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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欧盟商标条例》即将实施 
嘉权专利商标事务所  邱晓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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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圣诞节前夕，欧盟公布了有关欧盟商标的
新指令，并确定新的《欧盟商标条例》大部分将于 
2016年 3 月 23 日开始实施。

      以下是我们总结的几点主要修改： 

1. 新称呼
受理欧盟商标和欧盟外观设计的机构名称，由

原来的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简称 OHIM） 改为欧
盟知识产权局（简称 EUIPO）。欧盟商标的英文名
称也相应由Community Trade Mark（简称CTM）
改为 European Union Trade Mark （简称
EUTM）。 

2. 提交申请及续展官费均按类别收
目前，欧盟商标三个类别以内的申请均收取同

一固定官费。新条例实施后，单类申请官费将稍微
降低 50 欧元，申请三类的官费则提高了 150 欧元。
续展费用也调整与新的申请费一致。 

因而，近期若有打算提交申请，且一个商标覆
盖 3 个类别的，在 3 月 23 日之前提交可以节省一
定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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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指定尼斯分类中的类别标题的保护范围进行规范解读
新条例实施后，使用尼斯分类中的类别标题来笼统概括说明商标指定保护的该类别所有

商品或服务的，其保护范围将有可能被削减。新条例明确规定指定类别标题的商标，其保护
范围仅是标题中已列出的商品或服务。因而，今后申请人在申请时最好明确列出需要保护的
具体商品或服务。 

再者，2012 年 6 月 22 日之前提交的指定了类别标题为保护商品或服务的欧盟注册商
标，若需要对指定商品或服务进行修正的，可以在新条例生效日起 6 个月内（即 9 月 24 日）
之前提交声明，但前提是修正补充的商品/服务必须以该商标申请日时的尼斯分类版本为准。
例如，商标仅指定尼斯分类第 35 类的标题“广告；商业经营；商业管理；办公事务”，若
实际需要保护的还有 35 类的其他具体服务，尤其是主要需保护的服务，则建议提交补充声
明。 

4. 过境商品是否侵权
新《条例》对过境商品的侵权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欧盟商标的权利人将有权申请查

扣在欧盟成员国过境的涉嫌侵权产品，即使这些产品并不在欧盟境内流通。但清关人或者涉
嫌侵权者有证据证明商标权利人无权禁止其货物在目的国流通的情况除外。 

5. 提交申请时可选择不接收官方发出的在后近似商标申请的通知
目前，申请人是无法选择拒绝收到协调局发出的近似商标的监控通知的。新条例实施后，

申请人可以在提交申请的同时，自行选择是否需要协调局的主动监控报告。对于部分国内申
请人来说，这可以选择性地避免日后产生的国外代理所的报告费。 

6. 有关要求优先权的规定
目前，申请人可以在提交欧盟商标申请后两个月内补充提出要求优先权。新条例实施后，

若要求优先权，必须在提交申请的同时提出，优先权副本可以在三个月内补交。 

7. 取消商标必须以图示方式提交申请的规定
不再强制要求商标必须以图示方式提交申请。例如，以后提交欧盟声音商标申请，将不

需要提交乐谱，只需要随申请文件附上一份 MP3 音频即可。 

以上第 6 和 7 项将于新指令公布 21 个月后（2017 年）才开始生效。本次欧盟商标改革变
化之处较多，我们将会陆续为大家解读公布。 

阿根廷的新调解法
作者：Estudio Chaloupka 

2015 年 12 月 21 日，阿根廷国会颁布 N°27.222 
法律，该项法律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生效，新法律修改 
了调解法第 18 条以及商标法第 16 条和第 17 条（N°22.362)。 

它指出，在商标注册程序和异议程序，调解阶段的启动不会延缓申请人指定的该年
度的异议，而去修改为适用当前的规则。 

它还建立了，异议通知后的一年，如果没有收到申请人的决定，如果申请人不启动
指定的期限内或者申请人开始法律行动，将宣布放弃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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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拟核准注册首个声音商标 

2 月 14 日消息，经审查，我国首例声音商 
标申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广播节目开始曲"符  
合商标法相关规定，于 2 月 13 日初步审定公告， 
成为我国拟核准注册的首个声音商标。国家工商 
总局介绍，声音商标是指由能够区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声音构成的商标。声音商标可以由音乐
性质的声音构成，比如一支乐曲；可以由非音乐性质的声音构成，比如自然界的声音、人或动
物的声音；也可以由音乐性质与非音乐性质兼有的声音构成。 

