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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先生、

尊敬的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刘俊臣先生，

尊敬的中华商标协会会长刘凡先生，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在这秋高气爽，硕果飘香的美好季节。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出席

2017 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开幕式。作为我国商标界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

广的商标品牌盛会，在享誉中外的旅游文化名城桂林市举办，充分体现了国家工商

总局、中华商标协会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也体现了国内外企业界精

英、知识产权界专家学者对广西这片热土的关注和厚爱。在此，我谨代表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民政府，向亲临此次盛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和企业界精英、知识产权

界专家学者以及新闻界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背靠大西南、东临粵港澳、南濒北部湾、面向东南亚，具

有沿海、沿边、沿江的区位优势。作为古代海陆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广西具有独特

的海陆兼备的区位优势和紧密久远的人文相通优势。千百年来，从韩愈笔下的“江

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美丽广西到壮族歌仙刘三姐的动人传说，从沟通中原和

岭南人文交融的兴安灵渠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始发地的合浦港，广西“山青、

水秀、洞奇、石美”的秀美山川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引人入胜，令人向往。广西也是

充满生机活力的投资热土，独特的区位优势、快速的经济增长，民族团结和谐的社

会环境、与东盟各国久远的经贸人文交往，蕴育着无限生机与活力。特别是当前国

家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化，广西作为我国西南

在第九届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
中华品牌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2017 年 9 月 2 日 ) 
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　黄日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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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最便捷的大通道，与东盟经贸交流合作和人文交流的重要门户和枢纽，在促进

区域经济发展和国家对外开放大格局中的地位更加凸显，广西正迎来难得的历史发

展机遇。

商标品牌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发挥商标品牌的

引领作用，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依靠品牌增值的经济增长点，对于广西破解

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经济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具有

重要意义。近年来，广西认真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和《中国制造

2025》，坚持把实施商标品牌发展战略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转型

升级和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举措，制定了《广西实施商标品牌发展若干

意见》，积极落实国家工商总局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签订的《推进广西建设商标品牌

强区合作框架协议》，深入实施“商标品牌强桂”战略，聚力广西商标品牌建设，

积极打造商标品牌少数民族示范区，商标品牌发展战略取得了新的成就。

2017 年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的举办，为推动广西商标品牌发展提供了一次向兄

弟省市区学习商标品牌发展先进经验的绝好机会，也为广西企业深化与中外企业的

交流合作搭建了广阔的平台。我们将以这次盛会为契机，认真梳理和吸收各位领导、

专家和工商界的朋友们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加大商标品牌战略实施力度，在全区

掀起推进商标品牌建设的新一轮高潮，进一步激发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借

此机会，我们也真诚希望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和朋友们，一如继往地关心、支持广

西的发展，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绩、实现新跨越。

最后，祝 2017 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和

朋友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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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Mr. Zhou Tienong, Vice 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Eleven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Dear Mr. Liu Junchen, Deputy Director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and Commerce,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In the fruitful and invigorating autumn, we gather together to atten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2017 China Trademark Festival and China Brand Fair. As 

the trademark brand event with the highest standard, the largest scale and largest 

influence in China, it’s held in Guilin, the famous city with world-renowned tourism 

culture, which fully embodies the concern and support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and Commerce and the China Trademark Association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Guangxi. It also embodies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li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experts and scholars concern and 

support for Guangxi. On behalf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warmest welcome to the leaders,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business eli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experts and scholars 

and journalists present.

Guangxi is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China backed by the southwest. It connects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China Brand Fair and 9th China 

Trademark Festival (CTF)
(September 2, 2017)

Huang Ribo, Vice President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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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in the east, North Bay in the south, facing 

Southeast Asia, with coastal, border and riverside location advantages. As the 

intersection of Maritime Silk Road and Land Silk Road, Guangxi boasts a unique 

location edge of land and sea and time-honored cultur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from the beautiful Guangxi described by Han Yu, "Riverine emerald sashes flow 

between jade hairpin peaks" to the moving legend of Liu Sanjie, a singer from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from the Lingqu of Xing’an county, which 

integrates culture of Central Plains and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to Hepu Harbor, 

the important origin of Maritime Silk Road, Guangxi’s gorgeous landscape of “green 

hill, fine waterscape, unique cave and beautiful stone” as well as time-honored 

history and culture are fascinating. Guangxi also attracts investment with unique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rapid economic growth, national unity and harmonious 

social environment and long-term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with ASEAN 

countries, embodying infinite vitality. In particular, the current national strategy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deepens our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ASEAN. As the most convenient channel of China's southwest region to the sea 

and important portal and hub for ASEA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s, Guangxi plays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hina’s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Guangxi is 

ushering in a rar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development.

Trademark brand is the core element of national strategic resources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o play the leading role of trademark brand 

and to create more economic growth points relying on innovation drive, brand 

appreciation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to solve the deep-seated contradiction in 

the Guangxi economic development,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hance the overall strength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economy. In recent years, Guangxi conscientiously implemented the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Outline and Made in China 2025, adhered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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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of the trademark br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as a way to promote 

side structural reform, to promot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promote public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 Several Opin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mark 

Brand Implemented by Guangxi, actively implement the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for the Promotion of Trademark Brand Competitive Area in Guangxi, 

carry out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trademark brand benefiting Guangxi" 

strategy, focus on trademark brand building and actively create a trademark brand 

minority demonstration area. Trademark br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made 

new achievements.

2017 China Trademark Festival and the China Brand Fair are hel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mark brand in Guangxi to provide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for brother provinces and cities to study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of brand 

development and build a broader platform for the Guangxi Enterprise to deepen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Chinese and overseas enterprises. 

We will take this event as an opportunity to carefully sort out and absorb the 

suggestions from leaders, experts and friends from business circle to further step 

up the implementation efforts of trademark brand strategy, set off a new round of 

brand building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We would 

also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our sincere hope that the leaders,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friends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Guangxi's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new achievement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Guangxi 

and help Guangxi achieve new leaps and bounds.

Finally, I wish 2017 China Trademark Festival and the China Brand Fair a 

complete success! I wish the leaders,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friends good 

health, success in work and all the best!

Thank you all!

Administrator
文本框
返回目录



25

尊敬的周铁农副委员长

尊敬的国家工商总局刘俊臣副局长

中华商标协会刘凡会长

自治区人大高雄副主任

自治区人民政府黄日波副主席

各位来宾、朋友们 :

大家上午好！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今天，我们相聚在山水甲天下的名城桂林，

迎接我国商标界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品牌盛会——2017 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暨

中华品牌博览会的盛大开幕。这一盛会花落广西桂林，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广西商标

品牌建设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在此，我代表桂林市委、市政府和全市 530 多万

各族人民，对各位领导和嘉宾的信任与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诚

挚的欢迎！

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作为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著名的风景旅游

胜地，桂林市积极落实商标品牌战略，旅游、工业、农业及高新文化创意产业品牌

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今天，桂林旅游品牌享誉中外：漓江、象鼻山、芦笛岩等自然

景观让人魂牵梦萦；靖江王府、甑皮岩古人类遗址、桂海碑林等历史景点让人心驰

神往；梦幻漓江、印象刘三姐等文艺演出品牌让人纷纷点赞；桂林米粉、恭城油茶

是游客来桂必尝的知名小吃；三花酒、金顺昌桂花伴手礼桂花糕等是游客喜欢选购

的地方特产。工农业及文化创意产业的品牌发展也是硕果累累：“漓泉”啤酒、“三

金”药业、“福达”汽配等知名工业品牌近年来发展迅猛；“恭城月柿”“荔浦芋”“永

福罗汉果”“荔浦沙糖桔”等农产品地理标志方兴未艾；“长天科海”“老K游戏”“深

在 2017 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开幕上的致辞

（2017 年 9 月 2 日）
桂林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赵乐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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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狩猎”“捕鱼达人”“可可小爱”“瀚特”等高新技术、文化创意品牌也初现峥嵘。

截至今年 6 月，全市注册商标 14385 件。自 2002 年以来，平均每年商标注册申请

量保持 30% 的增速，80% 以上百强工业、重点企业拥有自己的注册商标，全市服

务商标 4350 件，工业产品商标 8500 件，农产品商标 490 件。

山水甲天下，品牌奏新章。桂林市对此次盛会翘首以待。在此，我代表市委、

市政府郑重承诺：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全程保障商标品牌节的顺利进行。同时，我

们也将以举办本届商标品牌节为契机，大力宣传推荐中国品牌、广西品牌和桂林品

牌，更好地展示桂林、展示广西良好自然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成果，全面推动桂林

和广西商标品牌的发展，努力把这次节会办成最成功的一次商标品牌节！

谢谢大家。

Administrator
文本框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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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代表们，女士们、先生们，

值此 2017 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开幕之际，我向此盛会的组织者——中华商标

协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成为知识产权领域的一项传统盛会是恰如其分的。根据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数据，2015 年全球范围内有大约 600 万件商标申请，以总

类别量来计算，则达到 840 万。这一增长趋势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引领的。中国

的商标申请量同比增长了 15.3%，是 2000 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同样也是中国，在

2015 年创下了迄今为止最高的商标申请记录，以类别量计算达到了 283 万。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运作的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体系中，中国用户通过马德里

体系申请的国际注册量也创下最高纪录，在后期指定申请的数量上，中国持续位居

首位，这都为马德里体系带来了重大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最近泰国的加入，马德里体系目前已经有 99 个缔约方，

覆盖 115 个国家。国际商标注册数量增长到 125 万件以上，其中有超过 64 万件当

前有效。仅在去年，马德里体系下的国际申请量就达到 52550 件，实现了七年连续

增长，并创下了年申请记录的新高。

中华商标协会为这些令人瞩目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过去 20 年中，通过

为中国知识产权领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中华商标协会成功地推进着国内外商标保

护事业的发展。

有鉴于此，我愿向中华商标协会表达我最衷心的感谢，感谢中华商标协会邀请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 Francis Gurry
致 2017 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

2017 年 9 月 2 日
中国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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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代表团来到桂林这个美景与活力并存的城市，参加中国国际商标

品牌节。

我还希望借此机会祝贺中国政府在推进商标保护方面的卓越成就。中华商标协

会为商标所有人提供的全面服务为这些成就的取得做出了重要贡献，进而也推动了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自从 1994 年中华商标协会成立以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中华商标协会进行

了多方面的合作，我期盼着这一卓越的合作能够继续增强！

祝愿 2017 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圆满成功！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
	 	 	 	 	 	 	 	 										Francis	Gurry

Administrator
文本框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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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中国白酒发源地山东省莒县，清华大学研究生学历，长江商学院

DBA 在读，研究员。现任政协山东省十一届委员会委员，政协日照市委员

会常委，日照市工商联副主席，日照市民营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日照市企业

家协会常务副会长。

创业20余载，董事长武玉杰始终将品牌建设作为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秉承诚信立业的理念，以产品品质为核心。国美酒业集团现已发展为酿酒为

主，横跨地产、金融、生物化工、海外投资、公共交通等多产业布局综合性

酒业集团。

作为本届商标节的总协办方，国美酒业集团将助力中华商标协会，致力

于营造品牌成长环境，提高品牌价值，塑造走向世界的民族品牌。

武玉杰   

国美酒业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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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周铁农副委员长

刘俊臣副局长

刘凡会长

黄日波副主席；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新闻界的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烟波浩渺漓江水，漓江双月醉象山。今天，我们相聚在桂林山水，隆重举行

2017 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共话商标品牌保护，共享创新发展硕果。国美酒业集

团作为本届商标品牌节的总协办单位，深感荣幸，在此，请允许我代表国美酒业集

团全体员工，向关心支持国美酒业集团发展的国家工商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

中华商标协会、桂林市委市政府的各位领导和参会的各界团体、新闻界的朋友们表

示衷心的感谢 !	

