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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天知识产权》简介 

 

北京铭天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以下合称 

为“公司”），系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 

标局备案登记，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版权 

局认可的综合性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公司总 

部位于北京，毗邻国家商标局，具有良好的 

地理优势。并且通过多年的努力，公司在行 

业内建立了广泛、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 

能够为客户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商标、专利、 

版权等全方位的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尤其在 

驰/著名商标认定、商标风险代理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就。 

 

同时铭天公司通过多年的努力，在司法、行 

政等政务主管和职能部门中树立了良好的工 

作形象，并在与各行各业客户的知识产权业 

务合作中，亦建立起了良好的职业信誉。依 

托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与国家商标 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等政府主管部门 顺畅

的工作沟通，公司在中国驰名商标认 定、著

名商标认定、商标风险处理、商标行 政诉讼、

知识产权战略制定等业务上，具备 得天独厚

的优势。 

 

自成立以来，铭天公司一直致力于知识产权 

领域或法律的研究与实践，始终坚持“专 业、

高效、细致、热情”的服务宗旨，根据 客户

的需要提供个性化、系统化、全方面的 纵深

法律服务，协助客户将知识产权管理工 作深

入到企业的每一个环节中。凭借高水平 的专

业团队与高标准的服务方式，铭天正成 为行

业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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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天团队的十渡行 

 
【作者：铭天知识产权 】 

 

 

明媚的阳光，总是让人不忍辜负，这次公司 

组织大家来到了著名的避暑胜地，位于北京 

市房山区的十渡风景区。我们走出都市，享 

受大自然营造的美丽氛围，这是公司为“犒 

劳”大家在这一段时间的辛勤付出，也是丰 

富我们的生活，增强大家之间的团结协作能 

力。 

 

 
 

这次我们选择的是自驾游，早上迎着朝阳出 

发，一路上大家欢声笑语，其乐融融。第一 

天：真人 cs 大战，酣畅淋漓、游览著名景点 

孤山寨，挑战高空吊桥、水上竹筏戏水打 闹、

烤全羊宴举杯畅饮，共享美食。 

 

晚上枕着青山，闻着流水入眠，轻松惬意。 

第二天：水上漂流，刺激痛快，全身湿透也 

无惧。 

 

 

 
终于到达目的地-十渡风景区 

 

 

 
cs 大战前，先来个大合影 

 

 

 

青山层峦叠嶂好不美丽 

铭 天 动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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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网站改版上线 

 
【作者：铭天知识产权 】 

 

 

 

 
尊敬的客户您好： 

 
感谢大家一直对北京铭天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的支持，公司为了进一步服务广大客 户，

增进用户体验，我们针对性对网站进行 了改

版，并于 2015 年 5 月份正式推出新版网 站。

网站网址不变，主域名仍然为 

www.ming-tian.com ，新版网站，内容更为 

美观、直接，更有利于广大用户体验，希望 

新老用户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 

 
新版网站特点： 

 
新版网站首页进行全方位改版，功能更为直 

观，使用更为便捷。 

 
网站首页导航栏目清晰，公司业务一目了 然，

更有利于客户对网站的了解与使用，同 时，

增加了网站最新公告的实时播报。如下 图： 

新增加了商标查询栏目，客户可以把自己的 

商标按照要求填写，我们查询好后会立即回 

复。 

 

 

 

 

 
 

为了更好服务客户我们一直在努力，欢迎您通 

过以下联系方式给我们留下宝贵意见，我们竭 

诚为您服务！ 

 
咨询热线：400-8650075 

 
感谢您对北京铭天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工作 

的支持和关注！ 

 

 

http://www.ming-tian.com/


 

 

 

 

★ 您的明天，铭天的视野 放眼未来，选择铭天 ★ 

 

大字的新品。它们分别是功能饮料吉动力和吉 

悠品牌下的乳酸菌饮料和谷物饮料。 

 

王老吉“玩火”品牌授权 品牌存价值稀释隐患 

 
【来源：网络整理】 

 

 

 

一、被授权企业市场认可度低 

 
从加多宝手中夺回“王老吉”品牌三年后，广州 

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药”)选择将该 

品牌授权给他人。近日市面上出现多款“王老吉 

荣誉产品”。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些产品系广药 

授权而来，并非王老吉品牌产品。业内人士表 示，

广药品牌授权的目的无非是想通过授权扩张 品牌，

赚取收入。但对于仍与加多宝进行凉茶决 战的王

老吉而言，过早的延伸品牌、过度消耗品 牌基因

和联想度，等同于自杀。 

 

