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2012
2012
年第 32
期总第 3
期

精 英 动 态
精英知识产权应邀参加 2011 年度罗湖区区长质
量奖暨名牌企业表彰大会
3 月 22 日，精英知识产权作为在知识产权
服务行业被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目前唯一认定
为“广东省著名商标”的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应
邀参加了由罗湖区人民政府主办，罗湖区政府郭
志文副区长主持的 2011 年度罗湖区区长质量奖

会副会长、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专家库专家、西南
政法大学张玉敏教授到精英知识产权调研工作，
我所黄卫家所长、李晓兰副所长等人、平安保险
集团、创维集团的知识产权工作人员参加了座谈
会，就《商标法》制定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知
识产权代理机构的发展方向和知识产权激励机制
等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暨名牌企业表彰大会，受到了罗湖区政府的现场
表彰和 10 万元的奖励。

精英知识产权应邀加入香港发明协会

精英知识产权黄卫家所长就 iPad 商标之争
相继接受深圳电视台和南方都市报采访
3 月 1 日和 3 月 7 日，我所黄卫家所长相继

3 月 10 日，精英知识产权李昌华副所长率

接受了深圳电视台娱乐频道《城市发现》栏目和

队拜访了香港发明协会陈景丰会长，双方在大陆

南方都市报的采访，就苹果与深圳唯冠的 iPad

专利申请保护、专利技术成果转化等领域及未来

商标之争走向、涉及的法律问题和商标注册保护

合作趋势作了深入交流。会后，我所参会人员参

进行论述。

加了香港发明协会一年一度的春茗晚会，并应邀
加入了香港发明协会，成为了香港发明协会的会
员和知识产权顾问单位。

精英知识产权为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提供商标注册保护服务
为保护深圳卫视制作的全明星代际互动综艺

精英知识产权应邀参加深圳市市场监管局
南山分局 3.15 活动

秀节目《年代秀》，近期精英知识产权受深圳广
播电影电视集团委托，将“年代秀”商标在 20

3 月 15 日，精英知识产权受深圳市市场监

个类别进行注册保护，目前商标注册申请正在审

督管理局南山分局的邀请，参加了其在南山锦都

理当中。通过此次注册，防止了其它公司利用《年

服装城举行的 3.15 消费者权益保护活动。在活

代秀》的名气，对该商标进行抢注，而导致对消

动中，我所国际部人员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

费者的误导。

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咨询等方式宣传知识产
权专业知识，为市民和参会单位现场解答知识产
权相关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精英知识产权为深圳市星河房地产公司
提供 30 件商标信息变更及续展服务
深圳市星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深圳市

西南政法大学张玉敏教授到
精英知识产权调研工作
3 月 10 日上午，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研究

知名的专业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的综合性
开发企业，已相继委托精英知识产权申请注册了
数十件商标，近期深圳市星河房地产公司委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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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对其 26 个商标进行地址信息变更登记申请，

服务标识进行了改良设计，目前精英知识产权接

同时对其已经注册使用 10 年即将到期的 4 个商

受其委托已向国家商标局提出了在 45 个类别上

标进行续展申请，以保护其商标权利。

的商标注册申请。同时万基集团接受精英知识产
权法律部建议，已向国家版权保护中心成功办理

精英知识产权为深圳市鸿荣源房地产公司提供
78 件商标扩注服务
继 2011 年代理深圳市鸿荣源房地产开发有

了三件饮料包装图的作品登记申请，并就相应的
饮料瓶申请了外观专利，目前专利申请仍在审查
当中。

限公司申请注册上百件中文和英文商标后，近期
精英知识产权再次受到深圳市鸿荣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其向国家商标局提交了
78 个商标注册申请，以加强对其品牌的图形商
标和子品牌商标的注册保护。

精英知识产权代理赢得“老橡树 MOSSY
OAK”商标异议复审案
2004 年 9 月 3 日，精英知识产权受深圳籍
公民朱淑贤委托在第 24 类商品上申请了“老橡
树 MOSSY OAK”商标，后被美国哈斯户外公司

精英知识产权为深圳市成天泰电缆公司
提供 30 件商标信息变更服务
2010 年，深圳市成天泰电缆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营业地址发生了变动，并于 2012 年 3 月委
托精英知识产权开始启动 30 件商标信息变更申
请，同时也策划了新的品牌，进行相关商标申请，

提起商标异议，商标局经审理裁定异议不成立。
2010 年 12 月，美国哈斯户外公司不服商标局异
议裁定提出商标异议复审，近期国家商标评审委
员会作出了商标异议复审裁定，裁定美国哈斯户
外公司的异议复审理由不成立，该商标予以核准
注册。

为其进一步拓展市场扫清知识产权障碍。

精英知识产权代理深圳蔚科电子公司
商标韩国、印尼抢注案
深圳市蔚科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主营产品
为乐器及部分乐器配件，其产品远销国外，在该
公司委托精英知识产权提出 musedo 商标在第
15 类的国际注册申请后，发现其商标在韩国和
印尼均已被其当地的采购商抢注。针对此情况，
精英知识产权建议该公司提出商标异议申请，目
前其商标韩国抢注案正在审理当中，印尼抢注案
正在接洽中。

