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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侵犯知识产权、网络犯罪等时有发生……要
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
轨道上健康运行。”“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
同繁荣。”12 月 1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
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的发言，在业界引
起了强烈反响。 

近年来在互联网企业、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中，无论
是出于自身发展还是市场竞争的需要，企业都十分关注
知识产权保护，把知识产权保护作为自身发展的命脉。
如今，在互联网经济潮起潮涌之际，互联网企业更加重
视知识产权，其中不仅有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这样已
经成功的互联网经济强者，而且有更多的创新创业者不
断加入这一潮流之中。此次世界互联网大会举办地浙江
乌镇，已经成为互联网经济的“梦想小镇”，3 平方公
里的互联网创业园开张半年来，已经有 440 余名怀有
创新梦想者带着 4000 余个项目落户，集聚资本 320
亿元，揭开了“梦想小镇”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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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演讲时所讲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主旨，正是互联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当前互
联网经济蓬勃发展，受网络虚拟性、开放性、线上线下交织等因素的影响，互联网领域的知识
产权保护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曹新明在接受
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加强网络知识产权保护迫在眉睫。 

近年来，我国出台的政策举措中，对于互联网经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重视。从今年 5
月至今，国务院出台的各项举措，均对加强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作出了部署和要求。国家知识
产权局按照国务院有关部署，积极行动，加强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 

“目前，互联网领域已经成为知识产权创造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创造着越来越多的知识
产权，正在实施的‘互联网+’行动计划，更是为知识产权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曹新明表
示，在经济新常态下，互联网经济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只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不断加强互联网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才能促进互联网经济健康发展、创新发展。 

（节选自《知识产权报》 记者 赵建国） 

王老吉“改名案”终审胜诉，加多宝赔偿

2015 年 12 月 15 日，广州医药集团、广州王
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判决书。针对王老吉与加多宝争议已久的“改名案”，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在 12月 2 日作出终审判决，
加多宝被判定虚假宣传，王老吉胜诉。加多宝被判
定虚假宣传，须赔偿王老吉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
用超过 1000 万元，并销毁违法广告语宣传物品及
公开赔礼道歉。 

该案判赔金额创下终审案件中最高记录。 

这是继王老吉赢得“怕上火”广告语案之后的第 15 场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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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中国在 2014 年的专利申请量为 92 万 8177 件，
位居世界第一，超过了排名第二和第三位的美国和日本的总和。 

外媒称，中国 2014 年申请专利创下纪录。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 14 日发布年度报告称，中国在专利、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的
知识产权领域的申请量均位居世界第一。法新社引述报告说，中
国专利申请数量将近百万件，即使是美国与日本的专利申请加起来也不如中国。报告表示，中国
成为世界知识产权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 12 月 15 日报道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14 日发表 2015 年度《世界
知识产权指标》报告，就 2014 年全球知识产权活动的最新发展态势作了汇报。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Francis Gurry)在发布会上表示，2014 年全球对知识产权权利的需求
继续增长，这彰显了前沿知识和品牌认知对在当今市场取得成功所发挥的核心作用，同时突出了
知识产权局在审查知识产权申请时，坚持质量第一的重要性。 

报告表示，2014 年全球创新者共提交了约 270 万件专利申请，比 2013 年增长了 4.5%。
中国在 2014 年的专利申请量为 92 万 8177 件，位居世界第一，超过了排名第二和第三位的美
国和日本的总和。报告称，不仅位于中国的专利申请局收到了最多的专利申请，中国公民和企业
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提交了最多的专利申请，共 83 万 7000 件。美国和日本则为 50 万和 46 万
5000 件。 

  题为《世界知识产权指标》的报告也同时表示，去年商标申请量比上一年增长 6%。中国在
这一领域也位居世界第一，共提交 2 百 22 万件申请，比 2013 年增长 18.2%。美国和欧盟内部
市场协调局名列第二和第三位。在工业品外观设计方面，中国申请量为 56 万 4555 件，比上年
下跌 14.4%，但仍居世界首位。其次为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和韩国。2014 年植物品种保护申请
量比上年增长 3.3%。欧盟共同体植物品种局受理的此项申请最多，共有 3625 件，其次是中国
和美国，分别是 2026 和 1567 件。 