二、多款“王老吉”产品面市 

 
细心的消费者会发现，最近北京的一些便利店、 

超市货架上多了一款写有“王老吉荣誉产品”的 

自然畅牌麦芽糖饮料，猛一看该产品的金色包装 

与加多宝新装有些“撞衫”，而“王老吉”三个 

大字更容易让人产生疑惑：难道广药除了王老吉 

红罐凉茶之外，又做其他饮料了？该产品在北京 

完成铺货的同时，网络上则出现了多款同样写有 

“王老吉”三个 

同上述自然畅一样，这三款产品瓶体上明显标 

注“王老吉大健康荣誉产品”字样，一时间， 

做凉茶起步的广药走上多元化产品路线的猜测 

四起。 

 
不过，上述猜测则遭遇到了王老吉红罐凉茶出 

品方王老吉大健康相关人士的否认。“王老吉 

还是凉茶品牌，并没有生产其他饮料。”但该 

人士又承认，上述三款产品确实与王老吉有关 

系。“上述吉悠和吉动力产品都是去年 8 月上 

市的，是广药将王老吉品牌授权给湖南吉智食 

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该人士进一步补充。 

 

 

此外，北京商报记者还发现，上述自然畅的瓶 

体上标注，该产品的出品方是广州白云山星群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自然畅官方网站也介 

绍，自然畅是广药继王老吉红罐凉茶后，新推 

出的一款益生元系列产品。而广州白云山星群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又是广药旗下制药企业。 

 
自然畅是兄弟公司出品的产品，吉悠和吉动力 

是广药授权品牌给第三方企业生产的新品，一 

位长期观察广药动向的业内人士向北京商报记 

者总结道：“看来，这三款产品都不是王老吉 

这个商标下的产品，只是借助王老吉的品牌在 

做宣传。” 

 
三、品牌授权的双重目的 

 
所谓品牌授权，指的是授权者将自己所拥有或 

者代理的商标或品牌以合同的形式授予被授权 

者使用。被授权者可以按照合同内容从事经营 

行 业 资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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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并向授权者支付相应的权利金。食品饮料 

行业战略定位专家徐雄俊指出，品牌授权通常情 

况下需要企业在行业内有足够的背书能力，换句 

话就是拥有强大的品牌市场基础。 “被授权者 

之所以花钱买品牌的使用权，也是想借助品牌影 

响力提升产品的影响力，而王老吉品牌是有足够 

的能力满足这一条件的。”徐雄俊坦言。 

 

实际上，不论是打开自然畅的官方网站，还是登 

录湖南吉智食品有限公司的网页，除了产品本身 

介绍外，关于“王老吉”品牌的介绍是其最重要 

的内容之一，可见其对王老吉的重视。自然畅官 

网称，王老吉创始于清道光年间，距今已有 180 

多年历史，2010 年“王老吉”品牌评估为 1080 

亿元，成为中国第一品牌；而湖南吉智食品有限 

公司则介绍称，广药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凉茶 

配方中国驰名商标“王老吉”商标持有人。 

 
然而对于授权方而言，品牌授权也有着两大好 

处：一为迅速扩张品牌影响力；二为依靠权利金 

获取商业利益。 

 
一位接近广药的不具名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透 

露，广药其实早在 2011 年、2012 年就已开始大 

量授权其品牌，当时的做法是直接用“王老吉” 

的品牌，一时间市面上出现了王老吉品牌的固体 

凉茶、龟苓膏、固元粥等多款产品。 “王老吉 

通过品牌授权，做到了短期内扩大该品牌的影响 

力, 市面上随处可见各类王老吉品牌的产品。 

 
除此之外，广药还能够赚取不菲的收益。”该人 

士进而称。就以他所了解的一家被授权公司为 

例，其与广药签订的品牌授权期为 2013-2028 

年，每年的权利金为 500 万元。“现如今，广药 

 

与被授权公司的合作方式也有所转变，现在的 

产品不能用王老吉的品牌，而只能以该品牌作 

为背书。广药方面会向被授权单位提供产品设 

计、采购、生产、营销等多项服务。” 

 

 

 

四、品牌价值透支的风险 

 