精英知识产权成功代理易方数码
PCT 进入国家阶段专利申请
深圳易方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消
费类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包括移
动数码笔、PMP、DVB-T、MP3/MP4 播放器、
闪存盘、可移动硬盘等，拥有全球 60 多项专利，
是国内外知名的消费类电子龙头企业。2011 年
7 月，精英知识产权受易方数码邀请，参加该公
司关于“能在正面与反面位置之间枢转的测距仪”
的 PCT 国际专利进入国家阶段业务招标。我所
高度重视此次投标，组建了专业团队积极跟进，
充分利用我所在国际专利申请方面的资源优势和

精英知识产权代理万基集团
启动知识产权保护战略
万基集团为适应新的发展战略，对其产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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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码法务部和领导层的一致认可。最终，我所

一件《自然对流环境温度模拟测试箱》的发明专

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功获得了易方数码

利，在 2012 年 4 月获得国家专利局的授权。深

PCT 国际专利进入国家阶段的代理资格。

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在深交
所上市，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已

精英知识产权为中顺洁柔品牌发展护航

委托我所成功办理了多项发明、实用新型专利。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究、
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生活用纸上市
企业，旗下拥有“洁柔”、“太阳”两件驰名商标，
其生产的各类生活用纸深受大众亲睐。2012 年
3 月，精英知识产权受中顺洁柔公司邀请，到访
该公司全方位洽谈知识产权合作事宜，目前精英
知识产权已代理其向国家商标局及专利局递交了
多件商标及专利国内申请。

精英知识产权代理深圳市多纳科技公司
发明专利成功获得授权
深圳市多纳科技有限公司于 2009 年研发出
一种新的产品，为了更好地进行技术保护和市场
推广，该公司委托精英知识产权向国家专利局申
请了《一种设有纳米隔热涂层的夹胶玻璃及其制
品》的发明专利，并于 2012 年 4 月获得国家专
利局的授权。

精英知识产权代理深圳市英威腾电气公司
又一件发明专利成功获得授权
2010 年 3 月，精英知识产权受深圳市英威
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向国家专利局申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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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业 资 讯
广东省开始 2012 年省著名商标申报工作

裁决请求、终止强制许可请求的申请和受理条件、

2012 年度广东省著名商标申请认定工作已

审查程序以及给予强制许可决定、强制许可使用

经开始，今年首次通过网上进行申报，符合《广

费裁决和终止强制许可请求决定的内容，同时规

东省著名商标认定和管理规定》第六条规定的商

定了对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关于强制许可决定

标注册人可申请认定广东省著名商标，凡 2009

不服的救济措施。此次正式出台的办法，涉及紧

年 12 月获认定、至今即将届满 3 年的广东省著

急状态、公众利益等情况的强制许可和药品强制

名商标可申请延续认定广东省著名商标。其中深

许可的条款广受关注。《办法》规定：在国家出

圳市的 2012 年省著名商标申报时间截止至 5 月

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

8 日，新认定申请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辖区分局

的目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可以根据专利法第

受理，延续认定申请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

四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国家知识产权局给予其指

识产权促进处受理。申报人可登录广东商标网或

定的具备实施条件的单位强制许可。为了公共健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进行申报。

康目的，具备实施条件的单位可以根据专利法第
五十条的规定，请求给予制造取得专利权的药品

《专利标识标注办法》公布 5 月 1 日实施

并将其出口到下列国家或者地区的强制许可：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日前签署第

（一）最不发达国家或者地区；（二）依照有关

六十三号局令，公布《专利标识标注办法》，并

国际条约通知世界贸易组织表明希望作为进口方

将于 201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办法明确，标注

的该组织的发达成员或者发展中成员。

专利标识的，应当标明采用中文标明专利权的类
别和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专利权的专利号，可以

国家版权局就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附加其他文字、图形标记，但附加的文字、图形

国家版权局日前发出通知，就《中华人民共

标记及其标注方式不得误导公众；专利权被授予

和国著作权法》( 修改草案 ) 公开征求意见。专

前在产品、该产品的包装或者该产品的说明书等

家指出，此次修法变动很大，可以说对“老”法

材料上进行标注的，应当采用中文标明中国专利

进行了系统性的修订，草案中对篇章结构和体例

申请的类别、专利申请号，并标明“专利申请，

进行了调整，草案共八章、八十八条。最值得关

尚未授权”字样。专利标识的标注不符合办法相

注的是，面对侵权成本太低从而盗版泛滥的顽疾，

关规定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专

本次修订中将法定赔偿额度从最高 50 万元扩大

利标识标注不当，构成假冒专利行为的，由管理

到 100 万元，并对于两次以上故意侵权者，根据

专利工作的部门依照专利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进

前两款赔偿数额的一至三倍确定赔偿数额。此外，

行处罚。

草案还明确规定提供纯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商不
承担与著作权和相关权有关的审查义务。  

专利实施强制许可新办法 5 月实施
经修订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日前已
经审议通过，将于 201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办
法》明确规定了强制许可请求、强制许可使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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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全国八连冠
2011 年深圳市 PCT 国际专利申请达 7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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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新兴产业对知识产权工作高度重视，踊跃申请

