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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阳梅花鹿产业

双阳区养鹿历史悠久，距今已有300多年，经过原始发展、传统发展和现代发展三个阶段，
双阳梅花鹿产业的品种优势、规模优势、品牌优势和政策优势愈发明显，双阳区已成为全国
驯养梅花鹿的种源中心、生产中心和产品交易中心。多年来，在上级部门的大力扶持和各界
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区委、区政府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围绕“打造美好双阳，建设长春
城市副中心”的宏伟目标，真抓实干，奋力拼搏，双阳梅花鹿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1987 年
双阳梅花鹿育种项目被列入国家农业科技星火计划；1992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5
年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梅花鹿之乡”，同时被确定为国家贸工农一体化试点单位，吉林省
鹿业产业龙头和开发基地，并获得了国家级鹿副产品进出口经营权；2003 年省级双阳梅花鹿
产业经济开发区正式成立；2004 年“国家中国梅花鹿标准示范区”建设项目启动实施，全面
确立了双阳梅花鹿在全国的主体地位；2006 年，双阳区中国梅花鹿标准化示范区顺利通过国
家验收；2008 年，“双阳梅花鹿”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经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核准予以注册；
2010 年，双阳被评为“2010 中国海外影响力市（县、区）”；2011 年，双阳区被中国野生
动物保护协会确定为“中国梅花鹿种源养殖示范区”；2012 年，“双阳梅花鹿”被农业部优
农协会等六家单位共同评选为“2012 影响力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2013 年，新增双
阳梅花鹿地理标志商标产品范围至两大类三十个品种。2014 年，双阳区被确定为“国家梅花
鹿养殖综合标准化示范区”；2017 获“2017 中国百强农产品”等多项荣誉称号。品牌价值
超过 50 亿元。

截止到目前，双阳区梅花鹿发展数为 25 万只，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全省的二分之一。
养鹿户 1.2 万余户，遍布全区 8个乡镇（街道），年产鹿茸 280余吨，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鹿副产品加工企业 50 余家，生产加工六大类 130 个品种，实现了鹿产品制药、保健品、饮品
深加工等多个方面的新突破，产品远销韩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形成了较为完整的
梅花鹿市场营销体系。全区各类鹿产品经销网店及企业320余家，年交易鹿副产品达5000吨，
年销售额达到18多亿元，鹿业年产值达22亿元。梅花鹿产业已经成为我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拉动现代牧业经济发展的特色经济主导产业。

近年来，我区结合实际，实施了梅花鹿产业创新发展战略，围绕标准鹿业、科技鹿业、
品牌鹿业、诚信鹿业、数字鹿业和文化鹿业等“六大鹿业”建设，确立了“三个基地、三个
中心、一个市场”的梅花鹿产业发展布局的目标，为未来双阳梅花鹿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同时，通过开展鹿乡特色小镇、现代鹿业产业园区和交易大市场建设，双阳梅花鹿产业发展
层次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双阳鹿业已经走进黄金发展期，双阳梅花鹿产业必将迎来更辉煌的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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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3日，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次

会议通过了《商标法》第四次修正案，其主要内容

之一在于遏制商标恶意注册和大量囤积商标，打击

违反诚实信用的商标注册和使用行为，规范商标注

册秩序，以促进商标有效运用，净化我国商标管理

的环境。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

管理机关也在不断加强打击商标恶意注册问题的专

题研究，探索建立“黑名单”约束机制。对商标恶

意注册嫌疑人黑名单制度的战略性建设而言，笔者

认为，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黑名单的制定、审核、

发布、修改应当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统一负

责。并且，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黑名单系统应覆盖

到全国各省市，任何申请注册商标的主体都必须通

过嫌疑人名单系统的筛查，一旦发现有恶意注册的

“前科”，或试图进行恶意注册的，经查证据确凿

后应分情形对其处以永久禁止或在一定期限内禁止

关于建立商标恶意注册黑名单制度的设想

王莲峰  沈一萍

其申请注册商标的处罚，以示惩戒。[1]

