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南1月21日讯（记者
高寒） 不光模仿我的酒，还要模
仿我的瓶？山东泰山啤酒有限公
司诉讼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
司不正当竞争一案，北京市东城
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9日做
出一审判决，认定燕京啤酒在北
京地区生产销售“燕京7日鲜”啤
酒的行为、构成对“泰山原浆7天”
产品的不正当竞争，法院责令燕
京停止相关产品生产销售同时，
赔偿泰山啤酒共计50万元。

根据原告方提供的判决书，
泰山啤酒有限公司于2010年推出

“泰山原浆7天”啤酒，并于2014年
搭建完成相关运营体系，在相关
公众中取得了较高知名度。2016
年5月，泰山啤酒推出了外包装为

“深棕色烤花工艺、瓶颈较短、瓶
身较长”的720ml玻璃瓶，瓶身前
标贴标有特殊设计的黄色数字

“7”的原浆啤酒产品。2016年8月，

又推出同款包装、瓶身前标贴数
字“7”颜色为红色的啤酒产品。但
2019年5月15日，燕京啤酒推出了
“燕京7日鲜”啤酒商品，销售范围

限于北京市，销售数额累计约为
318万元。

经过对比，法院认为“燕京7
日鲜”与“泰山原浆7天”的包装基

本相同，均为720ml容量、瓶颈较
短、瓶身较长的深棕色玻璃瓶。瓶
身正面正中间均为较大的艺术设
计数字“7”，正面表示整体均由艺
术数字“7”“泰山"“燕京”、原浆、
啤酒等字体元素组合，数字“7”字
体明显大于中文文字，且位于正
面标识的中间位置。

判决书提到，法院曾向相关
行业协会了解情况。中国酒业协
会答复称，“泰山原浆7天”所使用
的啤酒瓶，在市场上并不常见。中
国日用玻璃协会答复称，“泰山原
浆7天”产品所使用的啤酒瓶，形
状少见，应该是企业自己设计的。

被告燕京啤酒在庭审中辨称
其产品外观系自主设计，但最终
法院认为，“泰山原浆7天”产品包
装、装潢，确实属于“有一定影响
的商品包装、装潢”，燕京啤酒也
确实擅自使用了与“泰山原浆7
天”近似的包装、装潢，容易导致

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构成了不
正当竞争。燕京啤酒应依法应承
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相应民
事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判决书中还
引用了普通网友的观点。如在百
度贴吧“北京国安吧”中，就有网
友表示“我就是觉得这瓶子设计
的太像泰山那个酒了，按说燕京
也是大厂了，好好设计自己的风
格不好吗”“乍一看我以为泰山原
浆”“这个包装也太抄袭了吧”等。

泰山啤酒市场总监马晓珑在
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采访时
表示，对于判决，他们感到非常
欣慰。“我们感谢法院做出了公
正的判决。未来，我们致力于持
续提供优质的产品，以回馈广大
消费者对泰山啤酒的信任与青
睐。同时，也将随时拿起法律武
器，维护消费者与我公司的合法
权益。”

燕京涉嫌“抄袭”泰山啤酒包装、装潢，被判停止侵权并赔50万元

有了“泰山原浆7天”，又来“燕京7日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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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
的批复，在管理局机关的指导
下，民航山东监管局组织各有
关单位使用山东航空的波音
737-800型飞机于2021年1月18
日15：29-17：37成功实施了对
菏泽牡丹机场建设工程的试
飞。

接受菏泽牡丹机场委托试
飞任务以来，山东航空高度重
视，积极准备，完成公司试飞方
案设计和试飞飞行员选拔和训
练等各项准备工作。山东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苗留斌亲
自带队并担任试飞机长参与菏
泽牡丹机场的实地验证试飞。

