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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产权审判动态跟踪”是北京隆诺律师事务所为适应我国知

识产权法律服务需求、打造专业化律师团队推出的全新服务项目。我们从

2020 年起，对最高人民法院及其知识产权法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互联网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北京市朝

阳区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市浦东新

区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广州互联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杭州知识产权法庭、杭州互联网

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苏州知识产权法庭、福

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州知识产权法庭、厦门知识产权法庭、武汉知识产

权法庭等全国主要知识产权审判机构作出的典型裁判进行定期跟踪和发

布，帮助企业及时了解中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动向，并以我们精专的分析

解读，为企业创新驱动发展保驾护航。 

 

跟踪期间：2022 年 5 月 31 日～2022 年 6 月 13 日 

本期案例：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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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类 

 

专利民事纠纷 

案例 1：船舶公司与瑞沃公司等发明专利侵权案 

 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案号：（2019）沪 73知民初 350号 

 一审原告：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一审被告：上海瑞沃路桥设备有限公司、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案由：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 

 案情简介：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船舶公司）系发明名称为“一种车载式机械化桥及其架设/撤收方法”、专

利号为 ZL 200910123108.9 的发明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

船舶公司认为，上海瑞沃路桥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沃公司）以及杭州

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专公司）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使用的应

急架桥车(以下简称涉案架桥车)以及涉案架桥车的架设和撤收方法，侵害了

涉案专利权，遂起诉至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以下简称上海知产法院），请求

判令被告瑞沃公司和杭专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原告船舶公司经济

损失 100 万元以及合理开支 30 万元。杭专公司辩称，涉案架桥车与涉案专

利权利要求之间存在既不相同也不等同的技术特征，故涉案架桥车的技术方

案不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并且涉案专利属于国防专利，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发布解密公告，而被控侵权行为发生在涉案专利解密公告

日之前，在此之前涉案专利所有的专利文件都没有公开，被告杭专公司也不

可能接触到原告专利文件，故无论涉案架桥车是否落入专利保护范围，被告

杭专公司制造、销售涉案架桥车的行为，均不应视为侵权。瑞沃公司辩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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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公司仅是涉案架桥车的销售方，所售商品具有合法来源，即使涉案架桥车

属于侵权商品，被告瑞沃公司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海知产法院经审理认

为，经现场勘验，保全的涉案架桥车具备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2 的全部技

术特征，因此涉案架桥车的技术方案落入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2 的保护

范围。对国防专利的保护同样适用专利法对于发明专利权的规定，发明专利

权自公告授权日生效，《国防专利条例》对于国防专利在国务院专利行政部

门出版的专利公报上公告该国防专利的申请日、授权日和专利号的特殊规

定，并不影响国防专利自公告授权日起享有专利法所给予的保护。本案被控

侵权行为均发生在 2013 年 4 月 10 日（即涉案专利公告授权日）之后，故被

告杭专公司使用与涉案专利相同技术方案制造、销售、许诺销售涉案架桥车

的行为，以及被告瑞沃公司销售、许诺销售涉案架桥车的行为，均构成对原

告涉案专利权的侵害。同时，被告瑞沃公司销售的涉案架桥车均来源于被告

杭专公司，且并无证据证明被告瑞沃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所销售的涉

案架桥车属于侵害原告涉案专利权的侵权产品，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瑞沃公

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但鉴于被告瑞沃公司确实实施了销

售、许诺销售涉案侵权架桥车的侵权行为，故被告瑞沃公司应就原告为制止

涉案侵权行为所支出的部分合理费用，与被告杭专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上海知产法院据此判令被告瑞沃公司和杭专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判令杭

专公司赔偿船舶公司经济损失 60 万元以及合理支出 15 万元，瑞沃公司对

合理支出中的 2 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规则：国防专利属于涉及国防利益以及对国防建设有潜在作用需要保密的发

明专利。对于《国防专利条例》未做规定的，均应适用专利法和专利法实施细则

的有关规定。专利法对于发明专利权的规定对国防专利的保护同样适用，国防专

利自公告授权日起享有专利法所给予的保护，侵权行为发生在解密公告日之前不

应视为侵权的抗辩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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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类 