建立恶意注册嫌疑人黑名单数据库，一方面将

有助于遏制商标恶意注册“惯犯”继续恶意注册商

标，阻止其继续以恶意注册商标作为谋取利益的手

段，减少恶意商标注册；另一方面，恶意注册嫌疑

人名单的公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有助于进一步规

范市场，对恶意注册嫌疑人的惩处措施所产生的威

慑力，将对其他主体企图恶意注册商标的行为产生

震慑。恶意注册嫌疑人黑名单为商标注册提供有效

的制度规范，其对商标恶意注册的规制作用，将增

加商标的有效使用率，防范恶意注册。[2]

一、建立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黑名单制度的必要

性和可行性

（一）建立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黑名单制度

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商标恶意注册的情况较为严重。在

商标行政案件中，商标恶意注册案件占据了较大的

比例。[3] 2016年商标评审典型案例中，35%的评审案

例涉及商标恶意注册。[4]

在商标评审委员会发布的商标评审典型案例

中有不少案例都与恶意注册相关，涉及到恶意注册

他人驰名商标、大量恶意注册他人在不同领域的知

名商标、恶意注册他人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

标、恶意注册知名的电影名称、恶意注册知名的自

然人姓名、恶意注册被代表人商标等。据统计，涉

嫌恶意注册的案件在除驳回复审和撤销复审案件之

外的其他商标行政案件中的比例在30%以上。例如，

2017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16批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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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其中第82号指导案例“王碎永诉深圳歌力思

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侵

害商标权纠纷案”一案中明确指出，“当事人违反

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正当

竞争秩序，恶意取得、行使商标权并主张他人侵权

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构成权利滥用为由，判决对其

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在众多恶意注册者中，也不乏一些以商标恶意

注册为业，通过商标囤积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商标囤

积者。这些大量恶意注册并囤积商标的主体，应当

纳入恶意注册嫌疑人黑名单。这些商标囤积者往往

不使用任何商标，而是利用注册机制占用大量商标

资源，阻碍了正常的商标注册取得和使用秩序。

例如，在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就

拜耳消费者关爱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拜耳消费者护

理股份有限公司诉李某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中，法

院认定被告人李某恶意注册原告商标、恶意投诉等

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并判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0万

元。该案首次明确职业商标恶意注册人的不当行为

可以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管理范围，构成不正当

竞争。该案在震慑职业商标恶意注册人、增加商标

恶意注册人违法成本、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等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5]在该案中，商标恶意注册人多次