国美酒业集团前身为 1927 年成立的仁和泰酒坊，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经过

百年传承，目前已发展为由四川省宜宾君子酒业有限公司、国美酒业集团山东有限

公司、浮来春集团等三十余家公司联合组成，以生产经营国美、浮来春、君子系列

酒为主，并在矿山经营、房地产开发等领域多元化发展的现代企业集团。多年来，

国美酒业集团大力实施商标品牌战略，与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环球时报》等

上百家一流媒体合作，不断提高商标的知名度、美誉度，以品牌塑造竞争力和影响力。

质量是品牌的生命，创新是品牌的灵魂，文化是品牌的土壤。“国美”之意，

取自“中华最美”，秉承“发现中国之美”的理念，努力追求打造中国最美的酒。

同时，国美酒业集团始终把品牌建设与奉献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投身中国商

2017 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开幕式致辞

国美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武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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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品牌发展事业，不断拓展履行社会责任的领域。我们将珍惜 2017 中国国际商标

品牌节这一平台，在各级政府、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的领导下，通过中华商标协会

的有力组织，与各界同仁一起，积极履行职责，保障商标品牌节所有活动的顺利进行。

“江作青罗带 ,山如碧玉簪。”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让我们在美丽的广西桂林，

共同参与见证又一个非凡的品牌文化交流盛会！最后，再次感谢桂林市委市政府的

大力支持，祝 2017 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Administrator
文本框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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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作为全球最大的商标品牌国际盛会之一，受到国内外商标

品牌领域专家学者、企业家和商标品牌专业人士的广泛关注，也得到国外地区商标

知识产权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在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

作用。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中，明确将中国

国际商标品牌节列为知识产权领域的重大活动。我们深信，2017 年中国国际商标

品牌节在广西成功举办，将有助于推进我国知识产权战略、商标品牌战略的实施，

有助于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并将有助于各方加强对广西以及广西品牌

的认识和了解。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商标是市场经济中最耀眼的商业标识，在经济发展和经济活动中发挥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实施商标品牌战略，大力发展品牌经济，是新形势下培育经济新增长点、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抓手。在这里，我向大家简要介绍广西实施商标品牌

战略的基本情况。

——广西高度重视商标品牌的重大意义，加强了战略规划和政策制定。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商标品牌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核心要素，在促进经济

加强商标品牌保护 驱动经济创新发展
——在第 4 届中国品牌经济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2017 年 9 月 2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  黄日波

主论坛：第四届中国品牌经济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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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商标品牌工作，彭清

华书记多次强调，要深入实施质量强桂战略 , 打造更多“广西工匠”“广西品牌”,

培育更多“百年老店”。今年 3 月 2 日，陈武主席率队拜访了国家工商总局，在北

京签署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广西建设商标

品牌强区的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把我区的商标品牌战略实施工作提升到部区合

作的高度。同时，制定了广西关于深入实施商标品牌战略的意见，将实施商标品牌

战略作为自治区人民政府的一项重大工作。上个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了全区商

标品牌大会暨地理标志商标工作推进会，就加强商标品牌培育、保护、运用和推介

等各方面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并制定了开展“遍行天下	心仪广西—广西品牌神州

行”的 3 年计划，组织区内商标品牌企业参加全国各类展销活动，利用全国各大主

流媒体、网络交易平台推荐广西品牌，扩大广西品牌知名度。8月 19 日，“遍行天

下	心仪广西—广西品牌神州行”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当天达成的签约金额达到了

6.5 亿元。

——广西深入实施商标品牌战略，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央着眼经济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是适应和引领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战略部署。供给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扩大有效供给特别是中

高端供给，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满足有效需求，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

根据市场统计数据，20% 的强势品牌占有了 80% 的市场份额，占比不足 3% 的知

名品牌市场占有率则高达 40%，商标品牌在创新发展和市场竞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影

响和作用。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一直把商标品牌战略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

战略举措来抓，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十二五”期间全区商标申请量年平均增速为

21.7%，较“十一五”时期提升了 10.7 个百分点。截至今年 8月，全区有效注册商

标总量达 11.37 万件，获得中国驰名商标保护的商标 33 件，马德里国际注册商标

118 件，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省区级到国家级的历史性跨越。同时，广

西坚持以品牌创新推动创新发展，以品牌战略助推产业转型升级，迈向质量竞争、

品牌竞争的高级阶段。近年来，培育形成了一批品牌标杆，涌现出以玉柴、柳工、

五菱等为代表的一批品牌企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带动了产业聚集，

优化了资源配置，拉长了产业链条，促进了相关产业转型升级，成为推动广西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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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助力器”。在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2017年“中国最具价值品牌500强”中，

广西共有玉柴、漓泉、真龙、三金、源安堂、肤阴洁、金嗓子、五菱等8个品牌入选。

——广西着力发展地理标志商标，为加快脱贫攻坚、发展县域经济开拓了新的

途径。脱贫攻坚是“十三五”时期最大的政治责任、最大的民生工程、最大的发展

机遇。自治区党委彭清华书记在全区脱贫攻坚推进大会上强调，要扭住产业扶贫这

个关键，坚持因地制宜，发挥资源优势，抓好品种品质品牌建设，增强贫困地区的“造

血”功能。广西地处中国南疆，人文资源、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十分丰富，打造广

西特色商标品牌，特别是地理标志产品，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由于地理标志

产品大多涉及农产品，又比一般农产品溢价高，在促进广西农民增收、推动县域发

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了行之有效的脱贫富民途径。广西的“横县茉莉花茶”，

申请地理标志商标后，2016年以132.1亿元的品牌价值入选“中国品牌价值评价榜”。

“百色芒果”获得地理标志商标后，价格从 2012 年的 4 元 / 公斤涨到现在的 8 元 /

公斤，芒果产业辐射带动了265个贫困村，累计有32万人依靠种植芒果实现了脱贫。

“融安金桔”获得地理标志商标后，种植总面积扩大到12万亩，产值达到5亿元，

全县 82 家金桔生产专业合作社带动了近 5000 人脱贫致富，并催生了当地农产品电

子商务市场、物流市场的发展，直接带动就业3000多人，间接带动就业2万多人。

截止今年，广西共培育和发展了地理标志商标 36 件，并继续挖掘特色农业品牌资

源的潜力，特别是地理标志资源，支持传统优势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发展。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虽然广西在推进商标品牌战略、培育和发展品牌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

相对于其他省市自治区，广西的国内外知名品牌少、品牌核心竞争力不强、品牌国

际化程度不高，提升广西自主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目标任重而道远。但是，广西

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在历史上，广西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之一；在

地理上，广西是我国唯一同东盟陆海相连的省区；在扩大对外开放的今天，广西处

在“一带一路”交汇对接和陆海统筹的重要节点、关键区域，在中国对外开放格局

中地位突出。广西愿与各方一道，共享广西独特的地理人文优势作用，担当中国品

牌走向东盟、走向国际、促进“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前进基地”。



38

——共享中国—东盟合作平台，为“中国品牌走出去”提供机遇。2004年以来，

中国 - 东盟博览会、中国 - 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 13 届，共汇

聚国内外投资项目 38000 余个，推动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额近 1300 亿美元，成为

广西的靓丽名片，也成为中国 - 东盟重要的开放合作平台。截至 2017 年 5 月，中

国与东盟双向投资额累计超过1830亿美元，东盟国家对华累计投资达1080亿美元，

中国—东盟合作开放平台得到不断夯实提升。我们愿与各方一道，共同深化中国—

东盟交流合作，为中国品牌扬帆出海、走向世界提供有利机遇。

——共享品牌创业创新基地，为“中国品牌走出去”提供平台。广西积极创建

国家商标品牌创业创新示范区，建设中国 - 东盟品牌创新创业基地，吸引全国及东

盟各国知名品牌企业入驻基地，加快中国和东盟企业经贸合作升级。同时，在南宁

国家级广告产业园的基础上，设立面向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中国 - 东盟广告产

业园，推进广告产业园向集约化、专业化、国际化发展。我们愿与各方一道，共同

加强基地和园区的建设，并以此为跳板，助推中国品牌走出国门。

——共享商标事务国际合作经验，为“中国品牌走出去”提供保障。根据广西

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确定的事项，每两年在中国—东盟博

览会框架下，举办一届中国—东盟工商论坛。2014 年举办的首届中国—东盟工商

论坛，有力推动了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2016 年的第二届论坛以“商标品牌

保护与发展”为主题，来自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高级别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企业代表，

就各国商标品牌保护与发展的最新情况、加强在商标知识产权领域的合作、强化商

标品牌保护进行了深入交流 , 为深化商标保护与协作提供了典范。我们愿与各方一

道，积极推动我国与东盟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商标品牌合作，收集东

盟国家商标及广西企业海外维权信息，开展国际营商环境及海外维权研究，为商标

品牌的“海上丝绸之路”保驾护航。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物流的便利和资讯的便捷改变了传统的时空

观念，为资本和技术提供了更多的投资选择的空间。但是对投资者来说，真正的魅

力来自文明和秩序之美。广西将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充分尊重市场规律，推动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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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裁判、社会参与的品牌竞争与发展协同共治机制，努

力为品牌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广西将不断致力于商标品牌的保护，为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商

标是知识产权的重要内容，是品牌的法律载体和主要表现形式，以商标为重要组成

部分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关系着企业的兴衰，同时也是事关经济建设的重大战略

问题。我们将更加注重商标知识产权保护，努力营造公平竞争、健康有序的营商环境。

我们将加强执法监管队伍建设，广西工商行政管理、知识产权部门等有关部门将积

极履行职责，强化商标行政保护，严厉打击和查处假冒伪劣；我们将进一步健全商

标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巩固和完善多个部门共同参与的商标品牌战略、知识产权战

略实施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制度，努力打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我们将

不断创新保护商标知识产权的手段和方式，将相关商标监管信息纳入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加大失信惩戒力度，并加强大数据监管，探索实行“互联网+监管”

模式，逐步提升侵权假冒违法行为线索的发现、收集、甄别、处置能力。同时深化

与司法机关合作，创新与行业协会、电商平台、权利人、企业的互动，确保商标知

识产权所有人的权益得到更好保护。

——广西将不断致力于商标品牌的培育，为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我

们将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积极为企业实施商标品牌战略营造良好的政务服务，发挥

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是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努力营造宽松平等的准入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顺利进入市场破除各种壁垒和障碍，

不断提高政务服务效能，为市场主体的发展提供更便利、更快捷的服务。二是积极

推动商标注册便利化，充分发挥工商总局商标局在广西设立的商标注册受理窗口和

网上直接办理两个平台的作用，拓宽商标申请渠道 , 完善服务措施，为市场主体注

册商标提供更便捷高效的服务。三是鼓励和支持运用地理标志和农产品商标开展精

准扶贫，围绕推进农业产业化，鼓励“名、优、特”农副产品申请注册地理标志商

标，充分发挥地理标志区域品牌的引领作用，提升农产品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保护自然环境，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不断加大对地理标志和农产品商标的保

护力度，推动运用地理标志和农产品商标开展精准扶贫，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助力贫困地区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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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将不断致力于商标品牌的运用，为企业提供全面周到的服务环境。支

持和鼓励企业开展商标品牌资本化运作，在企业并购、股权流转、对外投资等活动中，

加强商标品牌资产评估管理，充分发挥商标品牌的无形资产价值，积极拓宽融资渠

道。目前，在国家工商总局的支持下，广西在柳州设立了注册商标质权登记申请受

理点，成立 1年来累计为企业办理质押贷款共计 24.68 亿元，有力支持了企业发展。

同时，我们将更加重视社会组织在品牌建设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支持商标协会等

社会组织，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商标注册代理、评估、转让、许可使用以及融资担保、

人才招聘、投资顾问等方面提供服务。并依托商标协会、商标品牌研究院等科研机构，

为政府实施商标品牌战略提供行业性、专业性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面临诸多挑战的情况下，广西愿意与各方一道，加强在商

标知识产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努力营造更为有利于创业创新发展的营商环境。进

一步发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港口优势、沿边优势，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继续发挥中国 - 东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作用，努力把广西建成“一带一路”有机