在徐雄俊看来，品牌授权不仅需要品牌强大的 

背书能力，更需要授权单位拥有严谨的品牌管 

理原则和体系作为支撑。而在广药的被授权单 

位看来，这一点又是其致命弱点。王国华(化 

名)所在的食品企业于 2013 年与广药签订了品 

牌授权合同，此后广药为其设计了两款饮料新 

品，2014 年末开始向市场铺货。虽然起步不 

久，但王先生已萌生退意。 

 
“新品市场反响极其不理想。首先，新品在口 

味、配方、包装的设计上都很落后；其次，在 

市场推广上也没有做大。而我们公司与广药之 

间的沟通又很不顺利，这也导致我们并没有背 

靠王老吉品牌得到跨越式的发展，相反已大不 

如前。”王国华称，首先广药内部的审批复杂 

程度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大大降低了企业 

的效率；其次，广药与被授权企业间的双重标 

准也让双方产生了很多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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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们更愿意选择知名度较高的代工厂， 

广药却不同意，而按照合同内容，在这些环节上 

广药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我们只能服从。” 

 
王国华称，王老吉品牌龟苓膏、固体凉茶等众多 

产品的销声匿迹也从侧面反映了广药品牌授权的 

失败之处。“我们企业可谓深受其害，如果照此 

继续，我们只能提前结束合约。” 

 
一方面被授权公司叫苦连天，另一方面王老吉的 

品牌价值也在被授权的路上不断稀释。王国华直 

言：“依托王老吉打市场的产品越多，王老吉的 

品牌力就会走弱。在消费者的眼里，王老吉等同 

于凉茶，而现在王老吉品牌随处可见，其聚焦力 

也就大打折扣了。” 

 
徐雄俊进而指出，知名食品企业做品牌授权是极 

少见的，他们更加愿意追求品牌的聚焦。然而广 

药却反其道而行之，将代表凉茶的王老吉品牌不 

断嫁接到其他产品上，“这也就意味着王老吉品 

牌在消费者心中的认知在不断被稀释，这对于品 

牌而言是绝对的伤害。然而从凉茶市场而言，王 

老吉或许不再能代表凉茶，而这恰恰又给广药老 

对手加多宝提供了可乘之机”。 

 
针对广药品牌授权中存在的问题，北京商报记者 

向广药予以求证，但截至记者发稿，并未收到对 

方回复。 

 
苹果手表遭遇专利问题 至少年底前不能在瑞士上 

市 

【来源：网络整理】 

 

 

 

 

据英国路透社 4 月 6 日消息，瑞士广播业者 RTS 

在其网站上称，受知识产权因素影响，美国消费 

电子公司苹果至少今年底前不能在瑞士推出其最 

新智能手表。 

 
根据瑞士知识产权联邦机构的文件，受 1985 年一 

项专利权影响，苹果公司不能在瑞士使用苹果形 

象，或“苹果”字眼推出其智能手表。 

 
RTS 称，重新贴在 RTS 网站上的这一文件是由行业 

杂志 Business Montres &Joaillerie 发布的。该 

专利权将于今年 12 月 5 日到期，其目前属于 

William Longe，他拥有第一个申请该专利的手表 

品牌 Leonard。 

 
苹果没有立即回应路透要其置评的要求，另外由 

于不在常规工作时间，路透没有立即联系到苹果 

手表将于 4 月 24 日在九个国家上市。 

 
 

全球最大手表生产企业瑞士斯沃琪 3 月对苹果的 

智能手表作出还击，宣布计划在手表内装上廉价 

的可编程芯片，以使从中国到芝加哥的佩带者可 

以通过手腕上的刷卡功能进行支付。 



 

 

 

 

★ 您的明天，铭天的视野 放眼未来，选择铭天 ★ 

 
公证服务对于知识产权保护为何如此重要？ 

 
【来源：IPRdaily】 

 
公证服务对于知识产权保护为何如此重要？我 

们可以这样分析，在民事司法审判中“谁主 张，

谁举证”的一般原则下,如当事人举证不能 将

承担败诉的风险,而当事人的利害相关性又使 

得仅依靠其自身所取得的证据证明效力较弱,较 

容易为对方所质疑，但是公证书在证据效力上 

具有优势地位,便于解决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隐蔽 

性强和权利人举证难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 

过公证机构收集、固定和保存证据,这样，知识 

产权权利人提供的证据将更加真实、准确、全 

面和充分,有利于当事人在纠纷解决中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也有利于人民法院公正高效地审理知 

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 

 
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公证业务有很多种，几乎覆 

盖知识产权各领域，比如:主体资格公证,如营 

业执照公证等；2、声明书、 (委托书)公证,如 

商标转让声明,授权办理相关申请手续、登记手 

续等；3、合同、协议公证,如商标权转让协 议；

4、保全证据公证,如侵权证据的固定；5、 保

管业务,如文学作品保管；6、与知识产权保 护

相关的涉外涉港澳台公证等。 

 
根据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中国公证协 

会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2006 年至 2013 年办理 

的知识产权相关的公证中,保全证据类公证占比 

过半，总量第一。 

 
基于保全证据公证的重要性，下面我们就来讲 

一讲保全证据公证。 

 
 

