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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久保玲被撞脸 真假难辨的“小红心”

将停业改造 菜市口百货转型生活购物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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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潮牌川久保玲“小红心”也没能逃过李逵李鬼之谜。近日，有消费者反映，北京

部分商场出现了和川久保玲“小红心”品牌PLAY�COMME�des�GARCONS�非常相似

的品牌店C.d.G.PLAY。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C.d.G.PLAY为英国注册品牌，无论是

该品牌使用的C.d.G.PLAY缩写商标，还是心形LOGO、服装款式，都与日本潮牌川久

保玲的“小红心”品牌非常相似。业内人士认为，C.d.G.PLAY不排除是国内企业抢注商

标，利用正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中国抢占市场的可能。时尚行业一直是商标抢注的

重灾区，正牌虽然有维权空间，但代价会非常高昂。

李逵李鬼

在崇文门合景·摩方B1层，这家C.d.G.

PLAY整个店铺外墙到处可见“小红心”图案，

并挂出了2-4折的宣传标语。北京商报记者看

到，店内主要出售卫衣、毛衫、裤装以及羽绒

服、球鞋等冬装，除了成人装，也有部分童装。

从款式上看，店内陈列的“双心”LOGO卫衣、

小红心羊毛开衫和V领毛衣等和大众熟知的

日本“小红心”品牌PLAYCOMMEdes

GARCONS很相似。

据了解 ，PLAYCOMMEdes GAR-

CONS是川久保玲自创品牌COMMEdes

GARCONS下的一个年轻潮牌副线，产品包

括服饰、箱包、香水等，其标志“小红心”出自

川久保玲御用插画设计师FilipPagowski之

手，极具辨识度，该品牌服饰在年轻人中也十

分受追捧。

不过，仔细翻看C.d.G.PLAY产品的吊牌

就会发现，商品产地都是浙江台州，经销商为

泰冉实业（厦门）有限公司。店内商品价签标

注的价格几乎都在千元以上，部分羽绒服售

价2000-4000元不等，但由于有折扣，实际售

价要低得多。一件标价1063元的毛衣，店员表

示折后大约300多元。

当北京商报记者问及该品牌是否为日本

川久保玲“小红心”品牌时，店员予以否认，并

强调“这是英国潮牌CDG”。记者注意到，收银

台处有一块小的提示牌，写有“本店产品属于

英国乐玩有限公司旗下的C.d.G.PLAY品牌官

方授权正品”，但一般消费者并不会注意到。

店员告诉记者，C.d.G.PLAY店铺多以短期租

赁方式进入商场，没有固定的品牌门店，商品

由厂家直供，合景·摩方店只开到本月15日。

据了解，C.d.G.PLAY店铺基本都选择在

中高端商场短暂进驻。据网友提供的线索，仅

北京地区，该品牌店铺就先后出现在奥特莱

斯、万达广场、王府井apm以及国瑞城等多家

商场。此外，上海、宁波、南京、重庆、昆明等城

市商场内，该品牌也设有店铺。

不少网友表示，由于开在了正规商场内，

商品和LOGO与日本“小红心”品牌PLAY

COMMEdes GARCONS又 很 像 ，C.d.G.

PLAY的价签标的都是和正品差不多的原价，

对品牌是否为正品没有怀疑过。在小红书上，

一名网友就发帖表示，自己在某商场购买了

C.d.G.PLAY的球鞋，原本以为捡了便宜，以折

扣价买到了正品，经人提醒才知并非日本的

那个“小红心”，要求商家退货遭拒后，她向

12315投诉，后一位自称经理的人主动联系

她，进行了退款。

商标抢注？

C.d.G.PLAY缘何能够进入一二线城市核

心商圈？北京商报记者就此联系到合景·摩

方。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品牌为临时场地租赁

租户，商场已严格按照政府相关部门要求，在

与品牌签订场地使用合同前要求品牌方提供

营业执照、品牌商标注册证明、授权证明等相

关资质证明文件，尽到了合理审慎义务。对方

持有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颁发的商标注册证

明，依法有效，属于合规经营。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商标查询发现，C.d.G.