本次验证试飞是菏泽牡丹
机场首次迎来大型民航运输客

机起降。验证试飞过程中，完成
传统程序和PBN程序验证，包
括各种进离场程序、进近程序、
复飞程序、等待程序，测试机场
通信、导航、监视、灯光及气象
设施，检验机场跑道、滑行道和
停机坪道面情况，同时根据空
域限制要求验证所有相关保障
工作。整个飞行过程中，导航信
号稳定，运行程序流畅，验证了
菏泽牡丹机场的运行是安全可
靠的。试飞讲评会上，试飞领导
小组组长民航山东监管局巴伟
局长宣布菏泽牡丹机场建设工
程实地试飞取得圆满成功。

后续，山东航空将继续高标
准、严要求配合推进菏泽牡丹机
场投人运营前相关准备工作。机
场开航以后，山东航空将积极投
入运力，把支援菏泽市交通建设
当作分内之事，促进当地经济发
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高寒

1月19日晚，在微信十年的
“2021微信之夜”活动上，腾讯微
信事业群总裁张小龙发表了题为

“微信十年的产品思考”的演讲。
在张小龙看来，“微信在做底层的
连接”，是基础设施。

他表示，“简单”和“连接”是
微信的核心，公众号、小程序是内
容和服务的连接，微信支付是货
币的连接，“视频号会变成很多基
础设施”。张小龙认为，微信的很
大价值就在于作为“社交和通信
ID”。借助这一类似于身份证的
ID，用户得以使用包括支付在内
的各项服务。

在演讲中，张小龙用几组数
据证明了微信承担基础设施的实
力：每天有10 . 9亿用户打开微
信，3 . 3亿用户进行了视频通话；

有7 . 8亿用户进入朋友圈，1 . 2亿
用户发表朋友圈。尽管此次演讲
他没有透露视频号的数据，但张
小龙曾在视频号日活破2亿的时
候发表朋友圈动态，表示“再不
mark就三亿四亿了”。

不只是张小龙和微信，过去
几年，马化腾也曾多次表示，腾讯
要为各行各业提供基础的互联网
设施和服务。在2017年中国“互联
网+”数字经济峰会上，马化腾
说，在“互联网+”的趋势下，腾讯
越来越像是提供水和电的基础设
施，为各行各业供水供电。

微信的十年发展壮大也见证
了腾讯成为中国最值钱公司的过
程，当下中国市值前五大互联网
公司中，除了阿里，剩下四个都是
腾讯系。根据腾讯控股公布的截
至2020年9月30日止的第三季度
财报，微信和WeChat月活已突破

12亿。业内人士认为，在用户规模
已经触及互联网行业天花板的情
况下，腾讯将不得不做加法，基于
微信等内容平台加速生态融合和
业务扩张。

作为基础设施，腾讯对于整个
腾讯生态乃至整个互联网行业都
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如何最大
限度的让信息基础设施更普惠，不
运用基础设施的优势来打击竞争
对手，也成为业界热议的话题。

同济大学知识产权与竞争法
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刘旭2020年3
月在《第一财经》撰文称，虽然微信
是民营企业的产品，但事实上，其
已经成为国内即时通讯与社交网
络的基础设施。而微信之所以能成
就这一地位，不仅与腾讯的创新投
入有关，更是我国人口红利期海量
网民对移动社交的需求与微信网
络效应相契合的结果。

菏泽牡丹机场建设工程
实地试飞取得圆满成功

张小龙回顾微信十年：
做底层连接，成为基础设施

据了解，春运期间各运输
方式运力充足，能够满足旅客
出行需求。道路运输计划投放
省、市际线路班车1 . 04万辆，客
运包车0 . 79万辆，公交车6 . 3万
辆，出租车7 . 2万辆，网约车3 . 5
万辆。铁路运输方面，中铁济南
局集团在图定线路455 . 5对的
基础上，安排临客49 . 5对，其中
直通临客23对，管内临客26 . 5
对。民航运输计划起降5 . 2万架
次880万个座位，日均1300架次