 

 
首先，我们来介绍申请人主体资格的要求。 

 

一本公证书打开，正文第一句就是申请人，冒 

号。那么什么人可以申请保全证据公证呢？什么 

人是适格的申请主体？ 

 
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申请人与申请公证的事项 

有利害关系（“公证程序规则”第十九条第一款第 

一项规定：申请人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利害关 

系），二是要符合管辖的要求。（《办理保全证 

据公证的指导意见》第四条：保全证据公证管 

辖：由当事人住所地、行为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 

证机构受理。） 

 
举一个例子：一个人发现市场上有仿造迪斯尼卡 

通图案的毛绒玩具，觉得侵犯迪斯尼的著作权、 

商标权，认为这是个商机，兴高采烈的来公证处 

申请保全他购买侵权产品的行为，这种情况是不 

可以受理的，因为没有迪斯尼公司的授权，与保 

全事项没有利害关系。 

 
再举一个例子，权利人是河北省一个小县城的公 

司，他在当地发现有销售侵犯他专利权的侵权产 

品，这个公司作为申请人是适格的。但是他考虑 

到县城里人口很少，基本是熟人社会，如果找当 



 

 

 

 

★ 您的明天，铭天的视野 放眼未来，选择铭天 ★ 

 

地公证处，担心打草惊蛇，致使保全行为失败， 

希望让异地的公证处来保全证据。可是根据《办 

理保全证据公证的指导意见》第四条：保全证据 

类公证应当由当事人住所地、行为或者事实发生 

地的公证机构受理。当事人住所地、行为或者事 

实发生地都是河北省，外省市的公证处不能受 

理。怎么办？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是“利害 

关系人”。 

 
利害关系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拥有实体法上请求 

权的主体,比如商标权人、专利权人、著作权人 

等，他本人就是适格的申请人。一类是对法律关 

系主体权利或法律关系有管理权、处分权的主 

体，比如权利人的代理人，代理的律师事务所， 

代理的知识产权代理公司等等。 

 
对于这类人成为申请人是有比较严格的限制的。 

实践中,要在授权委托书上明确注明:代理人有权 

以自己的名义调查取证、申请办理公证。还有一 

种做法,权利人不采取委托代理的方式,而是要求 

权利人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将其调查取证的权 

利让渡给他人,约定他人享有对涉嫌侵权的行为 

调查取证的权利,将他人变成调查取证权利人,并 

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申请保全证据公证。这样可以 

很好的解决外地的权利人通过公证机构所在地的 

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公证的问题。 

 
针对上面这个案例，这家公司后来找了一个北京 

的律师事务所代理，按照上面的要求签订明确的 

授权书或者协议书，以律师事务所为申请 

人，律师事务所在北京，这样北京的公证处就拥 

有了保全证据公证的管辖权，可以受理该保全证 

据的公证了。 

 

 

 
从“ZARA”商标异议案看异议程序修改的成功 

与不足 

【来源：知产力】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福州一位开美发店的老板 

周先生“傍大牌” 成功抢注“ZARA 中英文商 

标”（“ZARA”和“飒拉”），允许在“美 

容、美发”等行业使用。文章还指出，针对该事 

件有律师提醒，“如果 ZARA 公司准备穷尽救 

济程序，周先生有可能还会吃官司”。 ①据了 

解，此案系一起商标异议及复审案，商标局和商 

标评审委员会对异议人蒂则诺纺织工业公司 

（“ZARA”服装商标所有人）的异议理由均未 

支持，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异议复审裁定系在 

2013 年《商标法》生效之后做出， ②因《商标 

法》限制了异议人的救济途径，此案异议人没有 

权利提起行政诉讼，被异议商标由此获准注册。 

典 型 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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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从此案考察商标异议程序修改的成功与不 

足。 

 

2013 年《商标法》对异议当事人救济方式的修 

改 

 

 
2001 年《商标法》对商标异议案件实行“行政 

两审、司法两审”的“四审终审制”，行政两审 

是指异议案件由商标局异议裁定，当事人不服可 

以申请复审，由商标评审委员会做出异议复审裁 

定。 

 