 

商标民事纠纷 

案例 2：五芳斋公司与苏蟹阁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上诉人（一审原告）：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苏蟹阁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赢礼实业有限公司   

 案由：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纠纷 

 案情简介：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芳斋公司）是核定使用在

第 30 类粽子商品上的第 9720610 号“ ”、第 10379873 号“ ”、第 331907

号 “ ”以及核定使用在第 16 类包装盒商品上的第 3781249 号

“ ”商标（以下统称涉案商标）的商标权人。五芳斋公司认为，上海赢

礼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赢礼公司）提供了粽子及礼盒（以下简称涉案礼盒）、

上海苏蟹阁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蟹阁公司）进行组合销售带有“五芳斋”商

标（以下简称被诉侵权标识）的商品，侵害了其对涉案商标享有的商标权，遂

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苏蟹阁公司、赢礼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并销毁

印有被诉侵权标识的包装盒及商品，共同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 30 万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礼盒内的粽子来源于五芳斋公司授权销售商，故

其为正品，五芳斋公司在审理中确认散装粽子与礼盒内所装粽子在包装、品质等

方面并无区别。可见，在涉案礼盒包装上使用与注册商标基本相同标识的行为既

未破坏商标指示来源的功能，又未破坏商标品质保证的功能，故苏蟹阁公司、赢

礼公司的行为并未侵犯核定使用在粽子商品上的第 9720610、10379873、33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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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涉案商标的权利。但苏蟹阁公司在销售的涉案礼盒上突出标注“五芳”“美味五

芳”“五芳斋”标识，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行为，其未经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

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侵犯了五芳斋公司核定使用在包装盒商品上第

3781249 号涉案商标专用权。综合考虑涉案商标的知名度、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

度、侵权行为的影响、五芳斋公司支付的律师费等因素，并考虑到涉案礼盒内的

粽子确实来源于五芳斋公司，酌定赔偿金额和合理开支共计 3 万元。 

五芳斋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以下简称上海知产

法院）。上海知产法院经审理认为，苏蟹阁公司、赢礼公司将来源于五芳斋公司

的正品散装粽子分装入来源不明但外观与五芳斋公司的正品礼盒近似的涉案礼盒

中，再以五芳斋粽子礼盒的名义和不同的销售价格对外销售。涉案礼盒外包装上

使用了“五芳斋”“美味五芳”“五芳”等与注册商标近似或基本相同的字样，

且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易使相关公众对礼盒粽商品

产生混淆误认，破坏礼盒上的注册商标与礼盒内商品的来源指示关系，侵占

正品礼盒粽的市场份额，对于五芳斋公司的商业声誉产生影响，故前述行为

亦侵害了五芳斋公司第 9720610、10379873、331907 号涉案商标专用权。一审法

院认定苏蟹阁公司、赢礼公司未侵害五芳斋公司前述三项注册商标权，属于

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一审法院判定侵害第 3781249 号商标的部分予以认

可。综上，苏蟹阁公司、赢礼公司对“五芳斋”正品粽进行分装销售的行为

侵害了五芳斋公司对涉案商标的专用权，不过综合考虑到销售数量较少且获利

不高，五芳斋公司的散装粽和礼盒粽之间的平均差价不大，且苏蟹阁公司、

赢礼公司确实购买了五芳斋公司的正品散装粽，未对五芳斋公司造成较大损

失，故对一审判赔金额予以维持，即赔偿金额和合理开支 3 万元。  

 裁判规则：将来源于商标权人的散装产品分装入假冒的包装盒中，并在该包装盒

上使用与商标权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识，以商标权人的名义对外销售，破

坏了包装盒上的注册商标与包装盒内商品的来源指示关系，容易导致相关公

众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误认，构成商标侵权。 

（本案判决尚未公开，相关内容系根据法院官方报道内容归纳） 



 

 

 
8 / 15 

 

 

涉案商标 核定使用的商品种类 

、 、  

第 30 类 粽子等 

 
第 16 类 包装盒等 

 

 

 