衔接的重要门户。

今年是东盟成立 50 周年、中国 - 东盟旅游合作年。第 14 届中国 -- 东盟博览

会将于 9月 12-15 日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盛会将以“共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旅游助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主题。欢迎各位嘉宾前来广西做客，广西将与您共同

谱写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

最后，预祝本次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Administrator
文本框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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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迟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院长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本次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首先预

祝商标品牌节圆满成功！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营造优良的司法环境	助力中国品牌

响起来》。

积极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这既是本次商标品牌节的主题定位，更是

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品牌的建立凝聚了企业巨大的心血，品牌效应能为中

国经济转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入强大的活力。当前，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品牌也要相应完成从建起

来、多起来到响起来的蜕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指

出，“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是塑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方面。要完善知识

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违

法行为惩治力度，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如何给品牌建立创造适宜的司法环境、

营造优良的司法环境 助力中国品牌响起来
——在“2017 中国商标年会”上的讲话

（2017 年 9 月 2 日）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院长  宿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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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创新驱动发展保驾护航，使中国品牌响起来，一直是我们努力和追求的目标。

应该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这方面大有可为。我先向各位来宾介绍一下我院

商标案件的特点和总体情况。

我院建院以来 , 共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 27812 件、审结 18186 件，其中受

理各类商标案件 16236 件、审结 10228 件，年平均受理、审结商标案件数量达

6285 和 3960 件，商标案件的收、结案量分别占我院总收、结案量的 58.38% 和

56.24%。作为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一审专属管辖法院，我院审理了大量此类案件，

总受理数量达 15666 件，占商标案件受理数量的 96.49%，占我院全部案件受理数

量的56.3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不仅是审理商标案件类型最全、数量最大的法院，

而且有效连接了商标注册和商标保护两个端点。通过近年来的司法实践，我们的总

体体会是，商标授权确权的审查质量和效率在有效提升，但仍有不少改进空间，特

别是对商标恶意注册行为仍需进一步探究规制手段；商标保护的水平在不断加强，

但社会各界对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惩治力度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的认识，仍

需进一步凝聚共识；整体营商环境明显优化，但诚实信用、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仍

需进一步强化贯彻。针对上述问题和特点，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开展了以下主要工作：

一是做好商标授权确权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工作，切实提高注册商标审查质量和

审查效率。

注册商标审查质量和效率的提升既有赖于商标行政审查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也

有赖于司法审查质量和效率的增进，二者相辅相成。作为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一

审专属管辖法院，我们深知做好该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并通过专业化审判团队配备、

特殊审理模式探索、裁判标准一致性保障程序实践等一系列工作，切实提高司法审

查工作的有效性和深度。2015 年，我院审结的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中，撤销裁

决率为 17.86%。2016 年，撤销裁决率为	24%。

在商标审查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商标恶意注册问题。抢注国内外知

名商标、商号、名人姓名的，同一主体囤积几百枚甚至几千枚商标，不使用、待价

而沽的，抢注者“贼喊捉贼”恶意维权的，各型各色，不一而足。恶意注册情况严重，

已经严重扭曲商标制度的正常功能，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严重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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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损害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形象。

针对商标恶意注册问题，我院坚持问题导向，以专项治理商标恶意注册为切入

点，在全院层面统一执法尺度，严格授权标准、证据审查和程序规范，积极发布规

制商标恶意注册的典型案例，充分发挥司法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尝试与商标行政

机关、行业协会等建立联动机制，在打击恶意注册和侵权行为上进行衔接，以实现

对侵权行为“刨根”式的源头治理和链条式打击。

为提高商标授权案件审判效率，实现繁简分流，自 2016 年 2 月起，我院开始

运行商标驳回复审行政案件速审机制。在立案庭（目前为审判三庭）设立速审组，

采取“1+2+4”设置模式（1 个速审服务窗口、2 个工作室即速审准备室和材料交

换室、4 个速审法官团队），对事实相对清楚、权利义务关系相对明确的商标驳回

复审行政案件进行集中快审快办。经过一年半的实践，效果良好。速审组法官团队

年人均结案在 500 件以上，比 2015 年同类案件审结用时缩短 34.45 天，审判效率

提升 31.21%。

二是加大商标侵权违法行为惩治力度，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

首先，大幅提升侵权损害赔偿力度。在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上，以市场价值作

为参照系，客观全面考虑权利人损失范围，探索细化损害赔偿计算规则，确保权利

人获得充分、符合市场规律的损害赔偿。深刻评估侵权惩治力度与效果，加大侵权

成本，加重对恶意侵权、重复侵权等行为的制裁力度，发挥标杆案件的震慑作用。

2015 年，我院各类案件的平均判赔额达 45 万元，初步发挥了司法对知识产权的定

价和保护作用。2016 年，我院继续提升侵犯知识产权的赔偿数额，其中侵犯商标

权案件平均赔偿数额达 233 万元。在“墙锢”商标侵权案中，全额支持原告 1000

万元的赔偿请求；在“紫玉”商标侵权上诉案中，将一审法院确定的 100 万元赔偿

数额提升至法定最高的 300 万元。

其次，积极适用证据规则，探索证据挖掘。考虑到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侵权行

为的隐蔽性等因素，灵活运用举证责任转移、举证妨碍等证据规则，切实减轻当事

人举证负担。探索现有程序法框架下的证据挖掘，鼓励当事人在律师的指导和帮助

下进行证据开示，提出有益的证据线索，挖掘认定案件事实所需的关键证据，赋予

当事人披露相关事实和证据的义务。在“墙锢”商标侵权案中，在被告经法院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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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拒不提供其侵权获利的关键证据、构成举证妨碍时，结合在案证据，全额支持了

原告的赔偿请求。

第三，注重发挥临时保护措施的效用，提高知识产权司法救济的及时性、便利

性和有效性。对符合条件的行为保全、证据保全申请，积极采取措施，及时遏制侵

权行为，固定关键证据，查明案件事实。在“中国好声音”诉前行为保全案中，我

院在严格审查申请人胜诉可能性及不立即采取保全措施将使申请人合法权益遭受难

以弥补损害的基础上，及时作出诉前行为保全裁定，有效避免权利人损失扩大。

三是多措并举引导当事人、代理人各项行为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促进营商环境

优化。

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是民商事活动的基本规则，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前提，商

标注册行为、商标使用行为、商标代理行为、诉讼行为都应当在诚实信用原则框架

下审视判断。司法实践中，我们采取了多项措施引导当事人、代理人各项行为遵守

诚实信用原则，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各项行为，坚决予以制止。

第一，坚决制止不诚信的商标恶意注册行为。我们在商标授权确权司法审查实

践中，充分考量商标注册人的主观因素，结合规制恶意注册的工作目标，严格适用

法律，充分运用法律。比如在判断是否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时，全面考虑注册人

是否具有“搭便车”的主观恶意，包括在商标实际使用过程中是否存在违反诚实信

用原则的行为，对“搭便车”意图明显的，在商品类似、商标近似的判断上，采取

更宽泛的标准。

第二，坚决制止不诚信的商标维权行为。对确属恶意注册的商标，在民事侵权

案件中不予保护。比如我院审理的涉及优衣库品牌权利人的“UL”商标案，指南针

公司和中唯公司共申请注册包括“UL”商标在内的 2600 多枚商标，并大量通过互

联网转让牟利。两公司利用所抢注商标，针对优衣库品牌权利人及其经销商在全国

各地提出多起诉讼，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我院经审理后，在商标行政案件中

认定，指南针公司及中唯公司注册“UL”商标已构成“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商

标注册的情形，应予无效；在商标侵权案件中认定，指南针公司及中唯公司主观上

具有不正当注册的恶意，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并判决驳回两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三，坚决制止不诚信的商标代理行为。针对部分商标代理机构和代理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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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为恶意注册提供服务现象频发的现状，我们尝试在裁判文书中公开为恶意

注册商标提供服务的代理机构，在引入社会舆论监督的同时，亦为商标行业协会加

强监管提供线索。

第四，坚决制止不诚信的诉讼行为，提升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我院先后制

定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实施办法》《适用司法拘留的程序细则》等，并在“海

南卫视”等案中，对提供伪证、拒不履行保全裁定等行为，给予法定上限 100 万元

的处罚。

实现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任重而道远。在此，我们承诺做好本职审判工作，

并倡议各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统一认识、有效行动，力争为品牌建立创造适宜

的执法和司法环境。

谢谢大家！

Administrator
文本框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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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  虹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院长

耿虹，女，汉族，1956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师，注册会计师

非执业会员，现任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会长。

1977 年至 1983 年，财政部工交商司干部；1984 年任财政部商贸司副

处长；1985 年至 1998 年任国务院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处长、副主

任（副司长级）；1998 年至 1999 年任财政部监督局副司长；2000 年任

财政部基建司副司长；2000 年至 2001 年任财政部企业司司长；2002 年至

2010年任财政部监督检查局局长；2011年至2012年任财政部条法司司长；

2012 年 9 月任财政部行政政法司司长；2016 年 5 月退休；2016 年 11 月

选举担任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会长。

长期从事预算管理、资产管理、企业财务、财政监督、财政法律法规等

工作，在财政、财务和资产管理领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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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举办这次中国商标品牌的盛会，对于进一步推动

商标品牌建设，贯彻落实商标品牌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代表中国资产评

估协会，对盛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借此机会，我以《发挥资产评估作用		助力

商标品牌建设》为题，与大家共同探讨、交流。

商标品牌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的象征。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竞争背景下，市场竞争已经跨越了产品和服务的竞争阶段，转入

了以商标品牌为特征的知识产权竞争时代。中国作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出口量世

界第一的大国，商标注册申请量已经连续 15 年位居世界第一，国际专利申请数量

也处于主要国家前列。但由于以前品牌意识不强，影响力大的国际知名商标品牌缺

乏，我国大部分企业仍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低端。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商标

品牌建设，提出了“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

实施商标品牌战略，建立完善商标品牌评价体系，开展商标品牌评价等一系列商标

品牌建设政策措施，为我国商标品牌建设指明了方向。

资产评估作为现代高端服务业，多年来积极发挥专业优势，助力商标管理和品

牌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和丰富经验。未来，资产评估行业愿意继续不断深化专业

服务，为商标品牌建设贡献力量。

一、资产评估行业服务商标品牌建设具有坚实基础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是国内资产评估行业自律管理组织。30 多年来，中评协引领

发挥资产评估作用  助力商标品牌建设
	

（2017 年 9 月 2 日，广西桂林，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会长  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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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行业，为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商标品牌等无形资产

评估方面开展了有益探索和实践。

（一）赢得了较高的专业公信力。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资产评估行业树立了

较高的专业权威和专业影响力。财政部、证监会、国资委、银监会、国家林业局等

部门在相关战略领域实施和政策制定时，将资产评估作为法定业务和必备要件列入。

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出版署等相关部门开展商标品牌、知识产权

相关工作时，也注重发挥评估行业的专业优势。

（二）构建了权威的资产评估准则体系。资产评估行业已建成了完善的评估准

则体系，已发布的 28 项评估准则已成为评估机构执业和外部监管的依据。国家工

商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有关部门，在我们研究和制定无形资产、知识产权资产、

商标资产、专利资产、著作权资产等评估准则过程中给予了大力支持。

（三）积累了品牌价值评估的实践经验。评估机构开展了大量专利、商标、著

作权等各类单项无形资产服务，企业价值评估服务中也涉及大量商标品牌价值评估。

这为资产评估行业在商标品牌评估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培养锻炼了一批

商标品牌评估人才。

（四）提升了资产评估领域国际话语权。中评协在国际评估准则理事会等多个

国际评估组织担任领导职务，与多个国家评估组织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机构境

外评估业务不断增长。多年来，中评协积极参与国际评估准则的制定和修订，为国

际评估准则制定贡献中国经验，积极推进中国评估准则与国际评估准则趋同，提升

了中国资产评估行业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二、资产评估是推动商标品牌建设的重要力量