司法两审是指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异议复审 

裁定不服可以起诉，从而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实 

行两审终审。商标法修改过程中，考虑到“提出 

商标异议的主体和理由过于宽泛、程序过于复 

杂，影响了申请人及时获得商标注册”③，同 

时，因实践中异议成立的比例很低，据统计， 

2009 年至 2011 年商标异议案件，经商标局裁定 

异议成立的，分别只占异议案件总数的 15.76%、

17.93%和 17.10%，④这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多

数异议理由欠充分，使得异议程序可能 成为一

方妨碍、拖延对方商标注册的不正当竞争 的手

段。 

 

因此，商标法修改对异议程序进行了简化，即 

“删除了商标局对商标异议进行审查作出裁定的 

环节，规定商标局对商标注册异议进行审查后直 

接作出准予或者不予注册的决定。对商标局认为 

异议不成立、准予注册的，异议人可以请求宣告 

该注册商标无效；对商标局认为异议成立、不予 

注册的，被异议人可以申请复审。对无效宣告决 

定或者复审决定，当事人不服的，还可以依法提 

起诉讼。 

这样，既省略了对商标局异议裁定的复审、诉 

讼程序，又保障了异议人、被异议人获得救济 

的权利。”⑤经过此次修改，《商标法》第 

35 条第三款的规定，被异议人不服商标局做 

出不予注册决定的，可以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 

请复审，被异议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复审决 

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商标法》第 35 条第二款的规定，异议人不 

服商标局做出的准予注册决定，异议人不得向 

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也不得向人民法院 

起诉，只能等到该商标注册后，依法向商标评 

审委员会请求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 

 

而且，根据《商标法》第 35 条第三款的规 

定，只有被异议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复审决定 

不服可以起诉，这就意味着在商标局做出不予 

注册决定但被异议人提出复审，而商标评审委 

员会做出准予注册复审决定，原异议人也不得 

起诉，但可以依法向商标评审委员会请求宣告 

该注册商标无效。 

 

成功：权利取得及时性 

 

本次商标法修改限制异议人提起复审和诉讼， 

杜绝了异议人利用商标异议程序拖延被异议人 

（商标注册申请人）的商标注册，最大程度地 

方便了被异议人及时获得商标注册，取得商标 

权。 

 

本案中，商标局依据 2001 年《商标法》做出 

异议裁定（2013 年《商标法》生效之前）， 

异议人不服商标局裁定提出复审。商标评审委 

员会在 2013 年《商标法》生效之后做出裁 

定，准予被异议商标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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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商标法》第 35 条第三款的规定，异议 

人（复审申请人）蒂则诺纺织工业公司无权提 

起行政诉讼，被异议人（复审被申请人）顺利 

获得商标注册。 

 

如果依据 2001 年《商标法》，异议人仍可提 

起行政诉讼（一审、二审），即使最终法院维 

持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被异议人获得商标注 

册的时间亦会拖延 1-2 年。因此，与 2001 年 

《商标法》相比较，被异议人取得商标权的及 

时性得到了大大增强。 

 

不足 1：权利稳定性减弱 

 
我国自 1958 年对商标注册采用一次公告注册 

制度，即“对申请注册的商标，经审查核准， 

即予注册，并刊登《商标公告》。但是，此种 

制度由于商标注册前未经公布征询意见，容易 

在商标注册后产生商标争议”。 

 

1982 年《商标法》对此作了必要的调整和改 

变，“采用了两次公告注册的办法，即对申请 

注册的商标，经初步审定同意后，先予刊登 

《商标公告》征询意见，在规定期限内无人提 

出异议，或者提出的异议经裁定不能成立，始 

予注册，并再次予以公告。 

 

这种办法与改变全面注册是相适应的，有利于 

完备商标注册程序，减少商标注册后的争议， 

更好地保护商标专用权”。⑥由此可见，商标 

异议程序的设置系以“征询意见”为手段，以 

“完备程序、减少争议”，维持“权利稳定 

性，更好地保护商标专用权”为目的。 

2013 年《商标法》一方面限制异议人提起复审 

和行政诉讼，另一方面允许其在被异议商标注 

册之后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由此可能带来商标 

注册后的无效宣告增加，同时使商标专用权的 

稳定性有所减损。 

 

诚如上述报道中的律师所言“如果 ZARA 公司 

（蒂则诺纺织工业公司）准备穷尽救济程序， 

周先生有可能还会吃官司，虽然已经打了四年 

官司，但这仅是商标注册前的异议程序。 

 

根据《商标法》，ZARA 公司作为驰名商标所 

有人，仍可以在五年内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 

告该注册商标无效，对恶意注册的驰名商标所 

有人不受五年的时间限制”。⑦就本案而言， 

如果周先生实际使用该商标并有所投入，也存 

在因蒂则诺纺织工业公司对该商标向商标评审 

委员会提起无效宣告请求而最终被裁定宣告无 

效的风险。 

 