著作权类 

案例 3：音集协与盛世公司著作权侵权案 

 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案号：（2022）鲁民终 341 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山东盛世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案由：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 

 案情简介：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经滚石公司授权，

管理《流行歌曲经典（第二辑）》收录的 367 首音乐电视作品（以下简称涉案音

乐电视作品）的放映权、复制权，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侵权使用者提起诉讼。

音集协认为，山东盛世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公司）在其经营的 KTV

中擅自储存并播放了涉案音乐电视作品中的 124 首，侵害了著作权人享有的放映

权，遂起诉至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济南中院），请求判令盛世公司赔

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 556857.6元。济南中院经审理认为，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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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制在一定媒介上，由一系列通过情景设计的有伴音或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

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在情节摄制、演员表演、灯光、

拍摄角度的选取等方面体现出一定的独创性，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

作品，应受著作权法的保护。盛世公司未经许可，在经营场所内的点播机上存储

了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并向消费者提供以点播形式使用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商业

性服务，侵害了著作权人享有的放映权。音集协主张的赔偿数额按照 9.2 元/天/

终端，以 52间包房计，营业时间为 1164天计算得出共计 556857.6元。济南中院

考虑到盛世公司 2018年经营时间较短，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卡拉 0K行

业经营普遍受到严重影响，同时考虑济南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酌定盛世公司赔

偿音集协经济损失 13万元(5*52*500=130000 元)。 

音集协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山东高院）。

山东高院经审理认为，音集协提起诉讼是因为涉案音乐电视作品使用人并未支付

其所管理作品的许可使用费，因此许可使用费可以被认定为权利人的实际损失。

盛世公司侵权期间为 2018年 10月 24日起至 2021年 12 月 31日，但考虑到 2020

年 1月 23日至 2020年 5月 20日济南地区受疫情影响，故酌情扣减 180天，由此

确定侵权赔偿期间共计 984 天。音集协官方网站上公布的收费标准，山东省调整

标准为 9.2 元/包房/天，但盛世公司疫情期间经营受到严重影响，故其应支付的

合理许可使用费应为 5 元×52 包房×984 天=255840 元。虽然音集协没有提供合

理开支证据，但是其委托律师进行了取证、出庭参加诉讼，必然要支出取证费用、

律师费用，山东高院综合具体案情确定 8000元合理费用，并据此判决撤销一审判

决，判决盛世公司赔偿经济损失 255840元及合理开支 8000元。 

 裁判规则：KTV 音乐电视作品的市场价值是通过鼓励传播、使用的方式实现的，

收取作品许可使用费是著作权人在 KTV 经营领域实现作品价值的主要方式。中国

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作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负有向作品使用人收取版权

费再分发给著作权人的权利和义务，因此，音乐电视作品著作权人或中国音像著

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主张按照许可使用费计算实际损失的，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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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竞争 

案例 4：刘鹏飞与金牛公司、务新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法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案号：（2021）渝民终 1083 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武汉金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鹏飞 

 一审被告：杭州务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芜湖汇德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一审第三人：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案由：不正当竞争纠纷 

 案情简介：刘鹏飞在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运营的淘宝电子商务平台开设了“乌金

建材经营部”的淘宝店铺。刘鹏飞认为武汉金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牛

公司）先后委托杭州务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务新公司）和芜湖汇德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德公司）在 2018-2020 年期间在淘宝电子商务

平台恶意投诉其淘宝店铺售卖金牛产品涉嫌侵权的行为，给其造成了严重的不良

影响和经济损失，遂诉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重庆五中院），请

求判令金牛公司、务新公司和汇德公司立即停止恶意投诉行为、赔偿经济损失及

合理开支 300 万元，金牛公司发布致歉声明、消除影响。 

重庆五中院经审理认为，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进行恶意投诉的行为实质

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先适用特别法《电子商务法》予以调整，再适用

《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规定的规制，本案中金牛公司、务新公司及汇德公

司的恶意投诉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第一，本案应当着重审查金牛公司投诉的通

知形式和构成侵权初步证据形式，以及刘鹏飞反通知形式和不构成侵权初步证据

形式的程序合法性问题。至于通过产品图片比对来判断案涉产品是否构成侵权，

应当以投诉期间淘宝电子商务平台的立场和角度及其规则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一

旦淘宝电子商务平台认定刘鹏飞反通知成立，金牛公司的通知即构成错误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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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金牛公司向淘宝电子商务平台投诉刘鹏飞侵害其商标权等权益，投诉行为