通过大规模、持续性的平台举报威胁，要求拜耳以

70万元的高价购买商标。除了涉案商标之外，李某

还恶意注册了上千个注册商标。此类的商标恶意注

册人应当通过列入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名单进行实

时监管与管制。

因此，基于目前我国商标恶意注册泛滥的现

象，建立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名单将有助于对商标

恶意注册的规制。一方面让商标局和社会公众清楚

地获悉商标恶意注册人的名单，提高对商标恶意注

册案件的规制；另一方面，也让商标恶意注册行为

曝光在阳光下，对商标恶意注册人形成威慑力。

（二）建立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黑名单制度

的可行性

建立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黑名单，将进行了大

量商标恶意注册、商标囤积的主体纳入一个标准化

的名单之中，由商标局根据名单直接驳回在册的商

标恶意注册嫌疑人提交的商标注册申请，在我国商

标注册申请量日益增多的背景之下，无疑将提高商

标注册审查的效率，避免将有限的行政资源浪费在

具有恶意之企图的申请人行为之上。同时，将商标

恶意注册的行为进行量化，公布商标恶意注册嫌疑

人黑名单，将对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产生威慑力，

有利于保护具有真实使用意图的商标注册申请人，

维护商标注册与使用的环境。

目前，我国的商标申请、注册等已经逐渐趋

向电子化，商标的注册情况、商标的转让情况等已

进行了网络公布。此外，通过行政机关与互联网企

业的合作，利用大数据手段，分析商标恶意注册的

现象，追溯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具有现实可操作

性。因此，建立公布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黑名单具

有技术上的可操作性。

二、域外恶意注册举报和嫌疑人黑名单制度的可

借鉴性

（一）美国商标使用举报试点项目

美国采用商标使用取得制度，与我国注册取得

制度具有本质的区别。但是，近年来，也出现了商

标注册申请人通过提供虚假的使用证明来取得商标

注册专用权的现象。为了应对这一问题，美国专利

商标局（USPTO）于2018年3月启动了商标使用证据

举报试点项目，允许任何担忧虚假证明的一方，向

美国专利商标局递交举报信，避免虚假注册商标。

资料显示，美国专利商标局设立了一个举报邮

箱，专用于接受举报信息。举报邮件发送的截止时

间是自申请注册至商标注册公告后30天内。在发送

举报邮件到此邮箱时，举报人应当列明所举报商标

的申请编号，并且需要提供网站链接或网站截屏等

客观证据，（1）证明第三方的图片与使用证据完全

一样，但第三方的图片中没有标识要申请的商标；

（2）证明虽然商标注册或申请所提交的使用证据包

CHINA TRADEMARK 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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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完全一样的产品图片，但是实际标识的是与注册

不同的商标。

（二）韩国恶意注册嫌疑人名单制度

与中国一样，韩国也面对着严重的商标恶意注

册问题，韩国专利厅也为遏制商标恶意注册做了不

少努力。例如，韩国关注商标中介人的商标恶意注

册行为，早在2011年就开始启动针对商标中介人的

措施，为了鼓励群众举报商标中介人的恶意注册行

为，韩国专利厅在其网站内部专设了举报栏目。除

了被举报的商标中介人之外，公众在举报栏目中也

需要填入自己的姓名、邮箱和联系方式。[6]

此外，韩国还将商标中介人的名单公示，公

众可以通过互联网查阅列入名单中的商标中介人。

韩国还特别重视域外恶意注册韩国商标的问题。例

如，韩国知识产权保护网站上就将域外的商标恶意

注册人在网站上公示：[7]

通过多年的实践，在2016年已经实现了对商标

中介人的较好控制。韩国专利厅于2017年3月30日做

出报告，称：由商标中介人申请的商标数量从2014

年6293件减少到2016年247件，最终获得注册的商标

也从140件减少到24件。

三、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黑名单制度的构建

上述美国和韩国的经验，可资借鉴。根据我国

国情，笔者认为，我国可尝试设立商标恶意注册嫌

疑人黑名单制度，具体包括：黑名单的制定、名单

的公布与复核、名单的撤除等程序。

（一）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黑名单的制定

在建立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名单制度时，首

先要明确的就是“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名单”的条

件，即何种商标注册申请人属于“商标恶意注册嫌

疑人”，在制定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名单之时需要

考虑哪些因素。由于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名单将会

被公示，并且其惩戒措施将禁止商标注册申请人申

请注册商标，其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后果，无疑将

影响商标注册申请人的权益和信誉。因此，必须对

“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的认定设置一定门槛，只

有符合特定条件的商标注册申请人才会被列入商标

恶意注册嫌疑人名单。

笔者认为，“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的认定

可以基本参照“商标恶意注册的认定”。商标恶意

注册本质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目前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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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注册”的认定都要求商标注册申请人具有主

观过错，即其对自己的恶意注册行为具有明知或应

知。例如，2017年《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规定了

涉及恶意注册驰名商标的判定系争商标申请人是否

具有恶意的考虑因素，其中涉及了商标申请人与驰

名商标所有人之间是否存在贸易往来或合作关系、

内部人员关系往来、相同的销售渠道和地域范围、

商标申请人对商标的使用行为等来推定“恶意注

册”。在涉及特定关系人恶意注册他人在先使用商

标审理标准部分，《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解释

“上述规定旨在禁止利用特定关系明知他人商标

而恶意注册的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

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

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5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判断

诉争商标申请人是否‘恶意注册’他人驰名商标，应

综合考虑引证商标的知名度、诉争商标申请人申请诉

争商标的理由以及使用诉争商标的具体情形来判断其

主观意图。引证商标知名度高、诉争商标申请人没有

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其注册构成商标法第

四十五条第一款所指的‘恶意注册’。”

