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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梁成文 李云霞 李
芳丽）“以前是他们的加盟店， 合同刚解
除，他们就起诉我们的招牌侵权了，这有
道理吗？ ”“有， 加盟合同到期或提前解
除， 继续使用授权方的标识就侵犯了注
册商标专用权，要承担民事责任。 ”近期
在娄底中院知识产权合议庭经常重复这
样的对话。 这都缘于一批商标侵权纠纷
案件， 北京某母婴连锁公司授权他人使
用其品牌，合同到期或提前解除后，加盟
商继续使用原来的店面招牌、广告语、店

内标识等。 某母婴品牌公司要求原加盟
店更换门头，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未果，
遂起诉至法院。

法院受理案件后， 承办人引导双方
当事人在庭前进行举证， 得知有的加盟
商刚解约 1 个月， 原告就通过公证方式
保全证据，导致加盟商情绪激动。 因加盟
商加盟期间与公司之间矛盾重重， 解约
后又被公司起诉，被告们积怨很深。

针对被告的这种心理， 法官释法析
理，解释商标权保护的相关规定：未经商

标注册人的许可， 在同一种服务使用与
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 容易
导致混淆的， 就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
权。 被告与原告的合同到期或提前解除
后，不及时去除原告的商标标识，就构成
商标侵权。 经过法官的释法析理，被告知
道自己行为错误，但对原告主张 10 万元
的赔偿款备感压力。 法官助理根据被告
侵权时间、侵权地域、加盟商店铺面积以
及结合今年疫情的特点以及双方前期加
盟的情况，组织双方进行多轮电话、视频

调解。 最后，3 个案件全部在庭前调解结
案。

【法官提醒】
加盟店合同到期或提前解约后 ，要

及时去除因加盟而获得的商标标识 ，不
要抱侥幸心理，认为权利人远在外地，鞭
长莫及。 需要去除的商标标识不限于店
铺招牌，也包括店内装潢、产品包装、展
示柜、 宣传册等处所使用的权利人的商
标标识，否则，构成商标侵权。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媛媛 李永忠）
近日 ， 南县法院受理了 3 件特殊的案
件，原告系南县中鱼口镇育新村村民委
员会 ， 被告系该村 3 位年近七旬的老
人， 争议的事项为该村委会 2008 年承
包给 3 位老人的鱼塘无法收回，无法重
新承包给意向租赁人，致使村委损失较
大。 因多年来双方一直未达成合意，今
年年初 ，该村委会诉至法院 ，请求 3 位
老人排除妨害，返还原物。

3 位老人个性均比较古板、固执，南
县法院民事审判庭考虑老人行动不便
等因素，特意派两位资深法官送达应诉
材料，并将 3 案排在同一天开庭。 然而，
1 月 27 日开庭 ，3 位老人均未到庭 ，为
充分保障老人的合法权益，法官们赶赴
该村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法官们从情、
理、 法多角度给老人们做工作， 经过 4
个多小时的调解，双方最终在法院主持
下签订了调解协议。临走时，3 位老人对

法官表示了感谢。

【法官说法】
排除妨害请求权是公民生活中一

条重要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物权法》
第 35 条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
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 ”本

案案情清楚 ，法律关系明确 ，案件难度
不大。 该案争议发生在村内部，被告人
年龄较大 ，调解更具有优势 ，纠纷得以
较为彻底的解决。 而且，和睦乡里有利
于社会稳定 ，增加司法满意度 ，调解的
过程也是向当事人和人民群众进行法
制宣传教育的过程。

春节假期一眨眼就没了，不过也有
小伙伴会趁着这个机会，安排调休或者
补休，很多人对这两者傻傻分不清。 调
休是什么？ 补休是什么？ 对劳动权益有
什么影响？

◆调休、 补休是什么

调休从文义解释看，是调整休息时
间的意思。 从我国现行规定看，国务院
有权调整全民的休息时间，企业有权调
整企业内部的休息时间。

补休 ，顾名思义 ，是弥补休息时间
的意思。 是指该休息而未休时，事后用
其他时间来弥补之前该休而未休的时
间。

◆调休、补休是如何规定的

国务院针对全民的调休：国家级的
调休 ，其实主要用于节假日挪假 ，是指
将某个特定的公休日调到其他时间（一
般是往后调 ），这和 “补休 ”性质是不一
样的。 调休是国家利用公权力直接改变
了公休日的日期，将一个不属公休日的
日期直接改为公休日。

企业内部的调休 ：特殊工时制中
的 调 休 : 《劳动 部 关 于企 业 实 行不 定
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 工 作 制的
审批办法 》第 6 条规定 ，对于实行不
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 时 工 作制
等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的职工 ，企业
应 根 据 《劳 动 法 》第 一 章 、第 四 章 有
关规定 ，在保障职工身体健康并充分
听取职工意见的基础上 ，采用集中工
作 、集中休息 、轮休调休 、弹性工作时
间等适当方式 ，确保职工的休息休假
权利和生产 、工作任务的完成 。

也就是说 ，对于实行特殊工时制
度的职工 ，企业可以采用调休方式确
保职工的休息休假权利 。

补休的法条规定 ：1994 年 《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 将补 休写 入 法
律 ，《劳动法 》第 44 条规定 ：休息日安
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 ，支
付 不低 于 工 资的 200%的 工 资 报 酬 。
所以 ，根据 《劳动法 》的规定 ，补休是
用来弥补劳动者在休息日 正 常工 作
而失去的休息时间 。补休时间应等同
于加班时间 。

◆能以调休 、 补休代替法定节假
日加班费吗

我国 《劳动法 》第 44 条规定 ：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
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
资的工资报酬：

（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150%的工资报酬;

（二 ）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
能安排补休的 ， 支付不 低 于 工资 的
200%的工资报酬;

（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300%的工资报酬。

上述 3 种情形中，只有在第（二）种情
形下， 用人单位可以在安排补休或者支付
加班工资两者之间进行选择。 而对属于
“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和“法定休
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情形，用人单位
必须按上述规定的标准支付加班工资，而
不能以安排调休、补休的形式予以冲抵
或规避。 尤其是法定节假日具有不可替
代性 ，调休 、补休等方式无法弥补劳动
者应该享受的法定节假日的相关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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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休、补休傻傻分不清楚？ 解答来了
■微支招

加盟到期不换标 心存侥幸成被告
娄底中院审结一批商标侵权纠纷案件

承包 12年鱼塘无法收回 法官倾心调解排除妨害

调解现场。

据《工人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