国以 1.8724 万件排名第一，仍是商标保护指定

国际专利，成为中兴、华为等深圳专利大户之后

最多的国家。

的“第二梯队”。2011 年深圳市国内专利授权
量 3.9363 万件，同比增长 12.62%；其中发明专
利授权 1.1826 万件，数量上居全国大中城市第

中国在欧申请专利创新高
欧洲专利局最新公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11

二位，同比增长 23.0%, 仅次于北京的 1.558 万件。

年共收到 24 万多件专利申请，比上一年增长

从 2004 年开始，深圳 PCT 国际专利申请已连续

4%，总数创 34 年来新高。其中，美国递交的专

八年居全国首位，2011 年全年申请量 7933 件，

利申请最多，有 5.96 万件，占总数的 24.4％。

占全国总量 17473 件的 45.4%。

其次是日本 4.7 万件和德国 3.3 万件。中国递交
1.69 万件专利申请，占全部申请总数的 6.9%，

广东去年审结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1.71 万件

创下历史新高。中国的申请总数比上一年增长

2011 年，广东法院审结一、二审知识产权

33%，达到 1.69 万件。 从企业排名看，西门子

案件 1.71 万件，占全国比例的 28%。2011 年，

递交的申请总数名列第一，有 2235 件。中国企

该省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 1.6094 万件，

业华为递交 740 件申请，位列第 17，中兴递交

同比上升 60.47%；新收二审案件 2155 件，同

了 400 件，排第 43 位。从专利申请的通过率来

比上升 20.53%。审结一审案件 1.5012 万件，

看，中国同其他领先国家差距明显。美国、日本

同比增长 56.64％；审结二审案件 2129 件，同

和德国递交的申请获批率大致为 25%，但中国

比上升 17.69％。广东省法院依法公正高效地审

企业的 1.69 万件申请中，只有 515 件获得批准，

理了一批疑难复杂、社会影响大的案件，包括米

通过率仅 3%。

其林集团总公司与喻静的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及
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格力公司与美的公司侵害

2011 年我国向海外输出版权 3236 项

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东鹏公司与嘉俊公司侵害发

3 月 29 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出

明专利权纠纷等一批典型疑难案件，均得到妥善

版总署联合主办，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承办的“中

有效处理。

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第八次工作会议
在江西南昌开幕，大会指出，2011 年“中国图

去年我国国际商标注册申请量排名第七位

书对外推广计划”共与 29 个国家的 124 家出版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字显示，

机构签订了 240 个资助协议，涉及项目 240 个，

2011 年，中国共向 WIPO 提交了 2149 件马德

文版 20 个，资助金额超过 1500 万元；全年共

里体系商标国际注册申请，占总数量的 5.1%，

向海外输出版权 3236 项（不含港澳台地区），

排 名 世 界 第 七 位， 比 2010 年 排 名 上 升 一 位。

比 2010 年增长 25%，创下历史新高。“中国文

2011 年马德里体系商标国际注册申请的有关数

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11 年共与 8 个国家的

据显示，中国以 11.5% 的申请增长率排名第四。

16 家出版机构签订了 18 个资助协议，涉及文版

此外，在被指定商标保护领土延伸国家方面，中

5 个，资助金额超过 3600 万元。

-05-

2012
2012 年第 2
3 
期总第 2
3
期

精 英 点 评
“小鬼当家”难以号令天下
案情简介：福建天润投资有限公司云霄分公

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认可，并结

司负责人吴炳煌于 2006 年 6 月 16 日向国家商

合一审认定事实对双方的二审主张进行了审理。

标局提出“小鬼当家”商标的注册申请，并于

据该院审理认为，吴炳煌获得“小鬼当家”商标

2009 年 11 月获准注册在第 36 类金融服务、信

注册后，尚未在涉案诉争的服务类别上使用。民

用卡发放、银行等服务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生银行方面在吴炳煌申请商标注册之前，已将“小

限公司则于 2006 年 1 月 8 日在全国范围内发行

鬼当家”商标使用于其银行卡，且经过多年使用，

“小鬼当家金融理财借记卡”，并随后在全国开

已享有一定知名度。同时，由于银行业提供的服

展该卡的宣传活动。因认为自己的“小鬼当家”

务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用户选择服务具有特定性，

注册商标专用权被侵犯，吴炳煌于 2010 年 10

民生银行将“小鬼当家”字样用于其专为少年儿

月 22 日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民生

童提供专业理财服务的银行卡的特定范围，消费

银行，同时被起诉的还有民生银行泉州丰泽支行，

者不可能对民生银行的“小鬼当家卡”与吴炳煌

并提出了 50 万元的经济赔偿要求。

在该类别提供的服务产生混淆或误认。据此，法

就该案，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的一审判决

院认为吴炳煌的该案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

称，吴炳煌于 2006 年 6 月提出“小鬼当家”商

据，未予支持，并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标注册，该时间晚于民生银行“小鬼当家卡”的

的终审判决。  

发行时间。而且“小鬼当家卡”是民生银行在全

    

国范围内推出的首张专为少年儿童提供专业理财

点评：精英知识产权

服务和知识的银行卡，在此之前国内金融行业并
无其他人使用该词条作为银行卡的名称，且民生
银行发行的“小鬼当家卡”提供专业的少儿理财

李昌华副所长

首席

知识产权顾问
本案是涉及判定商标是否近似及注册商标合理
使用认定前提的典型案例。

服务，在服务内容、方式和服务对象上有非常明

关于近似商标的认定目前主要的法律依据是商

确的范围，其服务的独特性、创新性，使其从服

标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

务企业名称和服务内容上与其他产品及服务相区

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

分，消费者不可能对服务的来源、内容、场所、

法解释第九条中规定：“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

目的、方式等产生混淆和误认。据此，吴炳煌的

项规定的商标近似，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

诉求并未能得到法院一审判决支持。

注册商标相比较，其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者

随后，吴炳煌对该判决结果表示不服，上诉

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其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