PLAY商标于2018年1月底注册成功，现所有

者为乐玩有限公司，注册地为英国伦敦，同

时，该商标在中国国内也可以被查询到。该商

标申请注册的项目包括服装、婴儿裤（内衣）、

游泳衣、靴、鞋、帽、袜、手套（服装）、领带、皮

带，有效期到2028年1月底。除了C.d.G.

PLAY，记者发现，该公司还注册了不同字体、

底色和字母组合的“CDG”商标，其中部分处

于“待审中”，部分已注册成功。

此外，北京商报记者还发现，乐玩有限公

司还有两个关于著作权的申请。天眼查显示，

该公司于2018年5月分别对美术作品“CDG之

心”和“CDGPLAY标识”进行过申请。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小红心”品牌PLAY

COMMEdesGARCONS并未在中国进行注

册，只有主品牌COMMEdesGARCONS能

查到商标注册信息，注册方为科姆德卡森株

式会社，注册地为日本。北京商报记者没有查

询到PLAYCOMMEdesGARCONS是否申

请过“小红心”图案专利的记录。

西单老佛爷百货COMMEdesGAR-

CONS门店店员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目前，

COMMEdesGARCONS及副线PLAY中国

业务由I.T集团代理，PLAY系列在中国的官

方线下销售渠道主要为西单老佛爷百货

COMMEdesGARCONS品牌门店、三里屯

太古里DoverStreetMarket买手店以及I.T

品牌集合店。

对于C.d.G.PLAY的存在，I.T集团相关负

责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集团

已关注到该品牌的动向，并在今年8月发现其

在商场开店后第一时间发布了声明，并发送

通知给集团所有合作商场，希望可以联合起

来抵制假冒伪劣。截至目前，从北京到三亚，

都有疑似假冒品牌在销售，它们大多以快闪

店或临时打折促销申请入驻商场，通过模糊

视觉形象和名称欺骗消费者，对品牌和消费

者都造成了损失，希望各地消费者协助共同

维权，集团也在积极观察与收集证据，保留法

律诉讼的权利。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律师王

晔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从商标维权角度来

说，我国商标法虽然保护的是注册商标，但如

果未注册商标在我国拥有很高知名度，属于

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也可以获得保护。如果正

品品牌可以证明对方商标为抢注，也就是说，

能证明对方是在明知商标属于正品品牌的情

况下还进行抢注，正品品牌可以申请宣告该

商标无效。我国商标法规定，商标注册不得侵

犯他人的在先权利，也不得在明知情况下抢

注他人已经使用的商标。

行业难题

实际上，在时尚行业中，商标抢注现象普

遍存在。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日本生

活方式品牌MUJI■印良品。由于该品牌进入

中国市场前只对部分品类的商品注册了商

标，遗漏品类被一家中国企业抢注了“无印良

品”中文简体商标，导致其在进入中国市场后

至今无法在门店和相关商品上使用“无印良

品”商标，只能选择繁体字MUJI■印良品商

标。截至目前，这场商标拉锯战已持续了近20

年，依然难分胜负。

不久前，本报也曾对韩国知名化妆品品

牌3CE在中国遭商标抢注一事进行过报道。

全称为3CESTYLENANDA的韩国3CE品牌

今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但此前3CE已被一

家中国企业以3CONCEPTEYES的名称进

行了抢注。产品上，两个3CE十分相似。更为

戏剧性的是，中国3CE还大规模开设门店以

及拓展线上渠道，比正牌3CE发展得还快。

时尚产业投资人、优意国际CEO杨大筠

表示，目前，国内存在大量的商标抢注公司，

专门模仿和抢注国外在中国未注册或者未做

领土延伸、有法律空白的品牌，抢注成功后，

或以要挟手段卖给对方，或授权他人去经营。

这也是国外很多品牌对中国知识产权广为诟

病的地方。

杨大筠指出，商标抢注行为在国外较少

出现，一是源于国外对商标归属的认定大多

基于事实而非注册，二是这类行为代价高昂，

一旦诉讼失败，抢注方会面临巨额赔偿。中国

商标权建立在注册制基础上，品牌方要想打

赢官司，夺回商标，要付出巨大的金钱和时间

成本，而违法成本却很低。在持续不断的诉讼

过程中，中国企业以低价倾销方式将抢注品

牌延伸到各个领域，大量在市场中泛滥，即便

5-10年后原品牌方诉讼成功拿回品牌，整个

市场和消费者端已经被严重破坏，这对原品

牌未来在中国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就PLAYCOMMEdesGARCONS商标