2016 年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发布：数字创意 重塑文化 

2016 年 4 月 26 日，是第 16 个世界知识产权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今年将围绕文化
的未来进行探讨，并在其官网上公布了今年世界知
识产权日的主题："数字创意 重塑文化"。WIPO 在
官网上这样写道："重塑文化——文化的创造、获
取和筹资——并非没有挑战。一个具有灵活性和适
应性的知识产权制度所面临的挑战是，帮助确保我
们这个数字世界中的艺术家和创意产业可以就自
己的作品得到适当报酬，这样才能继续创造。" 

 

消息来源：广州市知识产权局网站 

资助标准： 
（一）国内（包括港澳台）专利授权

后对专利权人的资助：发明专利：对职务
发明专利，资助 7,700 元/件，获国家知
识产权局 70%费用减缓的，资助 3,300 元/件；对非职务发明专利，资助 2,600 元/件。对首次
获发明专利的，增加资助 2,000 元；对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增加资助 1,300 元/件。实用新型
专利：资助 600 元/件。外观设计专利：资助 400 元/件。 

（二）国外发明专利授权后对专利权人的资助：获得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或地区专利的，
资助 40,000 元/件；获得其他国家或地区专利的，资助 10,000 元/件。每项发明最多资助 2 个
国家或地区。 

（三）提交 PCT 专利申请取得国际检索报告后对专利权人的资助：是单位的，资助 10,000
元/件；是个人的，资助 5,000 元/件。 

申报时间：2016 年 1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详细情况请点击：http://www.gzipo.gov.cn/web/html/index/contents/75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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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确定 
嘉权专利商标事务所 冯剑明 

 
案件简况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隶属于广东美的制冷家电集团，是集家用、
商用空调和大型中央空调开发、生产、营销、服务于一体的大型企业，其于
2012 年对家用空调申请了多项专利，该产品推出市场以后，获得市场的一
致好评，宁波某企业见到有利可图，开始模仿并大规模进行销售,从而严重损
害了美的公司的利益，还扰乱了市场正常秩序，于是美的公司对其提出了专
利诉讼，其中一个专利诉讼在一审过程中认定了被告落入专利的保护范围构
成专利侵权，但是被告对此判决不服，从而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美的公司于是委托嘉权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办理上诉答辩事宜。专

利代理人冯剑明首先分析了被告的上述理由是：被控侵权产品缺少涉案专利
权利要求 7 中所述的“第一子定位柱和第二子定位柱”两个必要技术特征，
没有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 

 
但是通过分析后发现：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中“第一、二子定位柱”为

明显笔误,应依实际情况予以正确解释，以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当
结合涉案专利的附图 2 和说明书中提到“第一子定位件 221 的内侧面 223
可以为与第一安装孔 210 的壁 211 对齐的弧形面，第二子定位件 222 的内
侧面 224 可以为与第一安装孔 210 的壁 211 对齐的弧形面”，并且，结合
涉案专利的说明书通篇都没有“第一子定位柱”这个部件，由此可以毫无意
义地判断，第一、二子定位柱实际上是第一、二子定位件，因此被告主张不
侵权的理由显然不能成立。通过庭审辩论以后，法院认同以上观点，从而认
定被告的上诉理由不成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冯剑明律师 

专利代理人 

冯剑明先生是专利代理部经

理，曾获得“2012 年全国优秀专

利代理人”、“2013 年度一星专利

代理人”以及“2014 年度二星专

利代理人”称号。其擅长机械领域

的专利代理、专利预警分析、无效

及侵权诉讼，更成功代理了多项专

利无效宣告及专利侵权案件，有效

地维护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由于

其熟悉专利申请、代理流程工作，

具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技术背景,故

常因知识全面、注重细节的优点而

深得客户好评。 

 
 

         4 
 

Jiaquan IP Law Firm | www.jiaquanip.com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第 59 条第 1 款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

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专业点评 
 

嘉权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专利代理人冯剑明认为：可以采用以下方式对专利权的保护范
围进行解释： 

 
1、专利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对专利权利要求字面所限定的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作出公平

的扩大或者缩小的解释，即把与必要技术特征等同的特征解释到专利权保护范围，或者以专利说
明书及附图限定某些必要技术特征。  

 
    2、专利独立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技术特征存在含糊不清之处时，可以结合从属权利要求或者
说明书及附图对其作出澄清的解释。  

 
    3、当专利权利要求中引用了附图标记时,不应以附图中所反映出的具体结构来限定专利权利
要求中的技术特征。专利保护的范围也不应完全受说明书中公开的具体实施例的限制。 

  
    4、摘要不能用于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也不能用于解释专利权利要求。  

 
    5、专利权利要求或说明书中出现明显笔误，应依实际情况予以正确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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