  报道称，不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也提及中国领导人基于战略考虑，
全力支持电信和太阳能等诸多领域的专利申请。但数量并不能说明一切。高锐说：“对于专利品
质，没有被广泛接受的标准”。 

行业新闻 

中国 2014 年申请专利创下纪录 超美日总和

3 Jiaquan IP Law Firm | www.jiaquanip.com 



 我国知识产权快速维权工作成效显著

资料来源：SIPO 官网 

自 2012 年底启动知识产权快速维权工作
以来，中山（灯饰）、南通（家纺）、北京朝阳
（设计服务业）、杭州（制笔）、东莞（家具）、
顺德（家电）等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积极配合
开展专利快速审查和快速确权工作，并结合本地区产业特点，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知识产权快速维
权机制，为企业技术创新和集聚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撑。 

据悉，经过三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知识产权快速维权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是推进了知
识产权维权效率的提升。各中心通过由地方知识产权局委托执法的方式开展专利纠纷快速调解，
并与当地法院建立证据互认、纠纷调解前置机制等协作机制，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处理周期由 4
个月缩短为 1 个月。二是协助促进了专利审查效率的提升。通过建立快速审查机制，将外观设计
专利审查周期缩短至 10 个工作日，使相关领域的专利申请审批速度与产品研发上市周期同步。
对每件专利申请进行预审，有效减少重复申请的出现，提高了申请质量。三是促进产业创新设计
能力的提升。随着快速维权中心的稳步运行，当地知识产权保护管理水平迅速提升，产业集聚地
品牌溢出效应不断显现，吸引了多家国内外相关领域设计机构入驻，增强了知识产权创造运用能
力。 

1 月 18 日法国罗美尼事务所来访广东省知识产权局 

行业新闻 

会谈期间，双方就欧洲专利申请、知识产权保护、专利代理服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
交流。Francois DELUMEAU 先生详细介绍了法国知识产权诉讼制度。双方均表示今后将
进一步加强交流沟通，探索开展知识产权相关合作。 

2016 年 1 月 18 日，法国罗美尼事务所合伙人 Francois 
DELUMEAU 先生一行 3 人访问广东省知识产权局（以下简
称“省局”）。省局纪检组长、监察专员严小宜会见了来访客人
并与之进行座谈。我所受邀陪同出席是次会晤。陪同座谈的还
有政策法规处、协调与合作处相关人员，广东专利代理协会和
企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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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权喜讯 

2016 年嘉权专利商标事务所迎春团拜晚会 

2016 年 1 月 22 日晚，嘉权各分公司员工齐聚丽宫国际酒店国际会议中心举办迎春团拜晚会。
当天晚会上，喻新学总经理向大家回顾了 15 年公司业绩攀升、人才广纳、荣誉满载等方面的卓越成
果，并对 16 年的规划蓝图进行了简单陈述。 

最后，带来战绩骄人的喜讯：2015 年度，我司在专利代理方面提交专利申请同比增长 29%，其
中发明专利申请量增长尤为明显，同比增长 57%；涉外专利申请量上升 11%。商标申请量同比增长
12%。诉讼案代理量同比大幅度增长 70%。其中代理的两起“美的”诉讼案件也获得了全面胜诉。
项目方面，科技咨询业务也有很大的增长，全年代理高新项目咨询同比增长 71%，其他项目同比增
长 30%。 

2015 年，我们业绩骄人！2016 年，我们将再创辉煌！

5 Jiaquan IP Law Firm | www.jiaquanip.com 



嘉权 2015 年精选案例 

（一）基本案情 
金榕家庭用品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家庭用品制造企业，在产品销售过程中收到福州中院的传