商标品牌建设离不开对商标品牌的货币化度量。近年来，资产评估行业参与商

标品牌建设的实践证明，资产评估既是商标品牌建设中的核心要素和重要环节，也

是推动商标品牌建设的重要力量。

（一）发现衡量商标品牌价值。资产评估具有独立、客观的价值发现和衡量功能。

通过资产评估服务，可以形成商标品牌价值的市场发现机制，增强企业创建商标品

牌的内生动力，把市场竞争的中心引导到商标品牌效应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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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增值商标品牌价值。资产评估提供价值评估服务，有助于企业了解

自身商标品牌价值现状、商标品牌对企业价值的贡献程度和发展潜力，有助于企业

围绕商标品牌建设，进行优化资源配置、改进经营管理，维持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三）帮助保护商标品牌权益。《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预警防范机制。保护必然涉及到损害赔偿，

损害赔偿又需要确定合理的资产价值。资产评估可以有效帮助当事方合理确定商标

资产的价值，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

（四）促进商标品牌交易及质押融资。资产评估通过客观公正的专业服务为商标

交易双方提供价值参考，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商标资产的市场化和产业化。通过商标

品牌的质押贷款、吸收外部投资或借助资本市场，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重要支撑。

三、深入推进资产评估服务品牌建设工作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一带一路”经济合作正逐步推进，全球经济进

一步融合，商标品牌资产的保护、交易、融资等行为快速增长，这些都对商标品牌

评估提出了更高要求。2016 年 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资产评估法》。《资

产评估法》明确了资产评估相关各方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为资产评估行业服

务经济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新形势下，资产评估行业将以服务商标品牌建

设工作为目标，提升专业能力，积极合作，深入推进商标品牌资产评估工作。

（一）提升专业能力，服务商标品牌战略实施。商标品牌战略提出，“提升商

标品牌服务能力，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专业服务机构”。中评协将继续发挥

其专业技术优势和行业自律组织特点，培育更多具有商标资产评估专业特长的评估

机构。中评协作为专业组织将与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及企业进行协调合作，服务商

标品牌战略。

（二）深化理论研究，指导商标品牌评估实践。中评协将扎实做好商标品牌研究，

跟踪商标品牌价值评估领域的发展动态，探索品牌价值评估的方法和途径，注重成

果的转化和应用。同时，我们将与企业积极合作，研究企业开展商标品牌建设的实

际需求，用最新的品牌商品价值理论研究成果指导评估实践。

（三）完善制度建设，加快商标品牌人才培养。中评协将整合专业资源，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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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品牌价值评估客观规律，结合我国商标品牌价值评估实践，完善商标品牌价值

评估准则等制度建设。同时以提升商标品牌资产评估质量为目标，加大执业质量检

查力度。中评协还将进一步加快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完善分层次、分专业的人才培

养机制，培养从事商标品牌价值评估的高层次、复合型的专业人才，以适应品牌经

济时代市场发展的需求。

（四）开展国际交流，促进商标品牌共同发展。中评协将密切关注商标品牌国

际发展动态，加强与商标品牌国际组织、各国评估同行和相关部门的合作交流，推

动国际标准的相互协调和对品牌评估的关注，增强国际品牌评价标准和制度中的中

国元素和话语权，共同推进商标品牌建设工作。

各位来宾、朋友们：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以及“十三五”规划，描绘

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为商标品牌建设工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及资产评估行业将继续贯彻落实《资产评估法》，积极服务

于商标品牌建设，与各方一起加强合作，帮助企业提升商标品牌价值与效应，增强

中国商标品牌竞争力。

最后，预祝本次盛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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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颖，男，研究生学历，副教授职称。

曾任北京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商业经济系副主任、主任 , 学院副院长。

1997 年 11 月调任中国全聚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任中国全聚德（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任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副会长。

邢  颖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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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好！

	很荣幸能够和大家在“商标品牌保护，创新共享发展”的主题下进行学习交流，

跟大家分享全聚德在发展与传承中所做的品牌建设和创新发展工作。

一、历史赋予了品牌不凡的发展轨迹

“全聚德”始建于 1864 年 , 至今已有 153 年的历史。

1952 年，全聚德首批进行公私合营后获得新生。

1993 年 5月，全聚德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建了集团公司。

2003 年，全聚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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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全聚德集团与首都旅游集团、新燕莎集团实现战略重组。

2007 年全聚德A股成功上市，2013 年引入战略投资伙伴，开启改革发展新路。

截至 2016 年底，全聚德品牌无形资产价值 163.11 亿元。

二、创新赋予了品牌强大的生命力

1988 年，全聚德就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申请注册了全聚德的第一件商标。截

止2017年 4月，我司国内注册商标250余件；国际上，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

日本、香港等 30 余个国家和地区申请注册商标 70 余件。除了商标保护外，在品牌

建设方面，全聚德做了大量工作。

——集团化战略，统一品牌。

——坚持特色，延伸品牌。

品牌致胜  文化至远
全聚德的品牌传承与发展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日）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邢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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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确保品牌。

——连锁经营，发展品牌。

——自主创新，提升品牌。

三、文化赋予了品牌丰厚的经营底蕴

中华老字号全聚德历经数代发展，现已成为北京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全聚德

要把产品做成文化，把文化做成产品，把系列的文化产品做成产业。

——文化营销，增力品牌。

——特色文化，丰富品牌。

——以人为本，夯实品牌。

——履职尽责，成就品牌。

全聚德历经 153 年风雨坎坷依然能够立于市场潮头，深得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之

益处，深得品牌建设与维护之益处，未来，全聚德将坚定不移地实施企业知识产权

发展战略，坚持实施“品牌 + 资本”战略，坚持传承，向经典致敬！创新发展，与

时代同行！

Administrator
文本框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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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国美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中国白酒金三角，有中国酒都之称的四川省

宜宾市——万里长江第一城。

是中国白酒金三角理事单位。

国美酒业集团前身为 1927 年成立的仁和泰酒坊，历史悠久，底蕴深厚。

产品被授予“中国文化名酒”、“中华文化名酒”、“四川名牌”等荣誉称号。

“国美”之意，取自“中华之美”，秉承“发现中国之美”，追求打造“酒杯

里的中国”，即品质口感味美、包装时尚唯美、营销传播甜美。

宜宾国美酒、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公司位于蜀南竹海：全年均温 18°，周围土壤非常适宜酿酒微生物生长。采用

生态端午制曲工艺的曲药为百酒之母。

公司三面环水一面靠山，佛来山唐朝建西明禅寺，国家 4A 景区，有道“山不

在高有仙则灵”，传承传统非遗酿酒技艺 1400 多年。同样得益于淯江水的滋润，

提供酿酒水资源的保证。

集团先后从五粮液酒厂、茅台酒厂聘请全国劳动模范、轻工劳模、酿酒大师、

品酒大师等专家充实生产一线，使传统与品质相互结合。

国美酒业集团产品”人文之美”在意大利米兰获”世界之星”包装大奖

国美酒业集团紧跟时代，采取“互联网 +”营销模式，先后与京东、中国工商

银行融	e	购、1919酒类直供达成战略合作，开创了“互联网+白酒产业”的新格局。

2017 年国美酒业荣获“中国酒业十年最美酒厂”荣誉称号

在广告媒体宣传方面与：

CCTV、凤凰卫视、环球时报、人民画报、中国之翼、南方航空、中国企业家、

新航空等数十家战略合作媒体签约。

公司热衷于公益事业，爱民拥军、公益慈善、文化交流，展览馆爱国教育基地，

工匠精神传承品牌记忆

宜宾国美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常务副总经理  王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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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投入资助 1亿多元。

“工匠精神、传承品牌记忆”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媒体朋友们！让我们在美

丽的广西桂林，共同参与见证又一个非凡的品牌文化交流盛会！最后，再次感谢大

家，祝 2017 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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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标法律动态论坛

郭建广，1983 年 4 月 5 日出生，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民

商经济法硕士。2005 年 7 月以来就职于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法律处，商标

局公职律师。2010 年 4 月至 2011 年 4 月，被借调到国务院法制办从事商

标法修订工作。

主要工作：参与《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修订工作；

参与编写《商标法理解与适用》一书；主编《中国现行商标法律大全》（2016

年版）参与商标行政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等起草、修订和废止工作；参与商标

领域行政审批清理工作。

郭建广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监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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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l B. Blank:  Joel Blank serves as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ttaché at 

the U.S. Embassy in Beijing, China.  In this capacity, Mr. Blank serves 

as the principal officer within the Embassy on matters related to the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 and 

as the primary liaison between the Embassy and relevant office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such matters.  Mr. Blank’s duties include helping 

to develop, promote, and implement U.S. Government policies that will 

facilitate the ability of right holders to protect and enforce thei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 apprising the Ambassador and other Embassy 

officials of importa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velopments; and serving as 

a point-of-contact for U.S. companies that have questions on Chi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environment.

Prior to his appointment as the IP Attaché, Mr. Blank was an Attorney-

Advisor in the Office of the Administrator for Policy and External Affairs 

at the 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  As a member of the 

Office’s Enforcement Team,Mr. Blank specialized in developingUSPTO 

policy on China-related IP matters, particularly those concerning the 

Joel B. 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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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  Prior to joining the 

USPTO, Mr. Blank was a Senior Attorney in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Counsel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e (OCCIC) in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where he advise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issues.  While at OCCIC, Mr. Blank specialized in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vestment, competition, and China-related 

legal issues.  Mr. Blank graduated Magna Cum Laude from American 

University’s Washington College of Law, where he served as the Editor-in-

Chief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and holds a Business Degree from 

Drake University, where he graduated Magna Cum Laude with major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ccounting, and Management.  

薄玖龙 (Joel	B.	Blank): 薄玖龙是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知识产权专员。在

这个职位上，薄玖龙先生作为使馆的主要官员处理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

法事宜，并且是此事务上使馆与中国政府有关办公室之间的主要联络人。薄

玖龙先生的职责包括帮助发展、促进、实施美国政府政策以促进权利人在中

国保护和实施其知识产权；向大使及其他使馆官员通报重要的知识产权发展

状况；以及作为一个在中国的知识产权环境中发生问题的美国公司的联络人。

在此之前，薄玖龙先生是美国专利商标局	(USPTO)	政策及对外事务管

理办公室的一名律师顾问。作为办公室执法事务处的成员，薄玖龙先生专攻

完善美国关于中国有关知识产权事务的政策问题，特别是那些有关中国的知

识产权执法问题。在加入美国专利商标局之前，薄玖龙先生曾在美国商务部

的国际商务首席律师办公室担任高级顾问，就国际贸易法律事务为国际贸易

管理局提供提供意见。自此期间，薄玖龙先生的主要专业领域为国际知识产

权，投资，竞争法，以及与中国有关的法律事务。薄玖龙先生以优异的成绩

毕业于美国大学华盛顿法学院，在那里他曾担任《国际法评论》的主编，他

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了德雷克大学颁发的工商管理学士学位，主修国际商

业，会计和管理。商业，会计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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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 Gimenez

Christophe Gimenez is leading at EUIPO the team managing office’s 

cooperation within TM5, ID5, and with the WIPO and the EPO. Before, he 

was the EUIPO IP Attaché in Beijing, in the Deleg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charge of Trademarks, Patents and Designs (Trade Section). 

He’s been following IP dialogues with China, as well as coordinating 

IP cooperation programmes run by the EUIPO in China - Bilateral 

cooperation with SAIC and SIPO, IP Key EU- EUIPO funded programme. 

Before moving to Beijing on 1st August 2013, he was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gramme manager in OHIM, Alicante (Spain), in charg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jects establishment Worldwide. From 

1996, he was in charge in OHIM of several functions, Designs Department 

Examination coordinator and member of the Designs Invalidity Division 

(2008-2011), in charge of the Office Budget and responsible for the 

Analytical Accountancy (2003-2008), Assistant to the Vice-President (2001-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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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started professional occupation in Coopers & Lybrand International Tax 

in Paris, and later joined the European Savings Banks lobby in Brussels. 

He joined the EU institutions 21 years ago. Before being in OHIM, he 

was Administrator in the Committee of Regions-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common structure, dealing with legal affairs in the field of 

Finance and Labour law.