至福建省高院。福建省高院受理该案后，对泉州

构相似，或者其立体形状、颜色组合近似，易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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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原

认定商标近似的一个条件，仅为判断侵权时应当考

告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

虑的一个因素，关键仍在于考虑是否造成混淆的可

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商标近似应注

能。第三，商标本身是否具有知名度及知名度的大

意区分商标标识本身的近似与商标近似两个不同的

小对判断是否近似亦有较大的影响，在认定商标近

概念。商标标识近似是指两个商标图样本身的近似，

似时，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还包括请求保护注册商

而商标近似不仅包括商标标识本身的近似，还包含

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从混淆或误认的可能性角度

了因两商标使用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足以造成相

看，如注册商标的知名度及显著性越高，则在相关

关公众对商品来源的混淆或误认。因此判断商标的

公众中产生混淆或误认的可能性就越大。本案中，

近似性应注意三个重要的原则，即：第一，商标标

吴炳煌并未举证证明其“小鬼当家”注册商标具有

识近似不是单纯的判断标准，关键在于近似是否有

较高的知名度，相反，民生银行方面在吴炳煌申请

可能造成混淆，而近似并不必然引发混淆。第二，

商标注册之前，已将“小鬼当家”商标使用在其银

判断商标近似性时，应强调近似性对相关公众的影

行卡上，且经过多年使用，已享有一定知名度，因

响。换言之 , 足以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及误认是认

此相关公众亦不容易将其与原告的商标造成混淆或

定商标近似的必要条件，而商标标识本身近似仅为

误认。

历史性牌匾不构成“在先权利”
——“瑞贡天朝”商标争议案
案情简介：自然人高丽莉于 2005 年 8 月 29

洁不服该裁定，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日向国家商标局在第 43 类茶馆、酒吧、咖啡馆

行政诉讼，以相同理由请求法院撤销商评委的裁

等服务项目上申请注册第 4863722 号“瑞贡天

定。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车

朝”商标（下称争议商标），并于 2009 年 4 月

智洁关于争议商标注册侵犯其在先权利以及违反

28 日被核准注册。 2009 年 7 月 13 日，自然人

商标法相关规定的主张均不成立，判决维持商评

车智洁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撤销争议商标的申

委对该争议商标的裁定。车智洁不服，向北京市

请，理由是：“瑞贡天朝”牌匾系清朝皇帝御赐，

高级人民法院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经审理判

存世仅一块，争议商标系以不正当手段抢注，损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害车智洁现有的在先权利，且与车智洁在其他类
别上注册的“瑞贡天朝”商标构成使用在类似商
品上的近似商标。

点评：精英知识产权法律部

黄晓翰部长

高级知识产权顾问

2011 年 1 月 4 日， 商 评 委 作 出 争 议 裁 定 ,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争议商标

认为车智洁的争议理由均不成立，依据商标法第

的注册是否损害了车智洁的在先权利，另外一个是

四十三条之规定，裁定争议商标予以维持。车智

争议商标是否与车智洁在类似商品上申请在先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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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构成近似商标，其中最值得探讨的焦点问题是第

勐腊县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等证据，据此主张

一个，即争议商标的注册申请是否损害了车智洁的

其车氏前人车顺来创办的“车顺号”茶庄获得了清

在先权利，而该焦点问题又可以归结为“瑞贡天朝”

朝皇帝赐予的“瑞贡天朝”牌匾，该牌匾存世仅一

这一清朝皇帝御赐，存世仅只有一块的牌匾能否构

块，与车顺号形成了唯一对应关系，高丽莉将“瑞

成在先权利。

贡天朝”作为商标进行注册，损害了车智洁的在先

《商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

权利。的确，“瑞贡天朝”牌匾的背景很容易给人

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

以牌匾为谁独有，谁当然就有某种在先权利的印象，

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最高

然而，牌匾究竟有几块并非是判定车智洁对“瑞贡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

天朝”拥有在先权利的关键。本案关键是车智洁应

题的意见》规定，审查判断诉争商标是否损害他人

当对其拥有何种在先权利予以明确并予以证明。

现有在先权利时，对商标法已有特别规定的在先权

根据本案所查明的事实，“瑞贡天朝”四字是

利，按照商标法的特别规定予以保护；商标法虽无

因当年清朝皇帝品尝普洱茶后龙颜大悦，赐字给进

特别规定，但根据民法通则和其他法律的规定属于

贡普洱茶的车顺号茶庄，有对车顺号茶庄的褒奖之

应予保护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根据该概括性规定给

意，但其情形又并不符合现行法律对荣誉权的相关

予保护。显然，《商标法》第三十一条是对商标法

规定。此外，即便“瑞贡天朝”属于某种应受保护

调整范围外的其他法定权益，如著作权、外观设计

的权益，车智洁也并未举证证明其是该权益的当然

专利权、商号权、企业名称权、肖像权、域名权等，

拥有者。综上，车智洁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在争

给予的概括性保护。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就

议商标注册前对“瑞贡天朝”拥有在先权利，故其

其拥有在先权利予以明确并承担举证责任。

关于争议商标注册违反商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主

本案中，车智洁提交了包括易武乡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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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英 研 究
意大利来华打假的品牌之路反思
——文 精英知识产权 李晓兰副所长 首席知识产权顾问
2010 年 7 月，意大利经济发展部领导下的

