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16日讯 今天， 长沙
市经信委联合阿里巴巴举办长沙
首届“互联网+采购”论坛主题活
动。 论坛现场分享了企业如何通
过互联网+采购降低成本、阿里巴
巴大买家采购详解以及大买家互
联网采购现场交流等活动， 旨在
推动我省大型企业由传统采购模
式向互联网+采购模式转变，帮助
传统制造业企业变革供应链，扩
大寻源半径、降低采购成本。

目前，阿里巴巴1688大企业
采购已服务数千家大型企业采购
商， 帮助各大企业降低采购成本
20%以上， 提升采购效率50%以
上。 参与本次论坛活动的中国中
铁、 三一重工等大型企业均己尝
试通过“互联网+采购” 降低成
本。 据有关数据显示， 湖南中烟
2016年通过阿里巴巴大企业采
购平台， 节省采购成本超过1.13
亿元。 ■记者 邹靖方

最高人民法院8月16日在
第一法庭对上诉人广东加多宝
饮料食品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
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擅
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
纠纷上诉两案进行了公开宣
判。 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
为， 广药集团与加多宝公司对
涉案“红罐王老吉凉茶”包装装
潢权益的形成均作出了重要贡
献， 双方可在不损害他人合法
利益的前提下，共同享有“红罐
王老吉凉茶”包装装潢的权益。

二者均对包装发挥作用

2012年7月6日，广药集团
与加多宝公司于同日分别向法
院提起诉讼，均主张享有“红罐
王老吉凉茶” 知名商品特有包
装装潢的权益， 并据此诉指对
方生产销售的红罐凉茶商品的
包装装潢构成侵权。 广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红罐王
老吉凉茶” 包装装潢的权益享
有者应为广药集团， 大健康公
司经广药集团授权生产销售的
红罐凉茶不构成侵权。 由于加
多宝公司不享有涉案包装装潢
权益，故其生产销售的一面“王
老吉”、一面“加多宝”和两面
“加多宝”的红罐凉茶均构成侵

权。 一审法院遂判令加多宝公
司停止侵权行为， 刊登声明消
除影响， 并赔偿广药集团经济
损失1.5亿元及合理维权费用
26万余元。

加多宝公司不服两案一审
判决， 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最高人民法院对此认为，结
合红罐王老吉凉茶的历史发展
过程、双方的合作背景、消费
者的认知及公平原则的考量，
因广药集团及其前身、加多宝
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均对涉案
包装装潢权益的形成、发展和
商誉建树，各自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将涉案包装装潢权益完
全判归一方所有，均会导致显
失公平的结果，并可能损及社
会公众利益。因此，涉案知名
商品特有包装装潢权益，在遵
循诚实信用原则和尊重消费
者认知并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的前提下， 可由广药集团与加
多宝公司共同享有。 在此基础
上， 广药集团所称加多宝公司
生产销售的红罐凉茶商品，以
及加多宝公司所称大健康公司
根据广药集团授权生产销售的
红罐凉茶商品构成擅自使用他
人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权益
的主张，均不能成立，对广药集
团及加多宝公司的诉讼请求均
予以驳回。

应相互谅解
促民族品牌做强

最高人民法院还在终审判
决中指出， 知识产权制度在于
保障和激励创新。 对这类纠纷
的处理， 需要充分考量和尊重
纠纷形成的历史成因、 使用现
状、消费者的认知等多种因素，
以维护诚实信用并尊重客观现
实为基本原则， 严格遵循法律
的指引，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
最高人民法院正是基于上述立
场， 确认双方在不损害他人合
法利益的前提下， 可以共同享
有涉案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
权益。广药集团与加多宝公司，
均曾为“王老吉”品牌作出积极
的贡献。 在有效提升企业知名
度的同时， 也获得了巨大的市
场利益。但在“王老吉”商标许可
使用关系终止后，双方所涉知识
产权纠纷不断、 涉诉金额巨大，
引发了社会公众的一些关切与
担忧，还有可能损及企业的社会
评价。对此，双方应本着相互谅
解、合理避让的精神，善意履行
判决， 秉持企业应有的社会责
任，珍视经营成果，尊重消费者
信赖，以诚实、守信、规范的市
场行为，为民族品牌做大做强，
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
而努力。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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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12年， 湖南果冻产品
用高品质征服美国消费者，再
次叩开了美国的大门。8月16
日， 湖南新中意食品有限公司
战略新品发布会在长沙举行，
记者从会上获悉， 湖南新中意
食品有限公司今年以来已出口
美国800多吨新品果冻， 这是
“湘品出境”工程的重要成果。

