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GC进博会展出

超20件最尖端产品

北京商报讯（记者 李振兴）日前，在刚刚结束
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去年带着新的公

司名称亮相首届进口博览会的日本AGC集团再次

参览。AGC在今年进博会上展出20多件最尖端展

品，涵盖建筑、汽车、电子（液晶电视、手机等）、化学

品、3D打印等领域。

作为世界最大的玻璃制造商，今年，AGC这个

材料创新领域领军企业的“隐形冠军”由“幕后”走

向“台前”，出现在第二届进博会“生活科技馆”中。

AGC是日本材料领域的代表性企业，主要业

务涵盖玻璃、化学、电子、工业陶瓷等领域，许多产

品的占有率世界第一。在电子事业领域AGC也相

当具有影响力，在TFT液晶和有机EL玻璃基板方

面，其拥有全球第二的市场份额。近年来，AGC在

生命科学领域也进行了大量投入，以期将其培育为

未来的支柱事业。比如通过氟素技术，衍生出对医

药和农业用品方面的研究。

AGC此前的名称为“旭硝子”，“硝子”在日语

中是“玻璃”的意思，而实际上AGC早已发展成为

一家综合性的企业，其事业涵盖玻璃、电子、化学

品、工业陶瓷，并在多个领域占据行业领袖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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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飘飘”卖鹿角巷“冒牌”奶茶的生意经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作为全球首

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被称

为“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一大创举”。11

月5日-10日，第二届进博会再次开启，

伊利集团作为全球乳业优秀企业代

表，汇聚全球目光，成为健康产业全球

合作的标杆。在本次进博会上，伊利集

团发出响亮的“进博好声音”：伊利为

“合作”而来。

11月8日，作为进博会期间农业领

域的重要会议，由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

商会携手伊利集团共同举办的“农业与

食品国际合作论坛”在上海国家会展中

心D2厅隆重举行。与会嘉宾畅谈合作，

共话发展，共同探讨农业与食品领域国

际合作的新趋势、新模式，为推动全球健

康产业合作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当天，伊利集团出席论坛，并与利

乐、嘉吉和芬美意等13家全球战略合

作伙伴现场签约，打造行业内首个“可

持续发展供应链全球网络”（WISH网

络），这是伊利落实潘刚董事长“激活

长板优势、打造全球健康生态圈”的重

要举措。伊利借此向世界发出邀约，凝

聚全球合作伙伴力量，共建生态圈、共

筑健康梦。

伊利集团执行总裁张剑秋在农业

与食品国际合作论坛上表示，经济全球

化为集聚全球力量、推进全球健康产业

合作创造了条件，要更好地满足全球人

民的健康需求，就需要协同全球力量，

激活长板优势，不断完善全球产业链，

积极打造全球智慧链，持续优化全球价

值链，共建“全球健康生态圈”。

国际乳联（IDF）中国国家委员会名

誉主席宋昆冈表示，中国乳业要以培育

国际知名品牌为目标，培育具有世界竞

争力的产品。他称赞伊利是中国乳业的

骄傲，并呼吁“中国乳业‘走出去’的步

伐要越来越快，抓紧机遇，优化产品模

式，加强国际合作，打造全球品牌，走出

中国乳业持续发展之路”。

阿果安娜集团中国区总经理李永

昌表示，与伊利这样的龙头企业合作，

不仅是对双方品质的提升，更会带动

整个行业的提升。“我们对伊利有充足

的信心。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希望和伊

利继续携手合作，共创未来。”

作为中国最早迈出国际化步伐的

乳企，伊利始终把开放合作的理念贯穿

于自己的全球化布局之中。早在2014

年，伊利就在世界黄金奶源带新西兰，

投资建设了全球最大的乳业一体化合

作基地———伊利大洋洲乳业有限公司，

并成为“一带一路”项目典范。在本次进

博会展览上，伊利大洋洲乳业展出的金

典纯牛奶、柏菲兰牛奶、金领冠睿护、培

然、1kg全脂奶粉等8款产品正是伊利在

全球深化合作的结晶体现。

如今，伊利在亚洲、欧洲、美洲、大

洋洲等乳业发达地区构建了一张覆盖

全球资源、创新、市场体系的骨干大

网，通过“全球织网”引领全球乳业合

作走向深入。2019年7月，伊利与南美

洲最大的乳制品出口公司科拿集团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8月，伊利全资收购

了新西兰第二大乳业合作社威士兰。

就在进博会举办期间，伊利集团与全

球最大的多元醇生产商法国罗盖特公

司达成战略合作，未来双方将在新产

品开发、技术革新和食品安全等领域

进一步深化合作。

作为本次进博会上伊利开启全球

合作的一个重要议程，伊利与利乐、嘉

吉等13家全球战略合作伙伴现场签

约，共同打造行业内首个“可持续发展

供应链全球网络”，成为本届进博会的

一大“亮点”，这不仅是伊利优化全球

价值链、实现价值共创的鲜明体现，也

展示了中国企业在全球合作中的责任

担当。

作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积极践行

者，伊利是第一个加入联合国全球契

约（UNGC）的中国食品企业。在日前北

京举行的首届“可持续发展论坛”上，伊

利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入选外交

部发布的《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2019）》经典案例篇

章，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样

本”，同时也是该报告唯一入选的健康

食品企业。

独木不能成林，合作方能聚力。在开

放合作、共享未来的进博盛会上，伊利以

“激发长板优势，共建全球健康生态圈”

