位的华商企业总营收达 10.77万亿，10家企业占据
了华商企业 500强总营收的 21.7%，而且与上年营收相比增
长近 160%。

企业打好贸易投资牌

就在三一、华为受到重创的时候，联想日前宣布将在美国
北卡罗来纳州设立新的个人电脑生产线，计划在 2013年初投
入运营。这着实让各界为联想捏了一把汗。

值得一提的是，联想对外并未公布投资数额，却明确此次
举措将为北卡罗来纳州创造 115个新的制造业就业岗位。
“这恰恰是迎合了美国的偏好。”在李佐军看来，美国失业

率目前已下降到 8%以下，就业对美国而言已成为重大事件。
美国在这场金融危机的打击下，实业问题已经成为政策首要
考虑的问题。多年来，美国主要发展金融、高科技等产业，在带
来经济增长的同时，就业则相对被恶化了，而解决就业比较多
的往往是制造业，发展实体经济。因此美国近年强调发展实体
经济，再工业化、再制造业化。
“中美经济一直是既矛盾又合作且不断博弈的关系，博弈

就是有矛盾，作为两个经济大国，越往后冲突将越大。”李佐军
表示，以往双方的互补性很高，因为美国经济一直在高端，我
国是在中低端，和美国形成正面冲突的可能性小一些。但今
后，“美国将发展制造业，发展实体经济，而这恰恰是中国正在
做的，冲突面增加了。目前，中国正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向高
附加值、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型升级，因此两者间又形
成了矛盾冲突，今后中美间产业间的冲突面会越来越宽。”

中国企业走进美国无非对外贸易和投资两种手段，李佐
军建议，一方面，中国企业要生产一些美国消费者比较喜欢的
价廉物美的商品，要有附加值和有性价比，这是核心的问题。
另一方面，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包括收购、兼并重组等，对美
国过分敏感的涉及国家安全的投资，企业还需谨慎，如果硬碰
硬，吃亏的还是企业。

（上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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