“一带一路”是中国食品工
业走出去的历史新机遇， 目前
国内食品企业纷纷借助“一带
一路”走出国门。湖南粮食集团
董事、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陈根荣介绍， 新中意
将以“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为契
机，瞄准世界市场创新改革，推
动食品行业快速转型发展，预
计2017年全年的出口规模将在
4000多吨以上，产品涵盖果冻、
糖果、休闲食品等多个品类。

消费升级
传统糖果业销量下滑

近年来，过年的气氛趋淡，
再加上市民营养健康消费观念
的提升， 对整个糖果产业冲击
不小。 来自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的数据显示， 糖果和果冻2016
年销售额同比分别下降了
9.75%、5.69%。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糖果专

业委员会秘书长丁绍辉在主题
报告中直言不讳，“传统糖果业
在下滑， 休闲化趋势明显已经
成为行业的共识。”目前的糖果
市场存在“超市快消品整体下
滑；电商行业发展迅猛，对超市
快消品冲击比较大； 婚庆糖果
销量减少但品质要求上升，包
装需求丰富”三大趋势，丁绍辉
认为，低端市场慢慢在压缩，中
端市场发展迅速， 高端市场有
所提升。

面对挑战，如何破局？湖南
粮食集团董事、 金健米业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陈根荣指
出，伴随着消费观念的变化，消
费者对休闲食品的需求也从过
去纯粹追求口感逐步向多元化
方向发展， 休闲食品的受众也
逐渐从儿童和青少年向更广阔
的群体发展。 休闲食品产业的
多元化趋势将对企业的创新能
力及市场应对能力提出更高要
求， 谁在产品创新上获得了优
势， 谁就将在休闲食品产业新
一轮的竞争中占据主动。

新品获青睐
现场成交4000多万元

在湖南，糖果规模企业较
少，新中意食品算是湖南糖果
企业中的龙头，在被中国粮食

第一股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
司收购之后， 开始向时尚休
闲、营养健康转型。目前新中
意食品拥有20多条生产线，通
过对现有车间的全面改造，提
升生产条件和效率，使企业迅
速通过了 FDA、SC、ISO等体
系认证。

发布会上， 陈根荣介绍，
经过近两年的谋划和努力，目
前新中意已经形成了系统的战
略新品规划，一方面，将着力打
造“酸奶+”系列产品，采用金健
桃花源牧场自产鲜奶制作成酸
奶，通过在酸奶中加入果肉、果
汁、果酱、糙米、红豆、青稞等一
系列对人体有益的营业成分，
将产品的口感和营养完美融合
在一起；另一方面，将着力发展
新型健康休闲食品。

打铁还需自身硬， 在刚刚
落下帷幕的湖南新中意食品有
限公司2017年战略新品发布会
上，由新中意公司出品的酸奶+
甜品等系列休闲食品获得来自
全国各地300多名经销商的青
睐，现场成交额达4000多万元。

引领行业
打造休闲食品产业集团

“湖南粮食集团入主后，金
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进一步明

确了精深加工粮油食品产业的
发展方向， 经过一年多的发展
和梳理， 新中意食品的定位越
来越清晰， 那就是将新中意打
造成为金健旗下国内领先的休
闲食品产业集团。

会上， 陈根荣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围绕上述定位，金
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将从资
金、政策、资源等各个方面对新
中意的发展予以全力支持，助
力新中意食品产业升级、 产品
研发和市场推广，届时，新中意
将插上腾飞的翅膀， 步入高速
发展的轨道。 ■记者 潘海涛

通讯员 程彧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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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中意食品有限公司战略新品发布会在长沙举行

借道“一带一路”，湖南果冻闯国际

湖南新中意食品有限公司系金
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位于津市市嘉山工业区嘉山大
道8号，注册资本8000万元，拥有20多
条糖果、果冻及其他休闲食品先进生
产线。“中意”牌糖果及果冻产品曾多
次获“湖南省名牌产品”、“科技产品
进步奖”和“中国食品博览奖”等称
号。2009年4月，中意商标荣获“中国
驰名商标”称号，2012年-2014年公司
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省级技术中
心”的荣誉称号。

五年“红罐之争”出结果
王老吉加多宝共享包装权益

新中意食品新品获经销商青睐，现场成交40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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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中意
食品有限公司简介

我省大型企业转变传统采购模式
“互联网+采购”助企业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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