吉莫奈先生是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在欧盟驻华代表团的知识产

权专员，在贸易处主要负责商标、专利和外观设计事务。他致力于对华

的 IP 对话事宜，以及 EUIPO 在中国的 IP 合作项目的协调工作，这包括

与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双边合作、以及欧盟 -	

EUIPO共同资助的 IP-Key 项目等。在 2013 年 8月 1日到北京工作之前，

他在位于西班牙阿利坎特的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OHIM）总部担任国际

合作项目经理，负责世界范围内国际合作项目的建立工作。自 1996 年起，

他先后在 OHIM 的担任多个职务，包括外观部审查协调员、外观无效处成

员（2008-2011）、负责预算办公室和分析会计（2003-2008）、以及副

局长助理（2001-2003）等。

吉莫奈先生在巴黎的库珀斯 - 莱布兰会计师事务所（Coopers	&	

Lybrand	International	Tax）开始了其职业生涯，后来加入了欧洲储蓄银行

在布鲁塞尔的公关办公室。他于21年前加入了欧盟机构。在进入OHIM之前，	

他在区域委员会与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共同机构的担任主管，负责金融和劳工

法领域的法律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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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zuyuki TAKANO　（Mr.）:

Director for Trademark Examination Planning

Trademark Division

Japan Patent Office

Career Highlights:

April 1995 Trademark Examiner, Foodstuffs Division

April 1999 Trademark Examiner, Chemicals Division

May 2001 Second Secretary, 

Japanese Embassy in Trinidad and Tobago

April 2004 Trademark Examiner, International Trademark     

  Application Division

April 2006 Specialist for Trademark Planning,

Trademark Division

July 2009 Deputy Direct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Division

July 2011 Administrative Trademark Judge,

Trial and Appeal Department

January 2017 Director for Trademark Examination Planning

Trademark Division

高野和行	（男）

日本国特许厅审查业务部	商标课	商标审查企划官

Kazuyuki TAKANO（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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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4 月	商标审查员（食品类）

1999 年 4月	商标审查员（化学类）

2001 年 5月		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日本大使馆	二等秘书

2004 年 4月		商标审查员（国际商标注册申请）

2006 年 4月		商标课	商标企划专门官

2009 年 7月		国际课课长辅佐

2011 年 7月		审判部（复审）商标复审员

2017 年 1月		商标审查企划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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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Hong-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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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wit Somwaiya

INTA 论坛：如何保护你的跨境商标？“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商标法解读

Kowit	Somwaiya

kowit.somwaiya@lawplusltd.com

Managing	Partner

LawPlus	Ltd.	and	LawPlus	Myanmar	Ltd.

A.	A	brief	self-introduction	and	your	background

Kowit	Somwaiya	 is	 the	Founder	and	Managing	Partner	of	LawPlus	

Ltd.	and	LawPlus	Myanmar	Ltd.	He	has	been	 in	 the	 IP	 law	practice	

since	1982	and	has	been	 ranked	and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leading	 IP	 lawyers	of	Thailand.	Currently	he	 is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ociation	of	Thailand,	 the	Chair	 of	

the	Harmonization	of	Trademark	Law	and	Practice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mark	Association	 (INTA),	 the	Co-Chair	of	

the	Global	Advisory	Council	 (Asia-Pacific)	of	 INTA,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Anti-Counterfeiting	Coalition	and	a	committee	 in	

the	Anti-Counterfeiting	Committee	of	 the	Asia	Patent	Attorn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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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In	addition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expertise,	he	also	has	

expertise	and	intensive	experiences	in	laws	on	banking,	corporat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merger	and	acquisition,	 telecommunic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dispute	resolution	and	litigation.

B.	The	topic	you	will	speak	at	the	session

“TRADEMARK	REGISTRATION	AND	ENFORCEMENT	 IN	THAILAND	

AND	MYANMAR”

C.	What	does	the	topic	mean	to	China	IP	community?

Today’s	global	economy	provides	a	world	of	opportunity	 for	 smart	

businesses	–	 both	 large	and	 small	–	 selling	goods	and	 services	

beyond	their	national	borders.	Operating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means	

competing	on	 the	world	stage.	 In	a	competitive	market,	a	strong	brand	

can	help	you	to	build	consumer	loyalty	and	benefit	from	premium	prices.	

Most	of	goods	and	services	nowadays	are	available	beyond	national	

border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grows	increasingly	fast.	Thus,	protection	of	

trademark	overseas	is	very	important	to	businesses.

Trade	 flows	between	ASEAN	nations	and	China	have	grown	sharply	 in	

recent	years.	During	the	ten-year	period	between	2005-2014,	trade	flows	

(the	sum	of	exports	and	imports	of	goods)	between	ASEAN	members	and	

China	tripled	–	reaching	US$	380	billion	in	2014	–	while	ASEAN	overall	

trade	“only”	doubled,	with	China’s	share	rising	to	15	per	cent	of	 the	

total.

The	more	trade	flows	between	ASEAN	nations	and	China	grow,	the	more	

trademark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cross	border	 is	needed.	Although	

there	 has	been	an	 attempt	 for	 trademark	 harmonization	 in	ASEAN	

countries,	 the	 trademark	system	in	ASEAN	countries	remains	under	 the	

principle	of	territorial	protection	and	no	international	or	regional	trademark	

registration	system	has	been	put	 in	place.	There	are	differences	a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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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de	mark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system	of	 each	of	 the	

ASEAN	countries.	As	a	result,	 it	 is	 important	to	learn	the	differences	and	

strategies	for	each	targeted	country	 to	better	protect	your	 trademark	 in	

each	jurisdiction.

Thailand	 is	 the	 fourth	most	populous	 country	 and	 second-largest	

economy	 in	ASEAN.	Thailand’s	 trade	with	China	 is	quite	distinctive.	

China	 is	 one	 of	 the	biggest	 Thailand	 export	 and	 import	 partners.	

Moreover,	Thailand’s	geography	makes	 it	an	 ideal	 trans-shipment	

hub.	Thus,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trademark	 in	Thailand	 is	very	

important	for	Chinese	manufacturers	and	exporters.

For	Myanmar,	China	is	one	of	the	biggest	Myanmar	import	partners.	China	

is	the	Myanmar’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with	bilateral	trade	increasing	

150	percent	from	$10	billion	to	$25	billion	from	2013	to	2014.	Border	trade	

between	Myanmar	and	China	increased	by	over	30	million	U.S.	dollars	in	

the	last	fiscal	year	2016-2017	which	ended	in	March	2017,	according	to	

the	Myanmar	Ministry	of	Commerce.	Myanmar	is	another	important	market	

of	Chinese	goods	and	services	 in	ASEAN	and	also	one	of	 the	 targeted	

countries	of	 investment	 from	Chinese	companies.	Thus,	knowing	about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trademark	 in	Myanmar	 is	significant	and	

vital	for	Chinese	manufacturers	and	exporters	as	well.

24	August	2017

LawPlus	Ltd.

Unit	1401,	14th	Fl.,	Abdulrahim	Place

990	Rama	IV	Road

Bangkok	10500,	Thailand

Tel:	+66	(0)2	636	0662

Fax:	+66	(0)2	636	0663

www.lawpluslt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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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Lara Kayode

Ms. Lara Kayode is the founding and managing partner of O. Kayode 

& Co, an IP boutique firm situated in Lagos State, Nigeria, West Africa. 

She obtained her LLM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from QMW 

University of London.

She is an active member of the INTA. 

She is a former INTA Board member and the current Chair of the 

Global Advisory council for Africa. subcommittee Chair of the Unreal 

Campaign committee (Africa and Asia) respectively.

In 2014 she was appointed Notary Public.

Lara will be speaking about “Cross-Border Enforcement Measures 

Available to Brand Owners in Africa. 

This topic is significant for this meeting in the sense that the many 

issues and challenges encountered by brand owners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ill be brought to the fore and 

discussed. 

Some of these include among others the influx of counterfeit, illegal or 

contraband goods into countries due to porous borders, capital in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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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the lack thereof as a result of the proliferation of counterfeit goods 

in African markets, the various African Trade Transit Routes and the 

utilisation of these Transit Routes for illegal purposes, and Customs 

Measures put in place to curb all forms of illicit trade.

Attendees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of these important 

measures put in place to assist brand owners in protecting their 

vario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 China IP community made 

up of IP practitioners, brand owners, representatives of regulatory 

agencies as well as other stakeholders in the IP scene will be exposed 

to the measures and practices available in Africa which are relevant to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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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贵增	高级合伙人

元合联合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元合律师事务所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研究生导师；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兼职教授；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例指导研究（北京）基地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

武汉仲裁委员会 " 一带一路 " 中国仲裁院仲裁员；

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商务部保护与促进中华老字号专家委员会成员；

INTA	Bulletin	Law	&	Practice	—Asia-Pacific	Subcommittee（国际商标

协会《商标通讯》法律与实践亚太委员会）联合主席；

INTA	Global	Advisory	Council( 国际商标协会全球顾问会员会 ) 亚太区

顾问；

	China	IPR	SME	Helpdesk（欧盟中小企业中国知识产权服务处）专家

库专家。

北京市海淀区政府知识产权专家库专家。

刘贵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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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商标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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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立英

中金浩知识产权金融论坛：商标品牌发现与增值

韩立英，女，汉族，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中国社会科

学院商业经济专业毕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副秘书长（副

司长级）、党委委员。

1993 年 4月至 2000 年 11 月，在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资产评估中心、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工作；2000 年 12 月至 2005 年 10 月，历任中国注册会

计师协会综合部副主任、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注册监管部负责人；2005 年 10

月至2011年9月，历任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注册监管部主任、专业标准部主任；

2011 年 9月任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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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承敏

宋承敏，教授，研究员，编审，现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管理编辑部主

任（司长）。1974 年江苏省南通市插队。1981 年南京大学毕业。1991 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1982 年国务院办公厅。1983 年任国务院机关团委

副书记（副处），1985 年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秘书，1985 年任国家广播电影

电视部部长秘书（处长），1992年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副司长），

1994 年河北承德市副市长，1995 年国家经贸委信息中心副主任，1998 年

中国经贸导刊社长兼总编辑（司长）。北大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研究员，

中国 WTO 研究会、中国社科院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科院中国发

展战略学会理事等。

办过企业，在国家经贸委、国家发改委工作，当过地级市副市长，管过

企业，现在研究企业，实地考察过一万多家企业，所有地市的企业都至少看

过一家以上，是实地考察企业最多的人。

多年来研究国企。研究投融资，最了解投融资应该给哪些企业，哪些企

业最容易得到投融资。研究经济分析及预测，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互联网，

金融，财税政策，改革，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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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有中国特色研究，中国上市公司，中国企业技术改造，如何做一个

企业家，政治学，思想学，人生哲学，个人财富学，领导力要义，信息阻力学，

浪费学。发表了关于经济形势分析，投融资，改革，互联网，创新，国企改革，

中小企业，质量，信用，十三五规划，PPP,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出口，

互联网市场营销等等大量论文。参与了许多政策的研究、调查和制定。

在美国UCLA等等多所著名大学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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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忆登

Brand finance 中国区法人代表、总裁

陈忆登，英国威尔士大学金融学博士，并在英国参与国际性项目工作 7

年。回国后在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任大型投资项目风险控制主管 4 年，现任

Brand	Finance 中国区法人代表、总裁，负责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战略、产品

开发和业务管理。根据客户的品牌需求，动用国际领先的资源与方法，为客

户梳理品牌价值提升及品牌管理问题，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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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局长论坛：商标品牌保护与发展

张  虹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虹，女，汉族，1961 年 10 月出生，中国辽宁省庄河人，	1982 年 7

月参加工作，	1987 年 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学历，文学学士。

1991.11-2000.09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广告处副

处长、商标管理处副处长

2000.09-2007.11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个体私营经济

监督管理处处长、市场规范管理处处长（其间：2002.04--2002.10 参加广

西中青年领导干部第二期赴美培训班在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

专业学习）

2007.11-2009.11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

2009.11-2011.08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副市长

2011.08-2013.05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副书记

2013.05- 至今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其间：2015.03-2015.07 参加中央党校第 38期中青班学习）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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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嘉宾，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古人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打造了中国山水风光、历史文化的“品牌”——

