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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欧班列法治
论坛日前举行

贸易预警

越南对涉华焊接材料提起
反倾销申请

2月1日，越南工贸部贸易
防卫局发布消息称，越南企业
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对原产于
中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焊接
材料提起反倾销调查立案申
请，越南贸易防卫局已正式受
理。越南工贸部将于本公告发
布45日内确定是否立案。

1 月 29 日，英国贸易救济
调查局发布公告，对原产于中
国的玻璃纤维长丝产品反倾销
和反补贴措施立案进行过渡性
审查，以决定源自欧盟的上述
措施是否继续在英国执行及执
行水平。

近日，埃及贸工部贸易救
济局发布公告，对自中国、土耳
其进口的电焊条产品发起反倾
销日落复审调查。

2月1日，美国商务部发布
公告，对进口自澳大利亚、巴
西、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葡萄牙
的无涂层纸启动第一次反倾
销日落复审立案调查，对进口
自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涉案
产品启动第一次反补贴日落
复审立案调查。与此同时，美
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此案启
动第一次反倾销和反补贴日
落复审产业损害调查，审查若
取消现行反倾销和反补贴措
施，在合理可预见期间内，涉
案产品的进口对美国国内产
业构成的实质性损害是否将
继续或再度发生。利益相关
方应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日内向美国商务部进行应诉
登记。利益相关方应于 2021
年 3月 3日前向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提交回复意见，并最晚
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就该案回
复意见的充分性向美国国际
贸易委员会提交评述意见。

（本报综合报道）

本报讯 因认为北京子乐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杜丫丫学
习机中突出使用“小杜”指代其产
品，并使用“xiaodu xiaodu”语音指
令进行唤醒和操作的行为构成不
正当竞争，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
京）有限公司将子乐公司诉至法
院。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判决子乐公司赔偿百度公司经济
损失 50 万元及合理开支 5 万元。
目前，该案还处于上诉期内。

不同于以往擅自使用相同或
近似的商品名称、包装等不正当竞
争行为，该案的纠纷在于“小杜”仿
照“ 小 度 ”使 用 相 同 的“xiaodu
xiaodu”语音指令。作为全国首例
智能产品语音指令不正当竞争纠
纷案，“小杜”被判赔无疑具有样本
意义，对于规范人工智能产品市
场，遏制恶意混淆误导公众行为起

到重要作用。
近年来，人工智能电子产品市

场蓬勃发展。在人机交互过程中，
语音指令具有唤醒和操作产品的
重要功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产品
的代名词。和商品名称、包装、装
潢等标识一样，智能音箱品牌特有
的语音指令也受到法律保护，不容
其他经营者故意打擦边球，恶意蹭
流量。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
究中心知识产权所发布的《2020人
工智能中国专利技术分析报告》显
示，我国智能语音领域专利申请量
总体呈现稳中有进的趋势，2019年
专利申请量为8731件，占人工智能
年度专利总申请量的5.53%。企业
积极在智能语音领域进行专利申
请，加强典型案例的普法宣传，可
以有力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引领经
营者良性竞争。 （张淳艺）

本报讯 在中欧班列开通
十周年之际，中国海事仲裁委
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
研究所等联合主办的首届中欧
班列法治论坛在线举行。

中国海仲副主任李虎表
示，中欧班列运营十年来，已经
从一条物流干线快速成长为丝
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重要引
擎。由于沿途各国分属不同法
域，中欧班列货运业务适用国
际规则的情况较为复杂，面临
着诸多亟待讨论的法律争议。
当前中欧班列发展工作在法律
维度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如
何在探索中体现规则开放的理
念，同时也需要对相关企业提
供明确的行为指引。

中国海仲资深仲裁员、中
国海商法协会常务理事、原中
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秘书张永坚表示，本次论坛
的设立及所设定的议题非常合
乎时宜，引起了社会相关各界
的广泛关注。各位专家学者和
与会嘉宾的精彩发言代表了国
内这一领域现行的研究前沿和
水平。未来中欧班列的持续发
展将不断提出新的法律问题，
中欧班列的业务实践也将会不
断地为解决法律问题提供有效
的途径和可供借鉴的方案，理
论研究和业务实践相结合十分
重要和必要。