为路径的产业发展新模式，让世界看到

了全球乳业“合作”的新力量、新未来。

伊利进博时间：携手13家战略伙伴共建“WISH网络”

·资讯·

11月8日， 中国联通发布首个5G杀
手级应用———5G新直播， 即5G新技术
赋能后的直播模式。 这也意味着5G用
户即将迎来一波专属于5G时代的应用。

不过，问题也由此出现。上月底，三
大运营商均推出了5G套餐。 以中国联
通为例， 最便宜的5G套餐月租为129
元， 套餐内包含30GB流量， 网速最高
500Mbps， 最昂贵的5G套餐月租为599
元，包含300GB流量，网速最高1Gbps。

依此计算， 如果用户全速来运行
5G杀手级应用，那么129元5G套餐内的
流量最快几十分钟就会用尽，599元5G
套餐内的流量最快也不过一两个小时
就会用尽。用户还没尽兴，上百元的流

量就被消耗完， 这显然是令人难以接
受的。

反之，如果5G杀手级应用对网速的
要求并不高（如100Mbps即可完美运
行），虽然可以避免过快消耗掉5G流量，
但又无法区别5G体验和4G体验， 使“5G
杀手级”几个字变得名不副实，同样不利
于5G应用的推广。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两难的问题，
与现行5G套餐的设置不无关系。目前，
三大运营商5G套餐仍沿用旧式套餐设
计思路，仍以使用量为计费标准。这种
计费模式虽然计算精确、可操作性强，
能让用户的资费不受网络环境的影
响，但这一模式的弊端也非常突出，那

就是在网速极快时，用户无法“敞开了
使用”。

对于用户而言，5G之于4G的最大
优势便在于高网速、低延时等。但如
果不创新套餐计费模式，那么5G杀手
级应用距离个人用户就仍然是较为
遥远的。

有声音认为，5G的意义在于2B端，
个人用户并不是很需要5G。事实上，这
一观点早在4G时代就已经出现过。然
而，根据工信部的数据，我国4G用户规
模已占移动电话用户比重接近八成。

因此， 创新5G套餐单一的计费模
式，显然已经越来越必要。不过，创新并
不意味着完全抛弃以使用量计费的模

式，这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笔者认
为，运营商的5G套餐可以针对不同的应
用场景，开发出更多元的计费模式。

例如，使用普通应用时，5G套餐仍
可以按照使用量来计费， 但在使用5G
杀手级应用时， 可以尝试按照时长来
计费，还可以将连接数、速率等纳入计
费时考量的因素。此外，一些4G时代摸
索出的流量策略也依然可以在5G套餐
中延续，包括特定App免流量等。