被抢注，杨大筠认为，品牌方应该及时出手止

损。最快的方法就是从对方手中购回商标，防

止损害进一步扩大。但对方有可能不卖或开出

天价，那就只能通过诉讼方式来解决。“这种情

况下，品牌方往往陷入两难，也很无可奈何。”

北京商报消费不等式调查组/文并摄

北京小商品市场的转型步伐进一步加

快。12月9日，北京商报记者走访菜市口百货

市场看到，该市场贴出“升级改造，清仓甩

货”的公告，该市场将于12月31日停业改造，

计划明年4月重装开业。业内专家认为，小商

品市场业态应该随着城市的发展潮流逐步

转型，重新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同时

建议菜市口百货市场在改造前可做一轮周

边消费者调研，相信对改造方向会有更明晰

的帮助。

位于广安门内大街南侧的菜市口百货

市场中心于年底闭店，并将在3个月改造后

重新开业。北京商报记者走访看到，菜市口

百货市场的各大进出口位置都贴着闭店调

整公告。公告显示，该市场将于12月31日18

时闭店，进行整体升级改造。同时，该市场暂

定于2020年4月1日重新开业，并对该市场

进行全方位提升。

据悉，菜市口百货转型的方向是生活购

物广场，便民商业仍是主力业态。北京商报

记者在现场看到，菜市口百货市场目前为小

商品零售业态，总共拥有两层区域，其中，一

层以鞋履、箱包、珠宝业态为主，二层以五

金、服装、床上用品为主。菜市口百货市场总

经理李毅透露，改造后的菜市口百货市场将

更名为“菜市口生活购物广场”，该市场会优

化整体内部环境，增加文化产业及注重服务

质量的提升。

李毅表示，从具体调改内容来看，未来

菜市口百货市场依旧是以生活便民业态为

主，例如增加儿童零售、鲜花、干果零食等。

据了解，菜市口百货市场总共约5000多平方

米，目前内部拥有100多家商户营业。

周边居民密度大，便民服务是刚需。北京

商报记者看到，菜市口百货市场内熙熙攘攘，

大多为年龄较大的周边居民。在随机采访中，

一位王姓消费者向记者表示，这里的针头线

脑都是平时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很多大型

购物商场和超市很难买到，而网上购物又需

要等待较长时间，十分不便。该消费者还表

示，菜市口百货市场已经在此经营快18年了，

面积虽小，但五脏俱全，给周边居民提供了很

大的便利。据悉，菜市口百货市场位于南二

环，周围分布有钢院社区、报国寺社区、东北

大街社区等多个大型居民社区。

菜市口百货市场的转型只是北京批发

市场转型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北京先后

有50家左右市场、菜场、批发市场等关停或

停业改造。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

根据政府政策颁布的时间，“疏解整治促提

升”涉及范围广、整顿力度大，“所以这次的

菜市口百货市场调改也是预料之中”。

“伴随消费态势的更新，不适应消费需

求的业态的确应该清除。”北商研究院特邀

专家、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认

为，就菜市口百货市场本身的特质而言，改

造不应该仅仅是小商品市场的升级，而是要

从打造一个综合服务体的角度出发，将新的

菜市口生活购物广场打造成集约化、有品

质，同时普通百姓又消费得起的场所。

赖阳举例指出，在满足百姓基本买菜、

购物等需求外，适当增加儿童项目、书吧、小

型咖啡厅等体验业态，既不要一味追求高端

化脱离消费者需求变成精品屋，也不要太过

局限在原有模式，做到真正的业态模式的体

系重构。“总之，就是在做到符合区域相应消

费需求的同时，运营模式等也要符合经济规

律，符合健康良性发展的盈利模式。”