持续两年共八次，其中几次投诉理由完全一致，刘鹏飞对此分别发起不侵权的申

诉并均被淘宝电子商务平台审核通过，金牛公司第六次通知还因审核不合格被回

退处理，之后金牛公司仍以相同理由继续投诉。因此，金牛公司在明知或应当知

道其通知错误的情况下，既不及时撤回也不更正错误通知，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和

商业道德，恶意阻挠刘鹏飞正常经营活动，构成恶意发出错误通知。第三，金牛

公司与刘鹏飞均在淘宝网上开设店铺，销售的商品种类具有重合，存在竞争关系。

金牛公司恶意投诉行为具有违法性，违反了《电子商务法》的规定。而且，金牛

公司恶意投诉行为导致第三方淘宝电子商务平台耗费大量时间和资源审查和审

核，也使得刘鹏飞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应对投诉，严重扰乱电子商务合法

竞争秩序，还损害了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金牛公司恶意投诉行为

构成不正当竞争。第四，根据金牛公司、务新公司及汇德公司签订的知识产权保

护服务协议、侵权投诉授权委托证明及案件情况，三公司排挤“金牛”商品经销商

的目的非常明确，对刘鹏飞申诉及平台处理纠纷情况充分知晓，对投诉的目标任

务都有充分沟通，三公司在各自实施恶意投诉行为阶段存在共同侵权的意思联络，

构成共同侵权。金牛公司是全案恶意投诉行为的实施者，对全案恶意投诉行为承

担侵权责任，务新公司与汇德公司对各自参与的恶意投诉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最

后，根据特别法《电子商务法》有关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法院综合考虑恶意投诉

行为的主观过错、情节及后果，以及刘鹏飞遭受损失程度即营业额下降幅度和受

损的商誉难以恢复的现实，确定以刘鹏飞在两年投诉期间的经济损失 20 万元为基

数，金牛公司加倍赔偿 40 万元，务新公司、汇德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

重庆五中院判决武汉金牛经济公司、务新公司、汇德公司立即停止对刘鹏飞淘宝

店铺“乌金建材经营部”发出错误通知及不正当竞争的行为，武汉金牛公司赔付刘

鹏飞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40 万元，务新公司和汇德公司分别在其中 5 万元和 35

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金牛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高级人民

法院经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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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规则： 

1.在知识产权权利人向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发出通知时，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无

需对侵权行为是否成立进行实质性论证，也不应不加分析便立即采取措施，而是

应当对权利人提出的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进行初步审查，所述初步审查更大程度

上是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 

2.错误通知包括通知人无法证明其为相关权利人或者权利基础存在瑕疵的通知，

以及基于平台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可以确认侵权行为不成立的通知；此外，可根据

对不构成侵权的反通知是否成立综合判断通知是否错误。 

 

案例 5：艾默生公司与和美泉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 

 法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案号：（2021）闽民终 1129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厦门和美泉饮水设备有限公司（原名：厦门安吉尔水

精灵饮水设备有限公司）、厦门海纳百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王移平、厦门兴

浚知识产权事务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艾默生电气公司 

 案由：不正当竞争纠纷 

 案情简介：艾默生电气公司（以下简称爱默生公司）系“爱适易”系列商标的商

标权人。艾默生公司认为王移平名下的厦门和美泉饮水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和美泉公司）和厦门海纳百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纳百川公司）通

过厦门兴浚知识产权事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浚公司）于多个类别的商品或服

务上对“爱适易”系列商标的抢注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遂起诉至福建省厦门市

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厦门中院），请求判令和美泉公司、海纳百川公司、王

移平和兴浚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 500万元。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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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院经审理认为，和美泉公司、海纳百川公司未提交其实际使用所申请注册的“爱