10 月 12 日作出回复称，中国商标总局已驳回了

对外贸易委员会在北京设立了知识产权办公室，

“尼诺·费雷 ( 意大利 )”(Nino Ferletti Italy)、

经过 1 年左右的收集调查，在中国市场上发现有

Bestibelli Milan 两个品牌的商标注册申请。至于

60 多家假冒意大利品牌的企业。这些“伪意大

一些涉案商标使用人在商标使用中自行添加意大

利品牌”的市场主体包括中国大陆、港台以及韩

利地名的行为，回复称意方可向当地工商行政管

国的企业。从 2011 年下半年开始，意大利对外

理部门举报投诉。还有一些宣称其为意大利品牌

贸易委员会知识产权部已经先后向中国国家知识

或意大利企业，是否存在虚假宣传及误导消费者

产权局递交了三批共 30 个“伪意大利”品牌，

的行为，需由有管辖权的工商机关依法调查后予

它们或宣称产自意大利，或使用意大利国名、地

以认定。

名、甚至国旗做产品名称，打着“意大利”旗号
误导消费者，意方呼吁中国政府采取针对性措施。

如何理性看待本次意大利官方来华打假事
件，需要我们从如下几个方面作出思考：

这些名单主要涉及日用消费领域，集中在服装鞋

一、“傍洋牌”、“假洋牌”非中国特色

帽、箱包皮具、厨柜、床上用品、钟表等在意大

“傍洋牌”、“假洋牌”一类的经营手法并

利比较优势的行业。

不单单出现在中国，日本、韩国经济起飞初期，

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副司长张志成告

本土企业都曾经历公司名称、商标、产品系列等

诉记者，已经收到意大利北京知识产权办公室负

洋名化的阶段。傍美国牌的多以电子产品企业为

责人戴胜桥提供的这些信息，因涉及工商行政管

主，而服装鞋帽行业则出现了大批的“伪意大利

理、质检等不同部门，因此相关信息已经及时转

品牌”、“伪法国品牌”，意在分别沾上美国电

送职能部门。张志成还表示，我国对于知识产权

子行业技术先进、意大利和法国设计卓越的光。

保护是非常重视的。除了日常持续加强执法保护

但在一定阶段过后，都基本放弃了“傍洋牌”、

工作外，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商品的“双

“假洋牌”的路子，这是因为两国企业的技术和

打”行动正在深入开展，并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

设计水平已经取得了极大提高，品牌获得了消费

果。“意大利以及其他贸易伙伴的知识产权，只

者信任，所在国政府也开始构建严厉的知识产权

要符合中国法律规定，都会得到保护。对于知识

保护执法环境。

产权保护，中国政府是高度重视的。

二、“傍洋牌”、“假洋牌”属于违法行为

针对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递交的第一批

这些“伪意大利品牌”企业在意大利根本不

侵权名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 2011 年

存在，却宣称产自意大利，或使用意大利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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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甚至国旗做产品名称。从涉及的名单来看，

上，就明确无误地写明只有（知名）洋品牌才能

应该说意大利知识产权部门调查确定“伪意大利

获得较大的专柜、享受较低的（零售商）扣点分

品牌”企业的标准，还是比较低的，仅限于打“意

成政策；在产品质量和档次未作任何调整的情况

大利”旗号，却未在意大利本国国内注册并捏造

下，不用洋品牌，几乎不可能再进入各城市的一

注册信息的企业。而通过中介在意大利注册品牌、

线零售场所。而与之同时，
“傍洋牌”、
“假洋牌”，

商标，再“出口转内销”授权其在中国的母公司

长期以来在各级各地都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整肃

使用的做法，还未被列入“伪意大利品牌”的名

清理，违规风险和成本趋近于零，这类做法等于

单。这些被调查确定的“伪意大利品牌”以动辄

获得了厂商实际所在地地方政府的默许纵容。

高于同类产品几倍甚至十几倍的超高价格在中国

四、我们的忧虑

市场上销售，欺骗了中国的消费者，也扰乱了市

意大利官方到华“打假”，“伪意大利品牌”

场秩序，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损害了诚信经营的

企业肯定需要付出高昂的违规成本，有的甚至可

同行的利益，属于违法行为。

能由此退出市场。不排除意大利官方的做法，会

三、为何中国企业热衷于“傍洋牌”、
“假洋牌”