其他国家也有借助客观因素辅助其判定商标恶

意注册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做法。例如，欧盟法院

认为应当根据所有相关因素判断申请人在提交申请

时是否具有恶意。商标注册申请人在提交申请时明

知或应当知道他人已经在国外使用商标的主观状态

与恶意认定相关，但是，仅仅具有明知或应当知道

的条件是不充分的，要认定恶意的存在，有必要进

行整体评估，考虑在提交商标注册申请之时的全部

相关因素。对于主观因素的认定必须利用案件中的

客观因素加以分析考量，特别是：（1）申请人明知

或应当知道第三人至少在一个成员国中，在相同或

类似商品或服务上使用相同或近似的商业标识，申

请人的注册目的是为了造成混淆;（2）申请人打算

阻止该第三人继续使用此类商业标识；（3）第三人

具有申请商标注册的计划和意图。[8]韩国法院认为

恶意是指为了获得不正当的利益、对特定人造成损

害或具有其他非法目的的主观状态，认定恶意的因

素包括：（1）在先使用商标的知名程度；（2）在先

使用商标的显著性；（3）在先使用商标和争议商标

之间的相似性；（4）申请人和在先使用商标所有人

在市场竞争或经济关系上的类似性；（5）申请人和

争议商标在先使用人之间的关系。[9]

由于恶意是一种主观认定，建议通过各项客

观因素对“恶意”进行推定，这些推定因素包括：

（1）商标注册申请人的商标申请历史，其是否申请

了大量商标、远超正常经营需求，其是否申请了各

种类型、内容迥异的商标；（2）商标注册申请人

是否有恶意诉讼、恶意投诉他人商标侵权的历史；

（3）商标注册申请人恶意注册了与地理位置相近、

存在合作关系等主体的商标。并且，应当由商标注

册申请人承担证明自己申请注册行为不具有恶意，

而是善意的举证责任。

（二）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黑名单的公布与

复核

假设商标局在其官方网站上专设商标恶意注

册嫌疑人名单栏目，将恶意注册的个人或企业进行

公开曝光，并建立不良记录档案，将有助当前商标

注册秩序的规范。但是，为了保障商标恶意注册者

的知情权和其他相关民事权益，建议商标局在公开

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名单之前，事先告知列入名单

的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并在告知书中阐明，在一

定期限内其可以对其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身份提出

异议，且一并提交其商标注册申请行不具有恶意的

证据。如果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未在异议期内提出

异议，或其未提交证据，或其未能充分证明其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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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2019年06期