桂林。今天，很高兴与荣幸，与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的同行和企业们，相聚在

这里，共同探讨商标品牌保护与发展，积极发挥职能作用，推动中国商标品牌“名

甲天下”、“誉满全球”。

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是我国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商标品牌盛会。本届商标

品牌节第一次在广西举办，也是第一次在少数民族地区举办，这是国家工商总局与

广西密切“部区合作”，实施“商标品牌强桂”战略的重要成果。作为本次活动的

主办方之一，我代表广西自治区工商局，向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的同行们、企

业和新闻媒体的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商标品牌保护与发展”。去年，广西工商部门承办的第二

届中国—东盟工商论坛，主题也是“商标品牌保护与发展”。这充分说明，今天的

主题，既是工商部门“法定职责必须为”的重点工作，又是实施商标品牌战略的核

心任务。

昨天，大家来到桂林，品尝了“桂林米粉”、“永福罗汉果”、“漓泉啤酒”

等广西品牌产品。今天，我还想与大家分享一个桂林品牌——“捕鱼达人”。去年，

广西区党委书记彭清华向高校师生作思想政治教育报告时，曾引用这家企业的发展

历程，激励大学生创业。

桂林力港网络科技公司开发的“捕鱼达人”游戏，用户规模超过 5000 万，覆

聚力商标保护发展塑造品牌品质品位
——在 2017 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工商局长论坛”上的

演讲

（2017 年 9 月 3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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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全国及东南亚、欧美等国际市场。但在公司发展早期，由于没有进行商标注册，

“捕鱼达人”成为了竞争对手的“围猎对象”：被广州一家公司模仿界面和游戏名

称，被北京一家公司抢注商标。该公司向工商部门求助后，经工商部门协调提出商

标异议，依法获得了“捕鱼达人”商标，有了这块“金字招牌”的助力，使其从 12

人发展到 500 人，成为广西首家登陆“新三板”、跻身中国研发 50 强的游戏软件

公司。

“捕鱼达人”与近年来广西“大地飞歌”、桂林“两江四湖”、梧州“六堡茶”

等商标保护案例，都是广西在保护中推动发展、在发展中强化商标品牌保护的一个

缩影。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中，广西工商部门一方面抓好商事制

度改革，一方面积极打造商标品牌建设的“三大体系”。

首先，打造商标品牌建设的政策体系。在自治区层面，抓好顶层政策设计。推

动自治区政府出台了《关于深入实施商标品牌战略的意见》；编制了《广西工商行

政管理“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了商标品牌发展目标、重点工作等内容。同时，

把“商标品牌强桂战略”列入了《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任务，提请自治区政府召

开商标品牌大会暨地理标志商标工作推进会，有力提升了商标品牌建设的工作格局。

在国家层面，积极争取总局政策支持。推动工商总局与自治区政府签订了《推进广

西建设商标品牌强区合作框架协议》，这是全国第二个由工商总局与省级政府签订

的商标品牌建设合作协议。在此基础上，牵头组织 28 个区直部门，成立了由自治

区政府分管领导担任召集人的“广西商标品牌战略实施工作厅际联席会议”，与崇

左市签订了《商事制度改革及建设商标品牌强市合作框架协议》，协调相关部门和

地方政府，共同抓好协议落实。此外，主动对接工商总局商标注册制度改革，经批

准设立了商标注册受理窗口，拓展商标申请渠道，我局商标受理窗口设立以来，共

受理商标注册申请 1435 件。积极指导柳州市注册商标质权登记申请受理点做好服

务，今年上半年累计办理商标质押 14 件，质押贷款近 25 亿元，使商标蕴含的价值

得到了充分体现。

通过顶层设计、政策引导，推动我区商标品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目前，广西

有效注册商标 11.4 万件，为五个自治区之首，比“十二五”期末增长 23%。今年

上半年，广西新增有效注册商标 1.1 万件，同比增长 42%。照此速度，今年将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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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广西“十三五”商标品牌发展目标。

其次，打造商标品牌建设的保护体系。强有力的商标保护是创新的有力保障。

我们以监管执法强化保护。将商标使用、商标代理、商标许可、商标印制，以及奥

林匹克、特殊标志使用等 6 种具体行为，纳入年度“双随机”抽查计划；今年 1 至

8 月，查处商标案件 338 件，100% 录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依法公示，依法

惩戒。以引导注册实施保护。提出了企业名称、企业商标“双保护”理念，鼓励、

指导企业在登记注册的同时，做好商标注册申请。自治区重点项目“中国—东盟信

息港”公司在 2016 年筹备组建时，我局积极服务其注册登记，并帮助其申请注册

了“中国东信”商标，实现了企业名称、企业商标“双保护”。以规范标准推动保护。

重点指导地理标志商标持有人制定产品标准、技术规范、宣传标识，加强对地理标

志商标的保护。例如，桂林米粉协会在工商部门指导下，除了制定统一的宣传标识，

还制定了桂林米粉的品种、制作工艺、配料等标准，保证了桂林米粉的品质，做到“让

传统更流行，让传统更久远”。

第三，打造商标品牌建设的服务体系。我们围绕建立品牌、品位、品质三位一

体的商标发展格局，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创建服务平台，促进商标品牌提速发展。

一是强化理论研究。在广西民族大学建立了广西商标品牌人才培训基地，利用高等

院校的人才学术资源，开展商标品牌理论研究。同时，通过向社会招标，完成了中国-

东盟商标培育发展、广西商标与经济发展关系、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战略等 5 个课

题。研究表明，广西商标密集型产业平均为经济贡献率达 37%；带动广西 38% 的

就业；商标企业中 56% 为盈利企业，平均销售利润率为 9%。二是强化培育指导。

指导全系统推动实施商标强企、商标富农工程，推进实施商标战略示范市、县和企

业创建工作，推行在各类园区建立商标指导服务站，围绕优势产业和产品，确定商

标培育主线，促使各类商品从无牌变有牌、从有牌变名牌。比如，桂平市在服装工

业园区成立了商标品牌指导服务站，由工商干部、专家学者、律师组成志愿服务队，

一对一指导企业申请商标注册，助力企业做大做强。目前，园区内市场主体共拥有

86件注册商标，上规模的企业达到6家。三是强化品牌引领。组织开展“党旗领航·商

标扶贫”主题活动，推行“公司（龙头企业）+商标品牌+农户（合作社）”模式，

抓好优势产业商标整合，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由“土”变“金”。如，“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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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花茶”带动相关产业实现综合产值65亿元；“百色芒果”获得地理标志商标后，

辐射带动 265 个贫困村，累计有 32 万人依靠种植芒果摘掉了贫困帽子，成为了名

符其实的“脱贫果”、“幸福果”；我局在对口扶贫的三江县，培育茶叶类注册商

标 177 件，改变了当地茶叶拥有一流生态、一流环境、一流原料，却只能卖三流价

格的被动局面。四是强化品牌推介。提请自治区政府举办为期三年的“遍行天下心

仪广西——广西品牌神州行”系列活动，统筹相关部门商标品牌、产品服务项目，

大规模、成系列地推介广西商标品牌。今年 8 月 19 日，自治区政府在北京举办了

广西品牌神州行系列活动启动仪式，60 多家广西企业集中展示广西产品，200 多家

机构、企业、知名电商参加采购，实现签约金额6.5亿元；15家中央媒体到场采访，

77 家媒体对活动进行报道或转载，使广西品牌形象得到了广泛传播。作为“广西品

牌神州行”系列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在本届国际商标品牌节期间举办“广西

品牌成果展”，今后三年，都将搭乘商标品牌节的“顺风车”，举办相关展会，进

一步扩大广西品牌的影响力。

但是，我们也看到，广西商标品牌的发展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目前，

广西平均 20 个市场主体才有 1 件商标，远低于全国平均 7 个市场主体拥有 1 件商

标的水平；商标品牌的“含金量”还不够高，广西有大量的好产品，既“养在深闺

人未识”，又“年年为人作嫁衣”。据调查，广西的空气、土壤、水质三个重要环

境指标，优良率均达90%以上；仅占全国3.5%的人口，拥有着全国三分之一的“长

寿之乡”，诸多广西品牌是“生态、健康、长寿”的代名词。例如，广西优质饮用

水资源丰富，2016 年，广西包装饮用水产量 916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9.7%，产

量全国排名第二。但由于商标品牌建设相对落后，国内饮用水市场 80% 以上的份

额被怡宝、农夫山泉、娃哈哈等品牌占领。前不久，我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矿泉水”

关键字，近万个商品中有 264 个品牌，广西品牌仅有 10 个，按照销量进行排序，

前 30 个品牌中，没有一个是广西品牌。目前，广西 300 余家包装饮用水企业，普

遍为年产值在 200 万元以下的小企业，缺少影响力大的优势品牌。这从一个侧面说

明，广西商标品牌建设的路还很长，需要我们加倍努力，实现赶超。

本届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安排的“工商局长论坛”，为我们提供了向全国同行

学习的难得机会。我们既要学习广东、浙江、北京、江苏、上海等商标品牌大省、

强市的发展经验；又要学习地理标志商标精准扶贫的“宁德模式”“淮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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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学习“沙县小吃”一个县做全国生意，“兰州拉面”产业“铺天盖地”发展过

程中，政府、部门、企业协调联动，规范保护和促进发展的有效措施。

各位嘉宾、朋友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加

强商标品牌保护与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下一步，广西工商部门希望与全国工商

和市场监管部门携起手来，重点推进三项工作：

第一，推进商标品牌协同化保护。在工商总局的指导下，加强与全国各省区市

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合作，依托“全国一张网”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联合实

施商标信用监管，形成对商标失信行为的全域监管和联合惩戒。

第二，推进商标品牌开放式发展。广西工商部门将在今后三年持续开展“遍行

天下心仪广西——广西品牌神州行”系列活动，同时打好商标保护与发展“东盟牌”，

依托每两年举办一届的中国—东盟工商论坛，加强商标品牌保护与发展的国际交流

合作。在此，我们真诚希望能够得到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的支持和帮助，深度

交流、共享发展成果，共同把广西品牌神州行、中国—东盟工商论坛打造成商标品

牌保护与发展的优质平台，构建开放合作、深化改革的新格局。

第三，推进商标品牌战略深度创新。贯彻落实工商总局《深入实施商标品牌战

略推进中国品牌建设的意见》，着力改变广西商标品牌“小、散、乱、弱”的落后

局面。在全区开展商标品牌战略实施示范市、县和企业创建工作，力争今年建设 3

个示范市、14个示范县（市、区）和9个示范企业；积极创建商标品牌创业创新基地，

有效促进产业集群、商标密集型产业集聚区的品牌培育；加大小微企业品牌培育力

度，重点支持和引导小微企业申请商标注册，对实现“小升规”、“个转企”的企业，

加大自主商标培育，提升企业品牌附加值。

“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湾又多”。作为商标品牌战略的实施者、推动者、

服务者，广西工商部门将以商标品牌保护与发展为重点，创新商标品牌战略实施工

作的理念和举措，着力构建企业自主、市场主导、政府推动、行业促进和社会参与

的商标品牌战略格局，更好地发挥品牌的引领作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最后，祝各位嘉宾在商标品牌节期间，工作顺利、生活愉快。我们诚挚地邀请

大家多到广西各地走走看看，在交流经验、传经送宝的同时，细品广西的好山、好水、

好品牌，体验“遍行天下，心仪广西”的品牌魅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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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inguished guests, dear friends!

Good morning!

Thanks to the poem “Guilin’s scenery is the best in the world”, Guilin has become 

China’s brand of landscapes, history and culture. I feel it a great honor to join 

businesses and my colleagues in administrations for industry, commerce and 

market supervision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to discuss how to protect and develop 

trademarks & brands, and how to fulfill our duties and play our roles so as to make 

China’s trademarks & brands world famous. 