票,指其生产的一款茶杯侵犯了广东某企业的发明专利权,于是其委托广州嘉权专利商标事务所进
行应诉。 

（二）裁判结果 
涉案专利在专利审查程序中，审查员指出其原申请文件所要求保护的权利要求 1 相对于一份

对比文件而言不具有新颖性，于是专利权人对原来的权利要求进行了修改，明确了其要求保护的
技术内容为修改后的权利要求，所以其实际保护内容为授权文本中所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通过
对比，涉案产品采用的技术却是该审查意见书中的对比文件公开的技术，所以涉案产品并未落入
本案专利的保护范围，不应构成侵权。于是在法院庭审时代理人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并进行答辩，
最后原告同意撤诉结案。 

（三）典型意义 
在侵犯专利权诉讼中，首先要确定专利的保护范围，特别是对于发明专利的诉讼案件，我们

应该调取该发明审查中的答辩文档进行分析，从而核实专利的实际保护范围，这是为了防止专利
权人采取出尔反尔的策略，即在审查过程中为了容易地获得专利权而对专利保护范围进行各种限
制性的修改或解释，或者强调某个技术特征的重要性，在授权之后的侵权诉讼中又试图取消这些
限缩或者声称该技术特征可有可无，以图应用等同原则来覆盖被控侵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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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案情 
中山市泰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拥有的一份专利号为 201120184716.3，专利名称为一种红

外线感应飞行器的遥控器”的实用新型专利,该专利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的无
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该无效决定宣告本专利的专利权全部无效,其理由是:“某外观设计专利构
成该项实用新型专利的抵触申请，导致本专利不具备新颖性”,中山市泰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对该
无效决定不服，于是委托广州嘉权专利商标事务所代其提起行政诉讼。 

（二）裁判结果 
根据专利法规定:能够作为评价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新颖性的抵触申请文件也必须是

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而对比文件为一项外观设计专利文献，因此该对比文件不应作为评价
本专利新颖性的证据使用，专利复审委员会在认定评价本专利新颖性的抵触申请证据及适用法律
时存在错误。于是代理人根据以上理由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出上诉,最后经过审理，北京知识产
权法院认为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的 24658 号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 

（三）典型意义 
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并不具有相同的保护客体，其所具有的权利范围并不相同，因

此，即便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均被授权，亦不构成重复授权，当然二者亦不构成抵触申
请。所以无论是依据《专利法》有关作为发明或实用新型的抵触申请仅可以是发明或实用新型这
一规定本身，还是从抵触申请系为“禁止重复授权”的目的出发，外观设计均不能构成发明或者
实用新型抵触申请。 

（一）基本案情 
开平市绿洲食品有限公司为一家生产销售健康饮料的民营企业，其在产品销售过程发现河南

省某企业侵权其一款瓶贴的外观设计专利,于是提起专利侵权诉讼,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被告提交
了一份用于先用权抗辩的证据：生产的产品实物、合格证及其包装箱，一审法院基于原告没有提
出相反证据证实被告提供的产品实物与包装箱是在被诉后才伪造出来的，从而认定了先用权抗辩
成立，开平市绿洲食品有限公司对其判决不服,从而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裁判结果 
在二审审理中代理人对被告提供的实物提出了 10 点明显的疑问，从而证明其存在明显的匿

造可能。庭审后，被告最后同意不再生产、销售与本专利相冲突的产品，如有违反将给予 10 万
的罚款，并签定了和解协议。 

中山市泰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的行政诉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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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市绿洲食品有限公司 
不服广州中院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案 



（三）典型意义 
这是先用权抗辩的典型案例，先用权抗辩应该考虑以下因素：1、对于产品专利权而言，能

够产生先用权的行为只包括在专利申请日之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或者已经作好制造的必要准备，
不包括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相同产品的行为。2、先用权人实施发明创造的信息来源必
须是先用权人自己独立研究开发出来或者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

（一）基本案情 
江门某企业，主要从事帐篷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其于 2013 申请了一项有关帐篷杆架组件的

实用新型专利，专利授权以后，分别对鹤山市多家帐篷企业提起专利诉讼，要求停止帐篷产品的
生产及赔偿损失，多家帐篷企业收到江门市知识产权局传票后，发现其制作的产品确实已落入对
方专利权保护范围，于是其委托广州嘉权专利商标事务所进行应诉。 