注册申请行为是善意的情况下，商标局方可将商标

恶意注册嫌疑人名单在网站上公布，从而确保被公

示的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名单不存在任何差错。由

于商标局是行政机关，因此，在审核商标恶意注册

嫌疑人名单之时，可以借鉴行政法的告知与复核程

序，便于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陈述、申辩，并设立

听证程序。

（三）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黑名单的撤除

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名单是对商标注册申请人

的一种官方权威评价，一旦被列为商标恶意注册嫌

疑人名单，那么嫌疑人在特定期间内都无法进行商

标注册申请行为。但是，建立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

名单的根本目的是贯彻诚实信用原则，净化商标注

册和使用秩序，而非扼杀任何商标注册申请人。如

果适度的惩戒作用足以对商标注册申请人产生威慑

力，法律也应当允许嫌疑人“改过自新”，即如果

被列入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名单的商标注册申请人

之后有为期一年以上的实际经营行为，并使用特定

商业标识以识别其商品或服务来源，那么应当在其

提交使用证据，并保证不再实施商标恶意注册行为

的情况下，由商标局将其从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名

单中撤除，并对撤除行为加以公示。

结论

恶意注册商标的问题不仅涉及侵犯他人在先权利

的私益问题，也关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抢占公共资

源的公益问题。同时，也影响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

度的声誉。恶意注册商标的现象背后隐藏着商标使用

的定性、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商标地域性的冲突、消费

者保护理论与制造商激励理论的平衡、商标法制度中

诚实信用原则的贯彻程度等原则性问题。从整体经济

的角度来看，若不对恶意注册的行为加以规制，恶意

注册人便能通过极低的成本攫取高额利润，对知识产

权激励机制的实现造成负面效果。

通过设立恶意注册商标黑名单制度，遏制职业

恶意注册人的恶意注册行为，无疑将会有效改善我

国当前商标恶意注册的严峻局面。但是，恶意注册

商标黑名单制度的落实需要秉持严谨慎重的工作原

则，要明确公示“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名单”的条

件，在公布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名单前应事先告知

列入名单的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给予商标恶意注

册嫌疑人要求复核的权利，允许在特定条件下由商

标局将商标恶意注册嫌疑人从名单中撤除，并对撤

除行为加以公示。通过构建恶意注册商标黑名单制

度，进一步优化商标注册与使用的环境，提高我国

商标申请的“质量”。

作者王莲峰系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商标法研究所所长；沈一萍系美国奥睿律师事务所驻

上海代表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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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帅电器成立于1998年，是海尔集团在互联

网背景下，战略布局的年轻化家电品牌。经过二十

年可持续发展，已经拥有了上千万忠实用户。在品

牌路上，先后斩获行业内“IF 产品设计大奖”“年

度最具成长力家用品牌”等多项大奖。2018年的

业绩数据突破100亿元人民币，成为百亿级品牌的

年轻践行者。

统帅电器始终深耕国内家电市场，并中标国家

家电下乡。2011年，紧抓互联网时代机遇，统帅电

器确定了互联网定制家电品的定位；2016年，统

帅立足于中国年轻消费者的庞大用户需求，结合集

团整体布局的战略，成功转型为“轻时尚家电开创

者”。在“轻时尚 悠生活”品牌理念统领下，统帅

电器致力于为用户打造一种时尚、简约、悠闲、舒

适的生活方式，并年复一年以品牌“统帅”发展。

2016年：品牌年轻化转型伊始

统帅电器开始逐渐将目光放在年轻人感兴趣的

领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互动尝试。在公益领域，

统帅空调来到青岛义教班，在炎炎夏日为孩子们安

装免费空调，还为他们请来国足明星圆了足球梦。

同时，统帅电器积极承担公益责任，发起公益万里

行活动，首站惠及四川北部24860个贫困户，受到

了当地县委的高度评价。统帅电器在高校领域同样

表现亮眼。通过走进中国海洋大学，与校园歌手大

赛合作，统帅电器用线上直播+线下互动的方式，

为品牌积累大量热度。9月，统帅电器远赴巴黎，开

展了为期4天的巴黎品牌直播之旅，4天行程里，体

验团不仅将统帅的品牌文化带到了“时尚之都”，

还在著名的卢浮宫前进行了一次跨国直播，引来不

少外国朋友争相出镜，为中国的家电品牌代言。同

期，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权威认证机构SIEMIC将

“时尚家电创新奖”授予统帅，统帅的品牌价值得

到进一步提升。

2017年：强化年轻化品牌形象

在这一年，统帅电器年轻化的步伐更加大胆，

道路走的也更加果断。统帅电器进行了多种趣味实

验与跨界，统帅洗衣机作为唯一受邀家电品牌出席

深圳时装周Showroom现场、搭建10.08米纸杯塔获

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联合天猫、京东、苏宁、

国美四大平台展开了一场名为“统帅音乐季”的跨

界合作活动。线上发起“时尚心声•乐在其中”的跨

界营销活动，线下发起 “全城搜索统帅空调”等活

动，社交媒体话题参与人数达到约418万，品牌曝光

量更是突破了 3000 万，这也让这次营销事件一举

摘得第 24 届中国广告长城奖两项大奖。

除了给用户带来卓越的产品体验，展现年轻化

统帅电器：如何以品牌“统帅”发展

于田田  王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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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牌形象，统帅电器也在通过积极的维权来清除