China Trademark Festival is the largest and most influential trademark event 

in the country. This is the first time for this event to be held in a reg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Guangxi, marking the result of Trademarks & Brands Flourish 

Guangxi Strategy and the outcome of partnership between SAIC and Guangxi. 

On behalf of Guangxi AIC, one of the hosts of this event, I wish to deliver warmest 

welcome and heartfelt gratitude to my colleagues in administrations for industry, 

commerce and market supervision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and friends from the 

business community and media. 

This Forum is themed on “Trademark &Brand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tect and Develop Trademarks for 
Brand Quality and Taste

——Speech at Director Generals of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and Commerce (AIC): Forum on Trademark & 

Brand Protection in China Trademark Festival 

(September 3, 2017)

By Zhang Hong, Director-General & Party Secretary, Guangxi A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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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year, the 2nd China-ASEAN Industry and Commerce Forum, organized 

by Guangxi AIC, adopted the same theme. It reveals that trademark & brand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is the legitimate duty of administrations for industry 

and commerce. Even more, it is the core task when China implements the strategy 

of trademarks & brands. 

Yesterday, you tasted the brand products in Guangxi including Guilin Rice 

Noodles, Yongfu Momordica Grosvenori and Liquan Beer. Today, I wish to share 

with you another brand in Guilin called Expert Fishers. Last year, when Party 

Secretary Peng Qinghua of Guangxi gave a lecture to university students, he told 

the story of this company to encourage university students to get into business. 

The Expert Fishers is a game developed by Guilin LIGANG Network Technology 

Corporation. Nowadays, this game has more than 50 million users and is played 

in China, Southeast Asia, Europe and America. Nevertheless, in its early-stage 

development, Expert Fishers became the target of many competitors because 

it didn’t register the trademark. A Guangzhou company copied the interface and 

name of the game; a Beijing company forestalled to register the trademark. Then 

LIGANG resorted to the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and commerce, which put 

forward trademark oppositions and helped the company gain the Expert Fishers 

trademark. After that, LIGANG expanded from 12 employees to 500 employees, 

becoming the first game company in Guangxi that is listed in NEEQ and ranks 

among Top 50 game developers in China. 

Recent years also saw other trademark protection cases in Guangxi, such as 

True Talent, Two Rivers & Four Lakes of Guilin and Liupao Tea of Wuzhou. These 

cases reveal Guangxi efforts to protect and develop trademarks & brands. In the 

reform of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ing power to the lower levels, 

delegating power and strengthening regulation, and optimizing services, Guangxi 

AIC, on the one hand, reforms the business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we are 

also active to build Three Systems for building trademarks & br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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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of all, we build policy system for trademarks & brands.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makes the top-level policies. We have lobbied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Government to issue Opinions on Implementing 

the Trademark & Brand Strategy; compiled 13th Five-year Plan for Guangxi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and Commerce, thus clarifying targets and major 

tasks of trademark & brand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included 

the Trademarks & Brands Flourish Guangxi Strategy as a major task specified in 

Government Work Report, proposed Guangxi Autonomous Region Government 

organizing Trade Conference & Promoting Brand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so 

as to considerably improve the level of trademark & brand building in Guangxi. In 

the national level, we work hard to get policy support from SAIC. We have lobbied 

SAIC to sign Framework Agreement of Cooperation on Building Guangxi into An 

Autonomous Region Strong in Trademarks & Brandswith Guangxi Autonomous 

Region Government. It was the second time for SAIC to sign such an agreement 

with a provincial government in China. Based on this, the 28 departments in 

Guangxi, spearheaded by Guangxi AIC, have established the Inter-governmental 

Joint Conference on Implementing the Trademark & Brand Strategy in Guangxi, 

with in-charge official in Guangxi Autonomous Region Government working as the 

convener. We have also signed with Chongzuo City Framework Agreement on 

Business System Reform and Building a Powerful City of Trades and Brands. By 

coordinating with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local government, we work together to 

execute this agreement. Besides, we are active to implement the reforms in trade 

registration proposed by SAIC. After approval, we have established the outposts 

accepting applications for trademark registration. Since inception, the outposts 

have accepted 1,435 applications for trademark registration. We provide service 

guidance to outpost in Liuzhou city that accepts applications for trademark pledge 

registration, which accepted 14 trademark pledges in H1 of this year that borrowed 

nearly 2.5 billion RMB loans, thus fully achieving values carried in trad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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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op-level policies and policy guidance, we have realized leap-forward 

development in trademarks & brands in Guangxi. Till today, there have been 

114,000 valid registered trademarks in Guangxi, ranking No. 1 among the top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rising by 23% from the end of the 12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is year, Guangxi saw 11,000 new valid registered 

trademarks, rising by 42% YOY. If such growth continues, we will fulfill the goal 

of trademark & brand development in Guangxi as specified i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Second, we build the protection system for trademarks & brands. The powerful 

trademark protection secures innovations. We enhance protection with supervision 

and law enforcement. We include trademark use, agency, licensing, printing, 

Olympics and use of special logos into Dual Random Inspections for the year. In 

January-to-August this year, we handled 338 trademark cases, 100% of which 

are typed into NationalEnterprise CreditInformation Publicity System as part 

of punishment. We protect by providing guidance for registration. Guangxi AIC 

has proposed the philosophy of protecting both corporate name and corporate 

trademark, encouraging and guiding enterprises to apply for trademarks when 

they get registered. When China-ASEAN Information Harbor Corporation, a key 

project in Guangxi, was established in 2016, Guangxi AIC was proactive to provide 

registration service while helping it apply for and register the CAIH trademark, 

thus protecting both the corporate name and trademark. We promote protection 

by regulating standards. We focus on guiding owners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trademarks to make product standards,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and logos to 

enhance protec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trademarks. For instance, guided 

by the AIC, Guilin Association of Rice Noodles has made the uniform logo while 

regulating standards for types, production techniques and ingredients of Guilin 

rice noodles to ensure quality so that “traditions become popular and everlasting”. 

Third, build service system for trademarks & brands. By building the trad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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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pattern consisting of brand, taste and quality, we keep making 

innovations in work mechanisms and building service platforms to accelerate 

development of trademarks & brands. First, we enhanc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e have built a training base for human 

resources in trademarks & brands, using HR and academic resourc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study trademark & brand theories. At the same time, 

by organizing bidding process, we have completed five researches on China-

ASEAN trademark fostering, relations between trademark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Guangxi and strategy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brand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tudies reveal trademark-intensive industries in Guangxi contribute 

37% in average to economy and provide 38% new jobs in Guangxi. 56% of 

trademark companies make profits with average margin rate standing at 9%. 

Second, we enhance guidance and fostering. We guide all AICs in Guangxi to 

implement the program of Trademarks Strengthening Enterprises and Enriching 

Farmers, and build demo cities/counties/enterprises that execute trademark 

strategy, build trademark guidance service stations in various parks, focus on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and products to confirm major trademarks to foster, and 

facilitate branding of various goods. For instance, Guiping city has established 

the trademark brand guidance service stations in Garment Industrial Park. AIC 

officials, experts, scholars and lawyers compose volunteer service team to provide 

one-to-one guidance for enterprises to register trademarks, thus helping them 

grow larger and stronger. At present, companies in the Park own 86 registered 

trademarks, six of which are in large scale. Third, enhance brand leading. 

We have conducted the Party Flag Leading & Trademark Alleviates Poverty 

campaign, and promoted the model of “company (leading enterprise) + trademark 

& brand + farming households (cooperatives)”, thus consolidating the trademarks 

in advantaged industries, pushing forward growth of featured agriculture, and 

turning primary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to processed products. Also, Heng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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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y Jasmine Tea stimulates relevant industries to achieve consolidated value 

of 6.5 billion RMB; Baise Mango, after gaining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trademark, 

helped 320,000 people in 265 impoverished villages get out of poverty by planting 

mango trees; in Sanjiang County, poverty-alleviation target of Guangxi AIC, we 

helped foster 177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teas, changing the negative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featured by first-class ecology, environment and raw materials 

with third-class price. Fourth, we enhance brand promotions. Guangxi AIC has 

persuaded the Autonomous Region Government to hold the three-year campaign 

entitled Guangxi Brands Reach Whole China. We pool trademarks & brands, 

products and services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promote Guangxi trademarks 

& brands in a large scale way. On August 19 this year, Guangxi Autonomous 

Region Government held in Beijing the inauguration of Guangxi Brands Reach 

Whole China. More than 60 companies in Guangxi displayed their products; over 

200 institutions, enterprises and famous e-commerce businesses purchased 

Guangxi products on site, signing contracting worth 650 million RMB; 15 central 

media made interviews; 77 media reported the event or reprinted the event, thus 

extensively disseminating Guangxi brand image. As an integral part of Guangxi 

Brands Reach Whole China, we hold Exhibition of Guangxi Brand Achievements 

during this session of China Trademark Festival. It will become a regular part in 

the future sessions of China Trademark Festival to expand influence of Guangxi 

brands. 

Nevertheless, we should also understand Guangxi still lags behind developed 

regions in terms of trademark & brand development. At present, 20 companies in 

Guangxi own one trademark in average, much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of 

seven companies owning one trademark. Trademarks & brands are not valuable 

enough. Besides, so many high-quality products in Guangxi don’t have sufficient 

fame. Survey reveals 90% of air, soil and water, the three major environmental 

factors, have excellent quality in Guangxi. The only 3.5% of China’s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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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s one third of Longevity Villages in the country. Many Guangxi brands are 

synonyms of “ecology, health and longevity”. For example, Guangxi has rich 

resources of drinking water. In 2016, Guangxi produced 9.16 million tons of 

packaged drinking water, accounting for 9.7% of total output in China, ranking 

No. 2 in the country. However, because of the backward building of trademarks & 

brands in Guangxi, more than 80% of market shares in China are taken by such 

brands as YIBAO, Nongfu Springs and Wahaha, etc. Not long ago, I searched 

for the key words “mineral water” in e-commerce platforms and 264 brands were 

shown in nearly 10,000 products. But only 10 of them come from Guangxi. None 

of the Top 30 brands with largest sales volume comes from Guangxi. At present, 

most of the 300 producers of packaged drinking water in Guangxi are small 

companies whose annual output stays below two million RMB. We don’t have 

strong brands with great influence. This also proves that Guangxi has a long way 

to go to build our own trademarks & brands. We need to work harder so as to 

catch up. 

This Forum during the China Trademark Festival provide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us to learn from colleagues in China. We will not only learn from experience 

of Guangdong, Zhejiang, Beijing, Jiangsu and Shanghai that are strong in 

trademarks & brands, but also learn from Ningde Model and Huai’an Experience in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field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trademarks, and 

learn how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enterprises cooperate an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regulate protection and promote development topopularize Shaxian 

County Snacks and Lanzhou Hand-pulled Noodles across China.

Distinguished guests, dear friends, the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of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 and sharing” are principles to follow when we enhance 

trademark & brand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Guangxi AIC hopes 

to join hands with its counterparts in the other parts of China to focu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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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push forward synergetic protection of trademarks & brands. Guided by 

SAIC, we will enhance cooperation with administrations for industry, commerce 

and market supervision in other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Relying on the National Enterprise Credit, we will make joint supervision 

over trademarks, thus establishing the all-region supervision and joint punishment 

of trademark-related discreditable behaviors. 

Second, push forward open developmentof trademarks & brands. In the following 

three years, Guangxi AIC will continue to organize the campaign Guangxi Brands 

Reach Whole China while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on 

trademark & brand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by relying on the China-ASEAN 

Industry and Commerce Forum held every two years. Hereby, we sincerely hope 

to get support and help from our counterparts in other parts of China. By making 

in-depth exchanges and sharing results of development, we will work together to 

develop the China-ASEAN Industry and Commerce Forum and Guangxi Brands 

Reach Whole China into the best platforms for trademark & brand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while building the new pattern of deepening reforms and featuring 

openness and cooperation. 