（二）裁判结果 
代理人针对该专利在知识产权网内检索了该领域里面的专利文献，发现该专利要求保护的内

容为社会公知的公用技术，不符合专利法规定的新颖性及创造性要求。于是在诉讼答辩期内，向
专利复审委员会请求宣告原告的专利权无效，并于收到专利无效受理通知书以后，要求广州知识
产权法院中止诉讼审理。经过专利复审委员的口头审理以后，对涉案专利作出了无效宣告请求审
查决定书，宣告该实用新型专利权全部无效，最后原告同意撤诉结案。 

（三）典型意义 
本案的关键在于，当企业接到诉状后，先不要急于答辩，应立即聘请有经验的专利代理人通

过专利文献及有关信息的检索，认真进行研究，根据案情制定相应的答辩对策。如果企业产品确
实已落入对方专利权保护范围，首先考虑到的就是利用专利权无效来进行抗辩，但是需要注意的
是，为了中止诉讼的审查，专利权无效请求必须在 15 天答辩期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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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某企业诉鹤山市多家帐篷企业 
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案 



把握时间，沉着应对知识产权海关扣货通知 
嘉权专利商标事务所 甄淑贤 

案件简况 

2015年 8月，我公司收到江门 A公司的电话咨询，咨询的语气很急促，
声称其生产出口的产品被海关扣押了，原因是其出口的产品侵犯了在中国海
关进行了知识产权备案的权利人的商标权。由于 A 公司所出口的产品是与客
户的其他产品拼柜报关的，海关查扣中止放行涉嫌侵权产品时是以报关整体
进行扣货，所以，如果不及时处理，将拖延 A 公司客户的所有出口货物，A
公司有可能因此支付高额的违约金。因此，A 公司特委托我司与海关进行交
涉处理。 

我公司接到 A 公司委托后，立即向委托人了解具体情况，就委托人提供
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后，我公司认为委托人并没有侵权，理由有：一、海关
认为侵权的包装纸，其实是属于委托人产品包装的填充物，不是委托人的产
品包装；二、委托人的产品与商标权人的产品不一致；三、委托人用以作为
填充物，被海关怀疑为侵权包装的纸张，是委托人生产辅料的废弃物，委托
人的生产辅料有合法的来源。根据分析结果，我司认为与权利人主动联系取
得不侵权声明放行货物将缩短中止放行的时间，避免委托人货物因停留错过
船期而导致损失。为此，我司立即与中止放行的海关进行联系，取得了权利
人的联系方式。并与权利人进行联系，向权利人陈述了我方的观点，并将生
产辅料的合法来源资料（合同、发票）提供给权利人予以证明。最终，在我
司催促下，权利人到现场查看中止放行产品后确认产品不侵权，同时出具了
不侵权声明给海关。A 公司的产品终在船期到来前顺利办理了通关。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 
第十六条 海关发现进出口货物有侵犯备案知识产权嫌疑的，应当立即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

甄淑贤 

法律顾问 

甄淑贤女士毕业于中山

大学法律专业，企业法律顾

问、国家二级人力资源管理

师。 

甄淑贤女士有十多年企

业法务管理工作经验，期间曾

在多间上市公司任职法务管

理。精通公司法、劳动法、合

同法和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相

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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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人。知识产权权利人自通知送达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依照本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提出申请，并
依照本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提供担保的，海关应当扣留侵权嫌疑货物，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
并将海关扣留凭单送达收货人或者发货人。知识产权权利人逾期未提出申请或者未提供担保的，
海关不得扣留货物。 

第十八条 收货人或者发货人认为其货物未侵犯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知识产权的，应当向海关
提出书面说明并附送相关证据。 

第二十条 海关发现进出口货物有侵犯备案知识产权嫌疑并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后，知识产
权权利人请求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海关应当自扣留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对被扣留的侵权
嫌疑货物是否侵犯知识产权进行调查、认定；不能认定的，应当立即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 

专业点评 

广州嘉权专利商标事务所提醒：使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无论是权利人还是被投诉人，都需
重视每个阶段的时间点要求，因为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中，每个阶段权利的行使都有明确的
时限规定，如错过时间点，将有可能丧失权利，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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