本次活动历时近 5 个小
时，共吸引近 300 名听众全程
在线参与及互动。中欧班列法
治论坛还将继续为业内人士搭
建更多高水平专业化的法律交
流平台，持续服务于中欧班列
的高质量发展。
（来源：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近日，V社、育碧、CDPR等公司遭到了反垄断起诉，该诉讼要求开发商在其他游戏商店以与Steam商店一样的价
格出售游戏。 (王丽)

“受疫情影响，去年以来，劳动
争议案件频发，案情越发复杂多
样。要避免劳动争议产生，不仅需
要劳动者提升法律意识，更需要企
业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念。”在日前举
办的企业用工风险防范实务操作讲
座上，法律风险与股权设计专家张
小明表示。

张小明介绍，企业在决定录用
员工后，一个月内双方必须要签订
书面的劳动合同。否则可能会导致
一系列的法律后果，对于用人单位
而言，可能要面临着未来最长11个
月内支付双倍工资的风险。

此外企业须及时为员工缴纳社
保。“很多企业可能不给试用期内员
工缴纳社保，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
的。”张小明说，法律也不允许通过
现金补偿的方式，比如加薪水、给补

贴的形式来代替缴纳社保。缴纳社
保是国家法律规定的每一个企业和
个人应尽的义务，不能通过两个主
体之间的私下协商来规避国家统一
的缴纳义务。

如果企业想要与劳动者单方面
解除劳动合同，则需要满足《劳动合
同法》中规定的一系列条件。劳动
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在试用期间被证
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严重违反用
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规章制度的
禁止条款；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
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劳动者
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
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
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
不改正的。

“在司法实践中，用人单位举证

的责任很大，如需要证明劳动者在
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违反公
司规章制度解除的，需要证明规章
制度合法有效；劳动者严重失职、营
私舞弊的，需要用人单位对造成的
重大损害的定性和定量予以证明
等。”江苏良翰律师事务所律师孙荃
照说。

今年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
题的解释（一）》中，对劳动仲裁、法律
适用、合同有效性做出了新规范。

新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延明在
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劳动
争议仲裁机构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
的裁决书、调解书，被申请人提出证
据证明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调解
书满足一定情形，并经审查核实的，

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不予执行。而新
司法解释中增加了“适用法规确有
错误的、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决所根
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对方当事人隐
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证据的、仲
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这
部分内容，强调了隐瞒证据的不良
后果，企业在完成仲裁程序时，一定
要合法合规操作，避免“剑走偏锋”
造成负面影响。

“按照此前的规定，劳动合同被
确认为无效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
付出的劳动，一般可参照本单位同
期、同工种、同岗位的工资标准支付
劳动报酬。由于用人单位的原因致
使订立的合同无效，给劳动者造成
损害的，企业应当比照违反和解除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标准，
赔偿劳动者因合同无效所造成的经

济损失。而新司法解释认为，企业
除了要支付劳动报酬以外，还需要
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这也强化
了用人单位的审查和注意义务，平
衡了劳动者和企业的地位，让用人
单位承担更重的责任。”周延明表
示，这也提醒企业一定要做好用人
前的审查工作，即使因为是员工方
的问题导致劳动合同无效，企业也
有可能需要支付补偿金。

值得注意的是，新规还对变更
合同的情形进行了规范。根据规
定，变更劳动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
但已经实际履行了口头变更的劳动
合同超过一个月，且变更后的劳动
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
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当事人以未
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变
更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劳动用工风险增加 企业可按新规进行防范
■ 本报记者 钱颜