不足 2：程序之“简”与“繁” 

 
本次商标法修改简化的异议程序，方便了商标 

注册申请人（被异议人）及时获得商标注册， 

但其取得商标权的稳定性有所减损。 

 

如果异议人穷尽法律程序，在异议不成功之后 

提起无效宣告请求，则商标注册申请人获得较 

高稳定性所要经历的程序并未减少，甚至可能 

有所增加。 

 

就本案而言，（异议人）蒂则诺纺织工业公司 

若针对周先生商标提起无效宣告请求，则该商 

标的可注册性最多需经过无效宣告的行政一审 

（商评委裁定）和司法两审程序，加上之前的 

异议案件行政两审，共五审程序才会有最终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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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依据 2001 年《商标法》，本案异议人 

可以提起诉讼，则经过司法两审有关于该商标 

的可注册性即会有生效判决。 

 

而且，依据 2001 年《商标法》第四十二条的 

规定，异议人对该商标不得再以相同的事实和 

理由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争议）裁定。 

⑧自理论而言，因限制异议人复审及诉讼而引 

发的程序繁琐，可能存在如下几种情形： 

 

1、商标局准予被异议商标注册——异议人向 

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无效宣告——商评委做出 

裁定——双方当事人不服均可提起诉讼可进入 

司法两审程序。此种情形为“四审”：异议一 

审、无效宣告三审（行政一审、司法两审）。 

 

2、商标局不准予被异议商标注册——被异议 

人不服申请复审——商评委准予注册——异议 

人向商评委申请无效宣告——后续程序同 1。 

此种情形为“五审”：异议两审（行政两 

审）、无效宣告三审（行政一审、司法两 

审）。 

 

3、商标局不准予被异议商标注册——被异议 

人不服申请复审——商评委不准予注册——被 

异议人提起诉讼——一审判决撤销商评委裁定 

（准予注册）——异议人向商评委申请无效宣 

告——后续程序同 1。此种情形为六审：异议 

三审（行政两审、司法一审）、无效宣告三 

审。 

 

4、商标局不准予被异议商标注册——被异议 

人不服申请复审——商评委不准予注册——被 

异议人提起诉讼——一审判决维持商评委裁 

定，不准予注册——被异议人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准予注册）——异 

议人向商评委申请无效宣告——后续程序同 

1。此种情形为七审：异议四审（行政两审、 

司法两审）、无效宣告三审。 

5、商标局不准予被异议商标注册——被异议人 

不服申请复审——商评委不准予注册——被异 

议人提起诉讼——一审维持商评委裁定，不准 

予注册——被异议人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判 

决撤销一审判决（不准予注册）——被异议人 

申请再审——再审判决撤销二审判决（准予注 

册）——异议人向商评委申请无效宣告——后 

续程序同 1。此种情形为八审：异议五审（行 

政两审、司法两审、司法再审）、无效宣告三 

审。 

 

不足 3：异议人权利救济缺失 

 

TRIPS 第 62 条之 5 规定“经本条第 4 款所指 

的任何程序作出的终局行政决定，均应接受司 

法或者准司法当局的审查。但异议不成立或者 

行政撤销不成立的，只要该程序的依据能够在 

无效诉讼中得到处理，即应无义务对该决定提 

供司法审查”。由此可见，对于异议不成立或 

者撤销不成复审，异议人只能在被异议商标注 

册后提出无效宣告，完全符合上述规定的要 求，

故无所谓权利缺失。 

 

立的行政裁决，成员国没有义务提供司法审 查。

2013 年《商标法》限制异议人提出复审， 异议

人只能在被异议商标注册后提出无效宣 告，完

全符合上述规定的要求，故无所谓权利 缺失。 

 

但是，在被异议商标注册后，异议人对该商标 

提起无效宣告请求；商标注册人（原被异议 人）

实际使用该商标，异议人对其商标使用行 为提

起侵权之诉，该如何处理？《最高人民法 院关

于审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 突的

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 二款

规定“原告以他人使用在核定商品上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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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 

（三）项的规定，告知原告向有关行政主管机 

关申请解决”。 

 

如果固守这一规定，对上述情形下原异议人提 

起的侵权之诉不予受理，则对其在先权利保护 

殊为不利，一定程度上构成权利救济缺失。 

 