22万座位。水路运输投放客运
船舶185艘，提供客位4 . 53万
个、车位2690个。

2021年春运主要呈现出四
点特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严
峻复杂形势对春运组织保障带
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春运组织
面临保障旅客便捷出行、货物
顺畅通行和阻断疫情传播的多
重压力。客流结构变化明显。短
途客流占比将上升，小客车出
行明显增加，节前客流较分散，

节后相对集中。安全形势依然
严峻。安全生产的“双基”工作
还不稳固，在安全隐患排查治
理、安全应急处置等方面还存
在薄弱环节；低温天气以及半
岛部分地区大雪、暴雪天气频
发，极易引发安全事故。煤电油
气运输保障任务艰巨，能源物
资供应紧张叠加疫情防控通行
管控，对应急运输组织提出更
高要求。

会议强调，各级各单位要
把疫情防控放在首位，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毫不
放松、科学精准抓好春运疫情
防控，有力有序保障人民群众
安全便捷出行和重点生产生活
物资运输顺畅。严格落实客运
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防疫措
施、减少人员流动和聚集、加强
乘客和一线职工个人防护、做
好疫情防控应急处置、强化春
运疫情防控检查指导的基本要
求。努力打造“平安春运、健康
春运、便捷春运、温馨春运、诚
信春运、绿色春运”，确保实现
疫情防控与春运保障“双胜
利”。

22002211山东春运运力足
预预计计全全省旅客量3020万，较2019年下降32 . 8%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瑞超 实习生 卢姗

1月20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
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潍莱高铁联入
全国高铁网，迎来首个春运。同时，
山东环形高铁青岛北至青岛北
G6957/6次列车改由潍莱高铁运行，
沿线百姓省内出行更加便利。

潍莱高铁迎来首个春运，开行
动车组14 . 5对。潍莱高铁联入全国
高铁网，烟威地区将有8对动车组列
车经潍莱高铁运行，可通达山西、陕
西、浙江、河南、四川、湖北、辽宁等
省份。山东环形高铁青岛北至青岛
北G6957/6次列车改由潍莱高铁运
行，沿线百姓省内出行更加便利。潍
莱高铁平度、莱西将首次开行至青
岛市域动车组列车，共7个车次，覆
盖早、中、晚客流需求集中时段，旅
客出行更方便。

首开济南至呼和浩特动车，
7053网红小火车再“提质”。新开行
济南西至呼和浩特东D2778/9次、

D2780/77次动车组列车1对，8:30分
由济南西站出发，18:02分到达呼和
浩特东站，全程运行时间9小时32
分，较普速列车运行时间缩短近10
小时。为进一步提升7053次公益“慢
火车”出行品质，7053/7054次列车取
消临淄站折角调向，全程运行时间
由原来的5小时缩短至4小时20分，
旅途时间压缩40分钟。

线上+线下购票便捷，12306售
票服务时间延长。12306售票服务时
间延长至每日5:00至23:30，线上也可
改签当日24点前其他列车车票，为
旅客提供方便快捷的线上服务体
验。线上退票业务办理时间优化至
全天候24小时，同时退票截止时间
由开车前25分钟调整至乘车站开车
前。车站自助售票设备新增退票功
能，随时满足使用电子支付方式且
未换取纸质报销凭证旅客的退票需
求。对现金购票和已取报销凭证的
旅客，可先在12306网站办理退票手
续，180天内到全路任一车站领取退
票款项，有效避免旅客到车站聚集。

相关新闻

全国铁路调图，潍莱高铁迎来首个春运

1月19日，山东省春运电视电话会议在济南召开，会议
对全省春运工作进行了动员部署。2021年春运将自1月28日
开始至3月8日结束，为期40天。预计全省旅客发送量3020万
人次，较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下降32 . 8%。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瑞超 实习生 卢姗

潍莱高铁资料图 本报通讯员 宋磊 摄

左图为泰山原浆“7天鲜活”瓶体，右侧为燕京啤酒“7日鲜”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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