广州互联网法院日前驳回了
来自某房地产公司的侵害人格权
禁令申请，该申请请求法院禁止
李某继续在其个人公众号上发表
文章。

据悉，李某购买了某房地产公
司开发的房产，房屋尚未交付。
2020 年 5 月至 8 月，李某通过自己
注册的自媒体公众号陆续发布了
10篇涉及该房地产公司的文章，文
章中出现了针对该房地产公司的
过激性不文明用语。 2020 年 10
月，房地产公司以李兴侵害其名誉
权为由向广州互联网法院提起诉
讼。诉讼发生后，上述 10 篇文章
被自媒体平台删除，之后李兴又通
过该公众号发布多篇文章，内容主
要是对其购房遭遇的描述和对房
产质量的主观感受，其中包含一些
情绪化用语。

该案主审法官李朋介绍，“结
合禁令的特点、效力影响，判断人
格权侵害禁令申请是否符合《民法
典》第 997 条规定的“民事主体有
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
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
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
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条件，应当综
合考量以下四方面因素：申请人请
求保护的权利应当属于其依法享
有的人格权；要有证据证明被申请
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申
请人人格权的行为；不及时制止将
使申请人人格权受到难以弥补的
损害；既要考量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之间的利益平衡，又要考虑禁令对
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

据悉，法院认为，尽管双方对
文章描述的有关事实是否属实存
在争议，但上述言论仍属购房者对

购房体验和感受的主观描述，出于
维权目的而发布的可能性较大，不
同于故意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某
房地产公司作为房地产开发商对
此应当予以必要的容忍。此外，从
文章的阅读量来看，李某发布的涉
案言论影响范围有限，即使存在部
分针对某房地产公司的负面评价，
对某房地产公司也难以产生通过
事后救济不能弥补的财产损失。

李朋表示，人格权侵害禁令是
《民法典》规定的新制度，其适用的
程序尚无法律、司法解释直接作出
规定。涉案申请为诉中人格权侵
害禁令申请，根据人格权侵害禁令
制度的立法精神，综合考虑诉中人
格权侵害禁令的法律效力、救济程
序以及实施方式与效果，对于本次
人格权侵害禁令申请，法院比照诉
中行为保全的相关规定处理，以裁

定的方式处理禁令申请。
复旦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教

授段厚省指出，本案被称为“人格
权侵害禁令第一案”，法院如何处
理，受到学界和审判实务界的高度
关注。该裁定是探索民法典人格
权侵害禁令申请适用程序的有益
尝试，具有示范意义。

“民事主体享有通过网络发表
言论的权利，但不能逾越法律规定
的边界。”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教

授、副院长鲁晓明认为，经营者有
权依法维护自身的名誉权，但应当
尊重消费者对产品或者服务进行
合理评价的权利；消费者在描述自
身购物体验和发布评价的过程中，
亦应当基于客观实际，不得捏造事
实、恶意诋毁。广州互联网法院的
此份裁定对权利之间的平衡进行
了考量，体现了自由与法治的有机
统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司法的生动体现。

《民法典》施行后首份人格权侵害禁令申请被驳回
■ 本报记者 陈璐

英国发布对华
玻璃纤维长丝“双反”公告

埃及对华电焊条
发起反倾销调查

美国对无涂层纸
启动“双反”调查

法律干线

抖音起诉腾讯，腾讯回应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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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杜”仿“小度”语音指令被判赔

本报讯 2月2日，抖音向北京
知识产权法院正式提交诉状，起诉
腾讯垄断，案由为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纠纷。

抖音在起诉状中表示，即时通
信类应用，已经成为互联网用户规
模最大、普及率和使用率最高的基
础应用。微信、QQ月活跃用户数
分别超过12亿和6亿，加上其即时
沟通分享功能及网络效应，决定了
用户几乎不可能集体迁移。此外，
目前市场上没有其他经营者，能够
提供与微信和QQ 具有对等功能
的服务。这意味着腾讯“具有市场
支配地位”。

腾讯表示，腾讯及其产品遵循
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的理念为用户
和第三方产品提供服务。字节跳动
公司的相关指控纯属失实，系恶意
诬陷。腾讯方面认为，字节跳动旗
下多款产品，包括抖音通过各种不

正当竞争方式违规获取微信用户个
人信息，破坏平台规则，已被法院多
个禁令要求立即停止侵权。“字节跳
动及相关公司还存在诸多侵害平台
生态和用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我们将继续提起诉讼。”腾讯表示。