引起美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部门的效

“傍洋牌”、“假洋牌”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仿跟进。

但为什么明知违法，却仍有企业前赴后继，其中

五、中国企业“洋品牌”的明日之路

有几个深层次的原因：

许多企业将“假洋牌”做成了高端奢侈品牌，

（一）企业经营者的惰性

这些高端假洋牌并不等同于伪劣产品，定价如此

假洋牌动辄高于同类产品几倍甚至十几倍的

之高却还能长期在国内畅销，除了假洋牌带来的

超高价格在中国市场上销售，而且销售成绩斐然。

溢价效应外，可以说其产品设计、制造水平并不

这无疑是沾了洋牌的光，是洋品牌带来的高额品

亚于真的洋品牌。面对国内外法制形势的变化，

牌溢价。在利益的驱动下，企业将品牌伪装成洋

这些在“洋品牌”路上行进的企业，只有慢慢淡

品牌，就有了强劲的驱动力。

化自己依赖的“洋名”，回归到消费者对产品出

（二）中国内地消费者过度追捧洋品牌

自自身价值或生活方式的追求的本意，我们的品

无论是媒体的宣传上还是消费者的观念上都

牌之路才可以越走越远。一味冒充国外品牌，欺

存在误区，而媒体热衷炒作奢侈品 , 炒作所谓的

骗消费者，只是权宜之计。中国品牌需要努力成

国际消费时尚，仿佛只有外国的品牌才是时尚，

就的是使自己成为优质生活的代名词。

才能代表生活的高品质及尊贵的身份；消费者对

政府和媒体应当主动承担起引导消费者理性

国内品牌存在品质及风格的怀疑，存在崇洋媚外

消费的责任，引导消费者对国产品牌的产品产生

的心态，而一些消费者也是非洋品牌产品不买，

更大的认同感，逐步消除崇洋媚外的扭曲心态。

即使再贵也心甘情愿。

特别是在媒体的宣传方面，不应过于热捧国外奢

（三）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及监管缺失

侈品而冷落国内品牌，言过其实的宣传只会误导

许多政府部门和零售商都对“洋品牌”给予

消费者盲目追崇国外产品。

特别的优待。一个顶级卖场常常打出的招商广告

-10-

完成“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完美蜕变，

2
2012
2012
年第 32
期总第 3
期

真正赢得消费者对中国本土品牌国际化形象的认

方面着手才能使中国企业在打造“国际品牌”的

可，不仅需要一个利于国有品牌成长壮大的舆论

道路闯出一片天空。

环境，也需要企业自身苦练内功，只有从内外两

代 理 词 精 选
海南立昇净水科技实业有限公司“金立
升 GOLD STAR”商标争议裁定案
2003 年 09 月 17 日，自然人陈炳坤在“水
净化装置，水净化设备和机器”上申请注册“金
立升 GOLD STAR”商标，2005 年 12 月 14 日，
商标局对该商标予以核准注册。精英知识产权法
律部受海南立昇净水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委托向商
标评审委员会对该商标提起争议申请，理由为：
争议商标系对海南立昇净水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在
先使用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标抢注，同时也构
成了未经授权，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代理人
的商标进行注册的行为，违反了《商标法》第
十五条的规定。商标评审委员会经审理，采纳我
所法律部意见，裁定争议理由成立并撤销该注册
商标。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于 2005 年 12
月 14 日对自然人陈炳坤（以下称“被申请人”）
的“金立升 +GOLD STAR”商标（2003 年 9 月
17 日申请）
（以下称“争议商标”）予以核准注册 ,
注册号：3721161，类别：第 11 类，核定使用
商品为“水净化装置 , 水族池过滤设备 , 水软化
器 , 水净化设备和机器 , 消毒设备 , 污水处理设备 ,
饮水滤器 , 水过滤器 , 水消毒器”。现海南立昇
净水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称“申请人”）委
托深圳市精英商标事务所对该注册商标提出争议
评审申请 , 请求贵委依法撤销争议商标“金立升
+GOLD STAR”。
法律依据：
一、《商标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申请

注册商标争议裁定申请书
评审要求：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条第
一款第（八）项、第十五条、第三十一条、第
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的
规定，请求贵委：撤消在国际分类第十一类注
册 号 为 3721161 的 注 册 商 标“ 金 立 升 +GOLD
STAR”。

基本情况：

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
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
响的商标。”
二、《商标法》第十五条之规定：“未经授
权，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代理人
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进行注册，被代理人或者被
代表人提出异议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已
三、
《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
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自商标注册之日
起五年内，商标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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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对恶意注
册的，驰名商标所有人不受五年的时间限制。”

申请人及其关联企业先后承担国家火炬计
划、“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参与国家 863 计划、

四、《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

“十一五”重大科技专项（水专项）等科研攻关

“当事人需要在提出评审申请或者答辩后补充有

任务，获得丰硕成果。在“十五”科技攻关计划

关证据材料的，应当在申请书或者答辩书中声明，

中，成功研制“PVC 合金毛细管式超滤膜”，

并自提交申请书或者答辩书之日起３个月内提

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该成果先后荣获国家“重点

交；期满未提交的，视为放弃补充有关证据材料。”

新产品证书”、海南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和
“中国膜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等荣誉。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及其关联企业所参与的这些研发项目，都

一、被申请人申请注册争议商标是恶意抢注

是围绕着申请人的“立升”商标净水设备、污水

申请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立升”商标，

处理设备和配件商品开展的，目的是为了使其“立

其行为违反了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升”商标净水设备、污水处理设备和配件商品质

（一）申请人的“立升”商标在争议商标申
请日之前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
1、立昇的销售区域广泛。
申请人海南立昇净水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成立

量更好、更完善、更实用，而该产品也得到了相
关公众所认可。
3、申请人的“立升”商标在争议商标申请
日之前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于 2001 年 12 月 30 日，是一家从事水处理科学

争议商标申请日为 2003 年 9 月 17 日，而

技术研究，膜分离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工业和

申请人的“立升”商标在争议商标申请日之前已

家用净水设备研发、生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

获得了如：“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推荐产品”、

而申请人的创始人陈良刚先生在成立申请人企业

“国家级重点新产品”、“国家建设部重点科技

之前已成立了一家名为海口立升饮料设备有限公

成果推广产品”等荣誉，而“立升”商标所使用

司的企业。申请人为了方便“立升”商标净水设

的商品就是净水设备、污水处理设备和备件商品。

备商品的管理和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先后在沈
阳、北京、上海、深圳、青岛、南京、武汉、成