对此，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

立平也表示认同，陈立平坦言，在功能区设

置方面，应考虑到该区域中老年消费者居

多，适当增加老年人活动场所、休闲场地。

除此之外，陈立平强调，有必要保留菜

市口百货市场原有特色。“小商品批发一度

是菜市口百货市场最大特色，附近的老年消

费者甚至不惜转几趟公交也会去那边采购，

原因就是价格低廉、产品合格。”陈立平直

言，近年来线下实惠日用品的购买已经越来

越困难，尤其是老年人对线上购物的盲区外

加超市价格相对高，他们的线下购物已经成

为一大难点。如果可行，建议菜市口百货市

场在改造前可做一轮周边百姓调研，相信对

改造会有更明晰的方向性帮助。

除了保留部分原有项目，陈立平还建

议，改造可从硬件设施上着手，对于环境卫

生、防火防盗设施等，菜市口百货市场可进

行提升。其次可在买卖公平、辨别假冒伪劣

产品等方面构建一个合适的监督体系或是

平台，打造一个让人放心的购物场所。

北京商报记者 闫岩 刘卓澜 实习记者 陈媚

浙江台州：产地

C.d.G.PLAY

乐玩有限公司：商标持有者

英国（中国也可查到）：注册地

商品标签图案：

C.d.G.PLAY

吊牌：

C.d.G.PLAY+产品合格证双吊牌

C.d.G.PLAY或CDGPLAY：门店LOGO

PLAYCOMMEdes GARCONS

产地：日本

商标持有者：不详（于中国未注册）

注册地：日本

商品标签图案：

PLAYCOMMEdes GARCONS

吊牌：

PLAYCOMMEdes GARCONS

+COMMEdes GARCONS双吊牌

门店LOGO：COMMEdes GARCONS

智慧融合 商业之治

谁将问鼎2019年度北京十大商业品牌

北京商报讯（记者 王晓然 陈韵哲）随着
2019年度（第十三届）北京商业高峰论坛的

成功举办，一年一度的北京十大商业品牌评

选也进入了最后的评选阶段。回顾往昔十四

载，“北京十大商业品牌”见证了北京商业的

发展，也成为北京商业领域的榜样。谁将在

众多参评企业中脱颖而出，成为2019年度北

京商业品牌的新名片？2020年1月9日揭晓

答案之前，需要您投出自己的一票。

北京十大商业品牌评选是北京市商业

联合会同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主办的公

益品牌活动，由北京商报社承办，如今已迎

来了第十五届，堪称北京商业领域规模最

大、最具权威性、影响力最为深远的年度评

选活动。活动每年从北京商业领域遴选出北

京商业的年度榜样，已发展成为商业与政

府、商业与社会、商业与消费者的沟通桥梁。

2019年度（第十五届）北京十大商业品

牌评选活动的主题为“智慧融合 商业之

治”，该主题揭示了首都商业发展全新的趋

势走向。消费升级在2019年继续升温，并将

在2020年逐步走向深度融合。

在历届评选经验的积累下，2019年度

（第十五届）北京十大商业品牌评选活动的

评选机制更加完善，整个评选历程从启动到

公布最终结果历时5个月，期间经过本年度

候选品牌库建立、品牌提名、专业评审团评

审、公众网络投票等多个环节，确保评选公

开、公平、公正。在奖项设置方面，本届评选

也结合时代脉动进行了调整，特别增设了

“70年北京商业品牌成就奖”；此外，2019年

商业企业生机勃勃勇于创新，为了鼓励这些

优秀品牌，活动还引入了组委会特别奖项

“十大新字号品牌”和“十大夜消费打卡地”。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度（第十五届）北

京十大商业品牌评选活动将围绕行业融合

趋势，迎合消费新需求，范畴以商业流通行

业为主，同时涵盖为消费提供便利和工具的

服务业企业。

据北京十大商业品牌评选活动组委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对参选商业企业的遴选

与考核中，组委会抽取专业评审团代表，综

合考量参选企业的业态代表性、平衡性和成

熟度。同时，评选活动中，公众网络投票将在

评审过程中继续占据较大权重。评选活动将

搭建专业的互联网投票平台，对来自消费端

的公众意见进行统计，并计入最后的评价体

系，力求全面呈现首都优秀商业企业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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