在腾讯回应后，抖音就起诉腾
讯一事再次作出说明，抖音认为，
腾讯所谓“违规获取微信用户个人
信息”不属实。对于被腾讯指控违
规获取微信用户个人信息的说法，
抖音回应道：“真实情况是，腾讯认
为用户的头像、昵称等用户数据都
属于腾讯公司的‘商业资源’，并据
此认为，除非腾讯同意，其他任何
产品，即使获得用户授权，也不能
使用这些用户的相关数据，否则即
构成腾讯所谓‘非法使用’。与此
同时，腾讯旗下产品、游戏及其投
资公司却可以“合法使用”这些用
户数据。” （孙芳）

在虾米音乐关停前夕，音乐巨
头之间已是硝烟弥漫。2月2日，网
易云音乐官方微信发文怒怼腾讯音
乐娱乐集团旗下品牌酷狗音乐，称
酷狗音乐成立“山寨办”，一直将网
易云音乐新功能酷狗化。

随后，酷狗音乐副总裁谢欢在
朋友圈发文疑似回应此事：“原来我
2006年做的QQ一起听功能，竟然
有如此深远的战略意义，找到当年
的需求文档回味下，我能不能告别
人山寨了我呢？”对此，艾媒咨询
CEO 张毅表示，双方各执一词，很
难判定过错方，但是此事折射出在
线音乐市场当下的关键点是对于市
场用户的争夺，中国在线音乐市场
用户规模已经进入增长瓶颈，存量
市场争夺的背景下，竞品间的冲突
在未来数年内都难以避免。

根据网易云音乐方面的表述，
网易云音乐于 2020 年 4 月份上线

“云贝推歌”功能，三个月后酷狗音
乐上线了“音乐推”功能，两个功能
在五个维度上存在雷同。

2020 年 7 月份，网易云音乐上
线“一起听”功能，此后酷狗音乐

上线了“跟听”功能，通过对两个
模块五个维度的对比，网易云音
乐认为被酷狗音乐“山寨”，具体
雷同点表现在：邀请好友页面的
信息、展示形式；头像和耳机的展
示形式和对讲功能；语音对讲时
头像往两边移动的动画形式；等
待对方加入时的加载动画；点击
结束时的路径和文案。

对于上述行为，网易云音乐
表示，“这是酷狗‘山寨办’的首次
作业。我们必须客观地说，在时
间紧、任务重、压力大的情况下，
酷狗‘山寨办’首战告捷，圆满完
成任务。”

对此，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赵铭律师表示，酷狗音乐确
有抄袭嫌疑，但难以认定为侵权。

“第一，App 软件功能上的模
仿或抄袭，要区别于App 软件名称
和 App 软件商标的模仿或山寨，
后者是典型的侵犯著作权或商标
权 ，构 成 侵 权 ；第 二 ，本 案 中 的
App 软件功能属于计算机软件中
的产品功能设计，本质上属于设
计者的设计理念或思想，而根据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 6 条的
规定：‘对软件著作权的保护不延
及开发软件所用的思想、处理过
程、操作方法或者数学概念等’，
也就是说，在互联网软件中，著作
权法保护的是软件的原代码，不
保护产品功能设计；第三，由于著
作权只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如
果网易云音乐与酷狗音乐两个软
件只有思想相似，即使作为后者
的酷狗音乐违反道德规范，也不
能认定为侵权。只有两个软件在
程序表达上高度相似，属于复制
或者部分复制著作权人的软件，
才可能被认定侵权；第四，并非所
有高度相似的表达都被认定为侵
权。《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
十九条规定：‘软件开发者的软
件，由于可供选用的表达方式有
限而与已经存在的软件相似的，
不构成对已经存在的软件的著作
权的侵犯。’也就是说，如果两个
软件存在表达高度相似，但相似
的原因是思想与表达产生‘混同
’，也不能认定后开发的软件构成
侵权。”

网易云音乐和酷狗音乐谁“山寨”了谁？
■ 谢若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