总之，5G商业落地，运营商不仅要
在应用上创新， 在套餐上也要摒弃旧
思路，加大创新力度。一言以蔽之，5G
杀手级应用，不仅要让用户能用，更要
让用户敢用。

5G应用创新，莫让旧式套餐“拖了后腿”
濮振宇

·宇你说·

高仿鹿角巷

近日，北京商报记者通过多方走访调

查发现，杯装冲饮奶茶“鹿角巷”并非台湾

网红奶茶店———鹿角巷，不过，双方无论在

外观还是产品口味上都极为相似。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走访北京多家超市发

现，杯装奶茶鹿角巷主要有三种口味，分别是

黑糖鹿丸牛乳茶、蜜桃乌龙牛乳茶和鹿角出

抹牛乳茶。鹿角巷奶茶店内也有类似的饮品，

分别是黑糖鹿丸鲜奶、白桃乌龙和小鹿出抹。

此外，双方产品的名称、商标、包装更是难以

区分。因为两款鹿角巷极为相似，很多消费

者都把杯装鹿角巷误以为是台湾网红鹿角

巷奶茶店推出的产品。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中国商标网查询发

现，台湾网红鹿角巷奶茶店创始人邱茂庭

提交以鹿角巷的商标注册申请，目前在公

示环节，并未真正取得“鹿角巷”的商标权。

对于使用和鹿角巷奶茶店相似商标和

图案，安徽香飘飘向北京商报记者提供的

材料显示，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19年7月4

日受理了安徽香飘飘的鹿角巷商标注册。

业内人士指出，安徽香飘飘的鹿角巷

商标注册申请受理书只表明国家知识产权

局已收到申请人的商标申请，并不表明其

所申请的商标已获批准。因此，目前两家公

司都未取得鹿角巷的商标权。

重名香飘飘

值得关注的是，杯装冲饮奶茶鹿角巷

的生产厂家是安徽香飘飘。对于安徽香飘

飘与香飘飘是否存在关系，北京商报记者

致电香飘飘，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安徽

香飘飘和香飘飘无任何关联。

据悉，安徽香飘飘始建于2004年，由

原安庆市福约禧食品有限公司发展而来。

创始至今己发展成由福冰冷藏物流、黄梅

飘香食品等实业组成的多元化公司。

香飘飘则创办于2005年8月，主要从

事奶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17年

成为国内奶茶行业第一家上市企业，生产

基地有湖州、成都、天津、江门。

“企业名称与商标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

念。”中国法学会消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刘俊海表示，由于安徽香飘飘只是企业名

称，并无以香飘飘为商标的产品，因此，该企

业名称在一定法律范围内是合法的。

据了解，企业使用的商标经国家工商

总局商标局核准注册后才能取得商标专用

权，而企业名称在县级以上工商局登记后

即可取得一定地域范围的企业名称权。两

个权利授予的程序、部门和权利范围是不

同的。

不过，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解决商标与企业名称

中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规定：商标中的

文字和企业名称中的字号相同或者近似，

使他人对市场主体及其商品或者服务的来

源产生混淆，从而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应当

依法予以制止。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由于我国实行的

是企业名称分级注册制度等原因，目前，安

徽香飘飘和香飘飘的企业名称都经过合法

登记注册。因此，只有以信用原则为基础，

通过判断当事人主观上是否有故意混淆或

搭便车等才能确认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

从而认定是否侵犯了企业名称权。

商标乱象

除杯装奶茶高仿鹿角巷，名为鹿角巷

的山寨奶茶店也屡禁不止。资料显示，截至

6月底，鹿角巷奶茶店在全国共开有约130

家门店，而山寨门店却高达7000余家。

“山寨鹿角巷频繁出现的原因是‘鹿角

巷’三个字不是注册商标。事实上，商标问

题几乎是所有茶饮品牌壮大的死结，造成

这个死结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品牌持有

者本身的商标注册意识不够，第二是‘快

招’公司的存在。”业内人士称。

所谓“快招”，就是在短时间内，通过各

种手段打造或包装出一个或多个“爆品”，

随后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招商，收取加盟费

或其他费用，短期内就会获得大量收益。

关于商标注册，相关业内人士介绍，注

册一个商标流程很简单，但是实际注册成

功的可能性不高。

随着11月1日新《商标法》的实施，食品

行业商标乱象有望减少。据了解，本次《商

标法》的修订，对恶意抢注行为加强了行政

处罚和司法处罚力度。

刘俊海表示，同一商标会涉及到文字

商标、图形商标和美术商标的差异性。商标

的申请也因时间和地域差异性而有所不

同，最终商标图案的归属权，将由人民法院

来裁判。

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模仿和

抢注的产品很难在一二线城市立足，主要市

场在农村，且这些地区的市场需求很大，但大

企业的定位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所以，侵

权的企业应该转换思路，发展培养自有品牌。

北京商报记者 李振兴 王晓/文并摄

珀莱雅拟与西班牙化妆品公司

设立合资公司

北京商报讯（记者 钱瑜 李濛）11月6日，珀莱
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珀莱雅”）发布

公告称，为满足战略发展的需要，珀莱雅拟与西班

牙化妆品公司PRIMA-DERM，S.L（以下简称

“PRIMA-DERM”）共同投资设立Singuladerm

AsiaCompany（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并于近日

签订了《PRIMA-DERM，S.L和珀莱雅化妆品股

份有限公司的合资协议》（以下简称“合资协议”）。

公告称，为推进公司战略布局，拓展抗衰老护

肤市场，珀莱雅拟与PRIMA-DERM共同投资设立

合资公司，主要在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

兰及东南亚地区从事推广和销售PRIMA-DERM

旗下抗衰老护肤品牌Singuladerm的产品。此次设

立的合资公司总投资金额为200万元，其中珀莱雅

拟出资106万元，占比53%，PRIMA-DERM拟出

资94万元，占比47%，合资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此外，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合作双方仅签

署了合资协议，合资公司尚未成立，亦未开展实际

运营，合资公司短期内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对珀莱

雅当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影响。

据悉，珀莱雅主要从事化妆品类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目前旗下拥有珀莱雅、优资莱、悦芙

■、韩雅、猫语玫瑰、悠雅、TZZ、YNM等品牌。

近日，北京商报记者通过多方走访调查发现，“鹿角巷”杯装冲饮奶茶并非台

湾网红奶茶店“鹿角巷”所推产品，其生产厂家———安徽香飘飘食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安徽香飘飘”）也并非“可绕地球一圈”的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香飘飘”）。业内人士表示，安徽香飘飘正是利用企业对品牌和商标的保护

意识不强，钻了空子，既打了香飘飘的品牌卖点，又蹭了鹿角巷的网红热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