适易”系列商标的证据，亦未对其在不同类别上注册上述商标的意图以及相关商

标的设计创作来源作出合理解释说明，其上述行为已明显超出正常的生产经营需

要，给艾默生公司带来维权负担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艾默生公司的正常

生产经营，其恶意抢注商标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

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依法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兴浚公司在明

知委托人所委托事项是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的情况下仍接受委

托，其行为构成帮助侵权，应当就其所实施的帮助行为，与被告王移平、和美泉

公司、海纳百川公司共同承担法律责任。厦门中院据此判决王移平分别与和美泉

公司、海纳百川公司连带赔偿爱默生公司 120 万元、40万元，兴浚公司分别对两

笔赔偿中的 40%，即 64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和美泉公司、海纳百川公司、王移平、兴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福建

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建高院）。福建高院经审理认为，和美泉公司等的

商标抢注行为难以被认定为善意且系为正常经营活动或维护自身知识产权所需，

应属明显的商标囤积牟利行为，且其将抢注的商标用于公司网站等经营活动中，

具有借助他人知名品牌进行不正当竞争等意图，其通过侵害艾默生公司在先权利

而恶意取得、行使商标权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扰乱了正常的商标注册

管理秩序，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损害了艾默生公司的合法权益，构成不

正当竞争行为。福建高院据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规则： 

1. 恶意抢注商标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损害

了他人合法权益，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所规制的不正当

竞争行为。 

2. 商标代理机构明知委托人所委托注册的商标系恶意抢注商标，仍接受委托，其

行为属于帮助侵权，应当与委托人共同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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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百度公司与闪速推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法院：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2021）苏 05 民初 1480 号 

 原告：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苏州闪速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案由：不正当竞争纠纷 

 案情简介：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度公司）运营百度搜索引擎，

提供搜索结果收录和排序服务；苏州闪速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闪速推

公司）是闪速推网站的运营主体，为他人提供“万词霸屏”服务并同时运营相应管

理系统（以下统称涉案业务）。百度公司认为，闪速推公司利用管理系统短时间

内自动生成、发布大量关键词和推广网页，并利用“高权重网站”易于被百度搜索

引擎收录和排序的特点，在此类网站的域名项下添加被服务对象的推广网页，当

网络用户基于对百度搜索的信任使用行业常用关键词进行搜索时，这些推广网页

大量占据搜索结果首页位置（以下统称涉案行为）。涉案行为破坏了百度搜索引

擎正常收录和排名秩序且影响了百度搜索用户的体验，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

序，构成不正当竞争。百度公司遂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

中院）起诉，请求判令闪速推公司立即停止通过涉案业务干扰百度公司搜索引擎

收录和排序服务的行为，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 1000 万元，刊登声明、消除影

响。 

江苏中院经审理认为：从所述行业、所使用技术、客户对象以及互联网竞争

特征的角度考虑，闪速推公司与百度公司之间存在竞争关系。闪速推公司的行为

违背百度公司的意愿并导致百度公司的网络产品或服务无法正常运行。百度公司

对搜索引擎生态中数据的衍生商业价值具有合法正当的商业利益，闪速推公司推

出的“万词霸屏”排名技术使得百度公司受竞争法保护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害，严重

违背百度公司的意愿。而且，闪速推公司的涉案行为破坏了百度搜索引擎正常收

录和排名秩序，造成了百度搜索引擎算法失准；造成百度公司的机器性能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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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资源的浪费；影响百度搜索用户体验，降低了用户对百度搜索的信任。因此，

闪速推公司的行为有悖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对百度公司、网络用户、其他

互联网经营者以及竞争秩序都造成了损害，且缺乏合理理由，具有不正当性，应

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综上，苏州中院判决闪速推公司立即停止涉案不正

当竞争行为，网上刊登声明、消除影响，赔偿百度公司经济损失 270 万元及合理

开支 53000 元。 

 裁判规则：评判利用网络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经营者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可

以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综合考量竞争关系、是否利用技术

手段、是否违背其他经营者意愿并导致其他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服务无法正常

运行、是否有悖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是否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并损害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以及是否具备合理理由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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