市场上恶意侵害统帅品牌形象的行为。经举报，统

帅电器发现在广东有他人非法设立“广东统帅电器

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统帅电器有限公司”等

带“统帅”字号的企业，抢注“统帅”商标，生产

销售山寨“统帅”品牌产品，误导消费者以为这些

企业为统帅专卖店，侵犯“统帅”品牌合法权益。

为维护品牌形象，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统帅电器

立即向广州市黄埔区法院提起诉讼，2017年7月一

审判决被告侵权并立即停止在企业名称中使用统帅

字号，维护了统帅电器的品牌形象。

2018年：行业首套轻时尚家电L.ONE发布

2018年3月，行业首套轻时尚家电L.O N E发

布，L.ONE套系拥有典型的简约时尚设计美感，弧

线的多次出现让产品视觉感更加温暖柔软，极具家

的温馨感。它的出现弥补了年轻家电的套系空白，

满足了年轻人套系购买的个性化需求。登陆央视的

同时，揽收2项IF设计大奖。

与此同时，在90后交互团队的带领下，统帅电

器真正实现了与年轻人玩在一起，通过统帅空调2分

钟热化黄油趣味实验、带队参与“云南小脚丫”公

益活动、走遍6城采访街头年轻人、二度登台深圳时

装周，与超模纪凌尘同台走秀、登台天府好耍音乐

节、参与时报金犊奖等方式，拉近了与年轻人群之

间的距离，年轻化的形象也由此更加深入人心。另

一方面，统帅电器从品牌理念出发，关怀年轻人的

生活，邀请邓伦担任轻时尚代言人，提出了“1㎡的

时尚”这一概念。通过与邓伦合拍抖音大片、拍摄

1㎡时尚大片、搭建1㎡时尚空间等活动，获2018中

国创新营销大奖。

在这一年里，统帅电器多项重要技术创新面

世。4月，统帅空调在1分钟内，让一块蜂蜜结晶、

化冻，验证了十秒十度最快制冷制热速度。统帅空

调突破原有的升频速率极限，快速达到最高运行频

率，首次实现十秒十度的行业最快升降温速度，满

足了年轻用户对于“开机不等待”的诉求。6月，统

帅成都发布感应洗洗衣机，同步推出洗风衣不破坏

防水层，洗口红不留污渍实验视频。整合云端大数

据，实现自动投放、自动进水、自动调整洗护程序

以及洗衣机转速与转停比，对于毛呢、丝绸等特殊

面料也能洗得净不伤衣。

在产品力的带动下，统帅电器厚积薄发，在产

品、交互等方面高筑用户口碑，实现了32%的业绩

增幅，1年业绩一举突破100亿。其中空调业绩逆势

增长33.6%，冰箱连续两年增幅超过20%，洗衣机

逆增50%，热水器增长60%，厨电实现1.6倍增长，

上演了年轻家电品牌的第一增速。

2019年：迭代推出全屋智慧互联套系Leader 2

在2019AWE上，统帅电器推出了全屋智慧互联

套系Leader2，Leader2所有的家电设施均可物联接

入网络。无论是在家还是出门在外，用户都可以通

过手机、电脑、电视等终端实现集中控制，一句话

启动全屋家电，实现“动口不动手”，使用体验感

大幅提升，为用户带来更加智慧智能的品质生活。

5月，统帅电器在杭州发布2019年时尚新品上

市发布会，提出“Leader Youth Home Vision”理

念，根植于年轻人的需求，推出“时尚新品+战略爆

品”2套产品；与青年公寓合作，给年轻人带来更真

实的家电体验，让“轻时尚 悠生活”更深入年轻人

心智。

统帅电器一直致力于“打造轻时尚家电第一品

牌”，持续提高品牌知名度，深入与年轻群体的交

互，增加用户触点，全面覆盖年轻人生活场景。着

眼于年轻人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不断推出契合用户

需求的产品，用高颜、高品、高能、简操作的时尚

智慧家电，助力年轻人追求时尚、简约、悠闲、舒

适的美好生活。未来，统帅电器将继续以品牌“统

帅”发展，精准覆盖更多目标消费群体，打造全方

位理想品质生活季的活动愿景。
作者单位：青岛乐家电器有限公司

CHINA TRADEMARK 报  道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006 — 7531
CN  11 — 3655 / D

邮发代号：82— 49
定    价：1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