4、申请人“立升”商标的使用时间长和地
理范围广，并为相关公众所知晓。

都、重庆、昆明、海口、厦门等国内标志性城市

从 1998 年开始，申请人的“立升”商标净

及北美、欧洲等国外区域投资成立了近三十家关

水设备和配件商品在深圳、成都、北京、上海、

联企业，如：苏州立升膜分离科技有限公司、苏

广州、东莞等全国各大中城市和通过岁宝、国美、

州立昇净水科技事业有限公司、深圳市立升科技

百安居、顺电、沃尔玛等全国连锁商品进行销售。

有限公司、上海立升净水设备有限公司、武汉立

同时，申请人及其关联企业也在中央电视、成都

升净水技术有限公司等等，这些关联企业的成立，

商报、中国市政工程、中国给水排水、中国水利、

使申请人的“立升”商标净水设备商品在上述区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水工业市场、慧聪网、旅伴

域进行广泛销售。

等各种媒体上对“立升”商标净水设备进行大量

2、立昇是申请人的商号，申请人将商号“立

的宣传。

昇”的同义词“立升”作为商标使用，申请人的“立
昇”商号、“立升”商标在国内具有较高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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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的“立升”商标构成近似商标；被申请人

审理范围。

申请注册与申请人“立升”商标近似的争议商标
也属于抢注他人已经使用并具有一定影响商标审
理的范围
1、两商标的中文部分应构成近似。

（三）争议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与申请人“立
升”商标使用的商品是相同或者类似商品
争议商标所核定使用的商品为“水净化装置 ,

争议商标的中文部分为“金立升”，而申请

水净化设备和机器 , 污水处理设备 , 饮水滤器 ,

人的“立升”商标的中文为“立升”。虽然，争

水过滤器”等商品，而申请人海南立昇净水科技

议商标的中文部分“金立升”在“立升”前加了

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水处理科学技术研究，

一个形容词“金”，但是，它的中心词还是中文

工业和家用净水设备及配件研发、生产、销售和

“立升”，其与中文“立升”区别不大。因此，

服务的高科技企业，其“立升”商标商品主要应

两商标在中文部分上应判定构成近似。

用于污水处理、家用和商用净水处理等领域，两

2、两商标的显著部分应构成近似。

商标商品在功能、用途、消费对象等方面存在相

在我国，因国人对中文的熟悉程度和认读上

同或者相近之处，因此，它们应当判定构成相同

的便利，习惯上以认读中文为主，记忆上也以中

或者类似商品。

文为牢固，因此，商标的中文部分应当是该商标
的显著部分。由此可见，争议商标的显著部分应

（四）被申请人申请注册争议商标具有恶意

当是中文“金立升”。

1、中文“立升”并非是固定词组，而申请

申请人商标的显著部分则是中文“立升”，
而“金立升”与 “立升”构成近似。因此，两
商标在显著部分上应判定构成近似。

人将该文字作为商标使用是具有其独创性。
2、被申请人陈炳坤是申请人“立升”商标
商品的销售代理商的法定代表人，被申请人非常

3、两商标的读音应构成近似。

了解申请人“立升”商标在水处理商品市场上已

争议商标主呼叫部分应当是中文“金立升”，

取得的声誉和价值，才会向商标局申请注册争议

其读音为 [jin li sheng]，而申请人商标的呼叫部

商标，以此来谋取不正当利益（关于被申请人恶

分是中文“立升”，其读音是 [li sheng]，它们

意抢注的问题，申请人将在下文中详细叙述且提

在读音上区别不明显，极易造成混淆；因此，两

供相关的证据来予以证明）。

商标在读音上应判定构成近似。

基于上述理由，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申请注
册争议商标的行为明显属于恶意注册。

综 上， 申 请 人 认 为 争 议 商 标“ 金 立 升
+GOLD STAR”与申请人的“立升”商标应当

综上，根据《商标法》以及《商标审查及审

判定构成近似商标；而根据《商标审查及审理标

理标准》（2005 年 12 月发布）中关于抢注他

准》（2005 年 12 月发布）中关于抢注他人已经

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商标审理标准等相关规

使用并有一定影响商标审理标准的相关规定：
“适

定，申请人认为，结合上述 4 点事实和理由，被

用要件：
（2）系争商标与他人商标相同或者近似；”

申请人申请注册争议商标的行为完全符合恶意抢

由此可见，被申请人申请注册与申请人“立升”

注申请人已使用并具有一定影响的“立升”商标

商标近似的争议商标也属于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

的适用要件，明显违反了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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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基于上述事实，并根据《商标审查及审理标
二、被申请人陈炳坤是申请人“立升”商标