以本案为例，若如报道所称，周先生实际使用 

“飒拉 ZARA”商标开美发店，⑨而（异议人） 

蒂则诺纺织工业公司对该商标提起无效宣告请 

求的同时，对其实际使用行为以侵犯驰名商标 

为由提起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之诉，若严格适 

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对（异议人）蒂则诺纺 

织工业公司的起诉应不予受理，对（异议人） 

蒂则诺纺织工业公司而言，就是一种权利救济 

缺失。 

 

结语 

 
本文对异议程序修正的成功与不足的分析属于 

理论分析，尤其是关于因限制异议人复审及诉 

讼而引发的程序繁琐的推演更是如此。 

 

但愿上述理论推演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实践中 

绝无仅有。 

 

而且，本理论推演尚不包括商标局异议决定或 

者后续程序中对被异议商标“部分准予注册、 

部分不准予注册”的情形，因为此种情形将会 

使上述理论推演的程序更加复杂。此外，对因 

限制异议人提出复审或者诉讼，被异议商标获 

得注册后投入实际使用，而在先权利人（异议 

人）提起侵权之诉的，应当给予其必要的权利 

救济，否则有失公平。 

 

 

 
 

 

 
雅培诉英氏 9 款米粉罐侵权获赔百万 

 
【新闻来源: 中国质量新闻网】 

 
因认为 9 款“英氏”婴儿营养米粉罐侵犯了公 

司享有的外观设计专利，雅培贸易（上海）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培公司）将生产、制造、 

销售商湖南英氏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英氏食品公司）、江西枫树生态科技食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枫树食品公司）、湖南英氏乳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氏乳业公司）、北京 

乐友达康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乐友公司）、邵 

阳市兴华塑胶有限公司（简称兴华塑胶公司） 

诉至法院。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 

侵权成立，判决除乐友公司以外的其余 4 被告 

共同赔偿经济损失 100 万元、合理费用 31395 

元，同时判令 5 被告停止制造、销售或许诺销 

售侵权米粉、销毁库存米粉罐成品、半成品、 

模具。法院经审理查明，雅培制药公司享有名 

称为“容器”及外观设计专利，该专利至今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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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英氏-首尝亲衡加铁营养米粉”等 9 种的罐 

装米粉产品，其外观设计与雅培公司享有专利 

权的外观设计相比，除主视图中雅培公司涉案 

外观设计开口处有 3 个圆点而被控侵权外观设 

计无该 3 个圆点、俯视图中被控侵权外观设计 

有两条波浪线条而雅培公司涉案外观设计无该 

波浪线外，其余设计均基本相同。 

 
诉讼中，英氏食品公司、枫树食品公司、英氏 

乳业公司、兴华塑胶公司亦认可涉案被控侵权 

的米粉罐与雅培公司享有专利的外观设计相同 

或近似。 

 
涉案 9 款米粉分别在乐友公司各门店、乐友网 

站、英氏官方网站、天猫商城英氏旗舰店销 售、

当当网等均有销售，且销量可观。法院经 审理

认为，涉案米粉罐与雅培公司涉案外观设 计相

比，仅有两处细微不同，其余设计均基本 相同。

对一般消费者而言，两者整体视觉效果 基本相

同，故两者构成近似的外观设计。 

 

根据米粉罐上标注的生产者信息，以及英氏食 

品公司与枫树食品公司签订的协议，可以确认 

英氏食品公司和枫树食品公司是涉案罐装米粉 

的生产者。在涉案米粉罐上标注有英氏乳业公 

司的电话、网址、商标；英氏乳业公司网站上 

介绍其建有米粉生产基地，并展示有涉案被控 

侵权的米粉产品；英氏乳业公司还将涉案米粉 

罐申请了外观设计专利权。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尽管涉案罐装米粉上未 

标注英氏乳业公司的生产者身份，但其实际上 

也是生产者之一。 

 

故涉案米粉产品实际上是由英氏食品公司、枫 

树食品公司、英氏乳业公司共同生产的。 

 

鉴于使用何种米粉罐需由英氏食品公司和枫树 

食品公司决定，枫树食品公司需对兴华塑胶公 

司设计的米粉罐样品签字确认后再行制造，加 

之英氏乳业公司将涉案侵权米粉罐申请外观设 

计专利，故应当认定涉案侵权米粉罐由英氏食 

品公司、枫树食品公司、英氏乳业公司共同委 

托兴华塑胶公司设计、制造。 

 
英氏官方网站、天猫商城“英氏旗舰店”均由 

英氏乳业公司、英氏食品公司共同经营。在英 

氏官方网站、“英氏旗舰店”上均有使用涉案 

侵权米粉罐的米粉产品展示和销售，故英氏食 

品公司、英氏乳业公司共同实施了许诺销售侵 

权产品的行为。 

 
根据乐友公司提供的销售出库单，可以确认英 

氏食品公司向乐友公司提供了使用有涉案侵权 

米粉罐的米粉产品，故英氏食品公司实施了销 

售侵权产品的行为。乐友公司的网站上展示有 

涉案米粉产品并实际销售，故其实施了许诺销 

售、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 

 
综上，上述 4 被告的行为均以生产经营为目 

的，均未经雅培公司的许可，构成了对雅培公 

司涉案专利权的侵害，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 

任。最后，法院认定雅培公司 100 万元的赔偿 

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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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店、四川饭店进入全聚德集团，股份公司 