准》（2005 年 12 月发布）中关于擅自注册被

净水设备和配件商品的代理商的法定代表人，被

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商标审理标准等相关规定：

申请人与申请人的代理人有串通合谋的行为，其

“5.……虽非以代理人或者代表人名义申请注册

行为违反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

被代理人或被代表人的商标，但有证据证明，注

（一）申请人与深圳市立昇净水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深圳立昇”）是关联企业

册申请人与代理人或者代表人具有串通合谋行为
的，应当适用《商标法》第十五条判定不予核准

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是陈良刚先生，深圳立

注册或者撤销系争商标。”、《最高人民法院关

昇的法定代表人同样是陈良刚先生，且深圳立昇

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的大股东就是申请人（占 99% 股权）；因此，

（法发（2010）12 号）之规定：“12、商标代

申请人与深圳立昇是关联企业，深圳立昇是负责

理人、代表人或者经销、代理等销售代理关系意

“立升”商标净水设备和配件商品的销售。

义上的代理人、代表人未经授权，以自己的名义

（二）被申请人陈炳坤是申请人“立升”商

将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商标进行注册的，人民

标净水设备和配件商品的代理商的法定代表人，

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代理人、代表人抢注被代理人、

被申请人与申请人的代理人有串通合谋的行为

被代表人商标的行为。审判实践中，有些抢注

1、早在 2000 年，东莞市厚街镇欧王厨具

行为发生在代理、代表关系尚在磋商的阶段，即

服务部与申请人关联企业深圳立升签订了关于东

抢注在先，代理、代表关系形成在后，此时应将

莞市厚街镇欧王厨具服务部在东莞地区销售申请

其视为代理人、代表人的抢注行为。与上述代理

人“立升净水超滤机”商品的经销合同，其中代

人或者代表人有串通合谋抢注行为，可以视情况

表东莞市厚街镇欧王厨具服务部签字的人名是陈

根据商标注册申请人与上述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之

炳坤，地址是东莞市厚街镇新塘区，其与被申请

间的特定身份关系等进行推定。”申请人认为申

人的姓名及地址基本吻合。

请人所提供的证据已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2、东莞市金立升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以

足以证明被申请人与申请人的代理人东莞金立升

下简称“东莞金立升”），其法定代表人是陈炳坤，

具有串通合谋的行为，其行为已违反了商标法第

东莞金立升是申请人的“立升”商标净水设备和

十五条之规定。

配件商品的代理人，两者的代理关系早在 2003
年便存在，且至今仍然存在代理关系。
3、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据中代表代理人签名
的都是叫陈炳坤，且从东莞立升的企业信息资料

（三）争议商标与申请人“立升”商标是近
似商标，两商标使用的商品是相同或者类似的商
品

可以知道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炳坤的身份证号

在上文中，申请人已详细叙述了争议商标与

码；同时，贵委只要从商标局调取争议商标注册

申请人“立升”商标是近似商标，两商标使用的

申请的档案就可以查出被申请人的身份证号码；

商品是相同或者类似的商品，因此，就不在此再

这就可以证实东莞立升的法定代表人陈炳坤与被

赘述。

申请人陈炳坤是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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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发布）中关于擅自注册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

册与申请人“立升”商标近似商标的行为，明显

商标审理标准等相关规定：“6. 对被代理人、被

违反了商标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代表人商标的保护范围不限于与该商标所使用的
商品 / 服务相同的商品 / 服务，也及于类似的商

结论：基于上述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申请人

品 / 服务。7. 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不得申请注册的

认为：（一）“立升”商标净水设备和配件商品

商标标志，不限于与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商标

经过申请人的多年使用和宣传，该商标商品销售

相同的标志，也包括与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商

区域范围广泛，其早已为相关公众所知晓，并在

标相近似的标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争议商标注册申请日（2003 年 9 月 17 日）之

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

前在国内早已使用，并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在行

（2010）12 号）之规定：“13、代理人或者代

业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被申请人明知申请人的

表人不得申请注册的商标标志，不仅包括与被代

“立升”商标仍采取不正当手段在同一种商品上

理人或者被代表人商标相同的标志，也包括相近

申请注册近似商标“金立升”的行为，构成了商

似的标志；不得申请注册的商品既包括与被代理

标法第三十一条所指禁止注册行为。（二）被申

人或者被代表人商标所使用的商品相同的商品，

请人作为申请人的“立升”商标净水设备和配件

也包括类似的商品。”因此，申请人认为争议商

商品的代理人的法定代表人，并是主要负责申请

标也属于商标法第十五条的审理范围。

人的“立升”商标净水设备和配件商品的销售代
表人，其明知申请人早在净水设备和配件商品上

（四）被申请人申请注册争议商标的行为是
未经过申请人授权的擅自申请注册的行为

使用“立升”商标的情况下，还钻空子向商标局
申请注册与申请人“立升”商标近似的“金立升”

申请人从未通过任何形式授权代理人和被申

争议商标，该注册行为明显属于恶意抢注行为，

请人在“水净化装置 , 水族池过滤设备 , 水软化

其目的是为了利用申请人的“立升”商标早已形

器 , 水净化设备和机器 , 消毒设备 , 污水处理设备 ,

成的市场价值和市场声誉，来谋取不正当利益，

饮水滤器 , 水过滤器 , 水消毒器”商品上申请注

被申请人申请注册争议商标的行为构成商标法第

册争议商标，被申请人明知申请人的“立升”商

十五条所指的禁止注册行为。因此，为了维护申

标情况下，还申请注册与“立升”商标近似的争

请人的合法权益，恳请贵委依法裁定争议商标予

议商标明显是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属于恶意抢

以撤销。

注的行为。
（声明：本资讯信息仅限于内部交流学习之用，

综上，根据《商标法》、《商标审查及审理
标准》（2005 年 12 月发布）中关于“擅自注册
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商标审理标准”以及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

仅供参考。虽然我们已尽力确保其准确性，但本资讯
涉及的内容不能视为正式的法律建议或意见。在没有
核实具体的法律事实，获得专业法律意见之前，本资
讯的阅读者不应将本资讯的任何信息作为采取法律行
动或不行动的依据。

题的意见》（法发（2010）12 号）等相关规定，

本资讯所有论文和新闻资料均由精英知识产权独

申请人认为，结合上述 4 点事实和理由，被申请

立撰稿和汇编，精英知识产权对其享有和保留其著作

人申请注册争议商标是未经申请人授权，擅自注

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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