更名为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全聚德”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铭天客户之全聚德 

 
【作者：铭天知产】 

 

 

 

中华著名老字号——“全聚德”，创建于 

1864 年（清朝同治三年），历经几代全聚 

德人的创业拼搏获得了长足发展。 

 

“不到万里长城非好汉，不吃全聚德烤鸭真 

遗憾！”在百余年里，全聚德菜品经过不断 

创新发展，形成了以独具特色的全聚德烤鸭 

为龙头，集“全鸭席”和 400 多道特色菜品 

于一体的全聚德菜系，备受各国元首、政府 

官员、社会各界人士及国内外游客喜爱，被 

誉为“中华第一吃”。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 

多次把全聚德“全鸭席”选为国宴。 

 

1993 年，中国北京全聚德集团（以下简称 

“集团”或“全聚德集团”）成立；2003 

年,集团与北京华天饮食集团共同组建聚德 

华天控股有限公司；2004 年，与首旅集 团、

新燕莎集团实现战略重组，仿膳饭庄、 丰

泽园 

全聚德集团成立以来，秉承周恩来总理对全 

聚德“全而无缺，聚而不散，仁德至上”的 

精辟诠释，发扬“想事干事干成事，创业创 

新创一流”的企业精神，扎扎实实地开展体 

制、机制、管理、营销、科技、连锁经营、 

企业文化、精神文明建设八大创新活动，确 

立了充分发挥“全聚德”的品牌优势，走规 

模化、现代化和连锁化经营道路的发展战 

略. 

现已成为汇聚全聚德、仿膳、丰泽园、四川 

饭店等众多京城老字号品牌，涵盖烧、烤、 

涮、川、鲁、宫廷、京味等多口味，拥有 

100 余家成员企业，年销售烤鸭 600 余万 

只，接待宾客近 2000 万人次，品牌价值百 

亿元的餐饮集团。“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 

和“仿膳（清廷御膳）制作技艺”分别被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前门全聚德 

烤鸭店门面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 

位”。 

 

在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全聚德集团还 

先后被中央文明办、全国总工会、国家商务 

部、国家质检总局、中国商业联合会等单位 

授予“全国文明行业示范点”、“全国五一 

劳动奖状”、“全国质量管理先进企业”、 

“国际餐饮名店”、“国际质量金星奖、白 

金奖和钻石奖”、“国际美食质量金奖”、 

“全国商业质量管理奖”、“中国十大文化 

品牌”、“中国餐饮十佳企业”、“中国最 

具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北京十大影响 

力企业”和“北京城市名片”等荣誉。 

客 户 风 采 



 

 

 

 

★ 您的明天，铭天的视野 放眼未来，选择铭天 ★ 

 

 

 

 

 
 

“全聚德”在享有极高声誉的同时，也不免 

遭遇被侵权的命运，或利用“全聚德”及旗 

下品牌的知名度打擦边球行为，在打击侵 

权、“反傍”的过程中，“全聚德”态度坚 

决、力度非常大 

 

2014 年 7 月，全聚德集团因“仿膳”商标 

行政纠纷案被张某作为第三人诉至法院。在 

接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传票后，全 

聚德集团迅速委托北京铭天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代理其参与案件的诉讼程序。 

 

作为该案的代理人，北京铭天知识产权公司 

的郑剑军律师对该案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在 

规定期限内就两个引证商标的实际使用及享 

有较高知名度事实的证据进行了补强，并提 

交了陈述书及相关情况说明，为该案做了大 

量的诉讼准备工作。 

 

庭审中，也就案件要争议焦点即诉争商 

标是否与引证商标构成类似商品上的近 

似商标进行了充分的陈述、辩论。最 终，

法院驳回了张某的诉讼请求，维持 商标

评审委员会的请求，全聚德集团因 “仿

膳”商标的行政纠纷案全面胜诉。 

全聚德集团“反傍”行动再一次取得胜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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