Third, promote in-depth innovation of trademark & brand strategy. We have 

implemented the SAIC Opinions on Implementing Trademark & Brand Strategy 

and Pushing forward Building of China Brands, thus working hard to change 

the backward situation in Guangxi featured by “small, scattered, disorderly and 

weak”trademarks & brands in Guangxi. In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we work hard to build demo cities/counties/enterprises that execute trademark 

strategy and try to build three demo cities, 14 demo counties/sub-cities/districts 

and nine demo enterprises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We will work hard to build 

trademark & br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ase, thus effectively 

facilitating brand cultivation for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clusters with trademark-

intensive industries. We will work hard to foster brands of small and mic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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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s while focusing on supporting and guiding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to register trademarks. We will help enterprises that grow from small ones and 

self-employed business to foster their own trademarks while increasing the added 

value of corporate brands. 

“Good songs will never be stopped by the twists and turns on Chunjiang River”. 

Guangxi AIC, which implemented, promotes and serves the trademark & brand 

strategy, will emphasize on protecting and developing trademarks & brands, 

make innovative measures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and work hard to develop 

the strategic pattern of trademarks & brands featuring corporate efforts, market 

steering, government push, industrypromotion and society involvement so as to 

promot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progress. 

Before conclusion, I would like to wish you enjoy life and work during the China 

Trademark Festival. Sincerely, we wish to invite you to tour more places in 

Guangxi. While exchanging experience and comparing notes, you can appreciate 

the wonderful landscapes and brands in Guangxi so as to feel the charm of 

Guangxi Brands Reach Whole China. 

Thank you!

Administrator
文本框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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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  锋

广东省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上午好！

很荣幸参加这次盛会。首先，我代表广东省工商局，对本届国际商标品牌节的

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东省商标品牌建设的各位领导、各兄弟

省（区、市）同仁和社会各界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我以“深入实施商

标品牌战略	助力创新驱动发展先行省建设”为题，作主旨发言。

广东地处中国大陆最南部，毗邻香港澳门，是改革开放前沿和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战略枢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持续发展，广东经济综合实力稳居

全国前列。与经济持续增长相适应，广东商标品牌事业也保持了快速发展。2017

深入实施商标品牌战略
助力创新驱动发展先行省建设

		——在 2017 年中国商标年会上的主旨演讲

（2017 年 9 月）
广东省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  凌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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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全省申请注册商标 42.7 万件，同比增长 34.2%，累计有效注册量 224.2

万件，马德里商标申请量持续快速增长；全省获得认定与保护的驰名商标累计 740

件。在今年“中国商标金奖”颁奖大会上，我省的大疆科技、奥飞娱乐、华为科技

等 5家单位在四个金奖项目中荣获 6个奖项，占全国获奖单位的 24%。

商标品牌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广东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商

标品牌建设工作。早在 2012 年，省委省政府颁布《关于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省的

决定》，部署实施商标品牌战略。2016 年广东省政府与工商总局签署《关于广东

建设商标品牌强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大力支持广东商标品牌建设。在今年的全

省创新驱动发展大会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同志强调，要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加快实现广东产品向广东品牌转变。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同志在今年

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施商标品牌战略，支持国家商标审查协作广州中心建设，

并将此列入 2017 年省政府重点工作。

近年来，广东省工商局积极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工商总局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服

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动商标品牌保护和发展。一是坚持理念创新，统筹谋

划全省商标品牌发展事业。制度供给和创新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保障。面对新形

势新要求，我们把商标品牌建设对企业、产业的促进作用，上升到增强制度自信，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的高度，研究起草《关于深入实施商

标品牌战略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意见》，科学制订广东中长期商标品牌战略规划

和制度政策。二是坚持简政放权，大力推进商标注册便利化改革。积极配合保障工

商总局商标审查协作广州中心、商标局驻广州办事处成立运作，指导建设国家商标

品牌创新创业（广州	）基地，争取工商总局在广东设立商标注册申请受理窗口，为

企业提供便捷的商标注册服务。同时，还设立了 2 个商标质权登记申请受理窗口，

一年来帮助企业融资 3.3 亿元，便利化效应覆盖全省、辐射华南地区，也为粤港澳

大湾区和广东自贸试验区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三是坚持放管结合，实施严格商

标保护制度。完善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长效机制，筹建广东省商标维权援助体系平台，

积极推行商标信用监管和信息化监管。持续保持打击商标侵权假冒的高压态势，

2017年上半年共查处侵权假冒案件2332件，罚没7134万元，移送司法机关29件，

在历年国务院打击侵权假冒工作考核小组考核中均获得满分。落实粤港、粤澳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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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协议，与海关广东分署签订《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的协议》，深化泛珠

三角区域特别是粤港澳商标执法协作。四是坚持优化服务，助推创新驱动发展和“一

带一路”战略。补短板是公共服务的重中之重。针对地理标志商标短板，印发《关

于加强地理标志商标工作的通知》，争取岭南中药材地理标志商标品牌 2017 年度

扶持资金 680 万元；跟踪培育 45 件地理标志产品申请注册商标，运用地理标志商

标兴农富农、精准扶贫，其中“德庆贡柑”“德庆沙糖桔”和“新会陈皮”证明商

标注册后销售额分别增长 17.3 亿元和 9 亿元。针对商标品牌国际化短板，分别与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香港知识产权署、省商务厅开展商标境外注册培训，完成《“一

带一路”战略中广东海外商标发展的问题与应对》调研报告，指导东莞市促进加工

贸易企业实现“自主品牌、自主营销和高端制造提升”，东莞的创新做法受到国务

院办公厅表扬肯定。

对标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对接企业和群众的需求，对照兄弟省份的发展，

广东商标品牌建设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粤东西北地区商标品牌培育偏弱，有效

商标注册量仅占全省 11.8%；珠三角大企业品牌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不强，盈利能

力仅为世界 500 强的 1/16；地理标志商标注册运用等工作仍然薄弱；商标侵权假冒

行为时有发生，境外商标维权能力不高，等等，不能完全适应保障创新驱动发展的

要求。

下一步，广东省工商局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

会议上关于“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惩治力度”的讲话精神，以及对广东工作

作出“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的重要批示精神，把深入实施商标品

牌战略放在创新驱动发展先行省建设的重要位置，探索以商标品牌为引领和支撑的

创新发展模式，构建企业主体、市场主导、政府推动、行业促进和社会参与的商标

品牌战略工作格局，努力把广东打造成国家商标品牌战略实施试验区、全国商标品

牌发展和保护新高地，建成率先发展的商标品牌强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完善具有广东特色的商标品牌发展政策体系。力争省委省政府支持，尽快下发

《广东省关于深化实施商标品牌战略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意见》，认真落实工商

总局与广东省政府关于广东建设商标品牌强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下大力气培育实

体经济品牌特别是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品牌，推进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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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带建设，引进外资制造业品牌。二是深入推进商标注册便利化改革。借力工商总

局审查协作广州中心和国家商标品牌创新创业（广州）基地等，深化各项便利化改

革措施，形成服务广东、辐射华南和港澳地区的商标注册、保护运用工作体系，持

续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重塑广东营商环境新优势。三是大力实施商标“精

准扶贫”。推进“商标兴企”“商标富农”工程，加快建立农产品特色商标品牌培育、

发展和保护工作机制，保护发展广东特色文化品牌，弘扬包含岭南文化在内的中华

优秀文化。四是强化商标行政保护。构建新兴产业、新业态新领域等重点产业商标

专项保护机制。跟踪指导珠海横琴新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联盟建设，及时启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商标法律政策及商标权信息数据综合研判中心平台建设。五是加

快商标品牌国际化步伐。推动出台境外商标注册、品牌收购激励政策，支持商标品

牌海外布局，推动广货精品加“走出去”战略，促使广东拥有更多的“世界500强”“世

界品牌 500 强”企业。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推动商标大国向商标强国转变、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

牌转变，是我们共同的目标，让我们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聚力深入实施商标品牌

战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共享创新发展成果。

最后，祝本次商标品牌节取得丰硕成果！诚邀各位领导和朋友莅临广东指导商

标品牌工作！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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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吉德

陕西省工商局局长

王吉德，现任陕西省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中共陕西省第十三届委员

会候补委员，政协第十一届陕西省委员会委员。曾在县乡工作十余年，后转

至省级机关工作，历任省档案馆（档案局）副馆长（副局长)、省政协副秘书长、

研究室主任，省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等职，具有丰富的基层实践经验和扎

实的理论功底，在多家期刊、媒体发表研究性文章数十篇，对商标工作有独

到见解，主导实施“一所多标”“一人一标”工程，建立政企联动保护注册

商标专用权机制，建成全国第一座省级商标馆，推动陕西商标品牌发展步入

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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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好！

非常感谢中华商标协会提供参与国际交流学习的机会，特别荣幸受邀参加这次

论坛，与大家共话商标品牌保护与发展工作。今年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的主题是“商

标品牌保护，创新共享发展”，我想联系陕西的商标工作，以“发挥商标品牌功能作用，

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建设”为题，谈一些个人的认识和想法。

大家知道，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的张骞从古长安出发，开辟了一条横贯东西、

连接欧亚的古丝绸之路，凿通了东西方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的大通道。陕西也因此

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发源地，古长安闻名中外，是东西方商贸的集散地和文明交往

的中心。但是，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和海上贸易的兴起，我国对外开放的形势发生

了深刻变化，逐步形成“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的格局。2013 年秋，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赋予了古丝绸之路全新的时代内涵，使陕西从内

陆腹地再次站到了对外开放的前沿位置。陕西立足区位、产业、文化等比较优势，

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大格局，着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服务“新起点”、

建设“新起点”，是陕西省工商系统面临的一个全新而又重大的时代课题。

经过 30 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朝着形态更高级、分工

更细致、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发展品牌经济，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

创新驱动，带动经济发展迈向更高水平，提升一个地方乃至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竞争

力，成为我国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的合作

需求。围绕这个方向和目标，我们大力实施商标战略、加快推进“品牌陕西”建设，

发挥商标品牌功能作用
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建设

——在 2017 中国商标年会工商局长分论坛上的演讲

（2017 年 9 月 3 日）

陕西省工商局局长  王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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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推动了陕西商标品牌增量提质和国际化步伐。

——我们充分发挥市场政府两个作用。实施商标品牌战略，既要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坚持企业主体地位的同时，我

们更加注重发挥政府部门的导向作用，深入实施“一所多标”“一人一标”工程，

建成“陕西省商标馆”，开展万名工商干部商标品牌帮建活动，培育商标品牌、提

高质量效益逐渐成为陕西企业普遍的价值追求，商标注册申请量逐年增长，有效注

册商标达到22万件，平均每十户市场主体持有一件商标，实现区县、市场主体类别、

产业领域全覆盖。

——我们积极履行注册管理两项职能。商标注册和管理，是工商部门的法定职

责。一方面，我们积极做好社会引导和商标注册申请受理工作；另一方面，我们高

度重视商标管理，建立政企联动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工作机制，强化政企、部门、

区域商标执法合作，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违法行为，保护商标持有人合法权益，全省

注册商标、使用商标、保护商标的氛围不断浓厚，商标品牌发展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优化。今年上半年，全省工商系统查处假冒伪劣商品案件 2013 件，查获假冒伪劣

商品 7.3 万件。

——我们坚持走好内修外扬两条路径。“酒香也怕巷子深”。	培育商标品牌、

发展品牌经济，必须坚持内修品质与外扬品牌并重。在推动陕西商标品牌“走出去”

的过程中，我们联合省级八部门出台扶持政策，鼓励引导高知名度商标品牌、外向

型企业加强商标国际注册与保护。同时，我们依托丝博会、欧亚经济论坛、杨凌农

高会、世界苹果大会、丝路电影节等国际平台，引导陕西商标品牌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加快提升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建设的深入推进，一大批陕西商标品牌追随先

人的足迹“西进”，“洛川苹果”“泾渭茯茶”等品牌农产品重走丝绸之路、一路

留香，“长恨歌”“延安保育院”等品牌剧目相继涌现、蜚声海内外，“陕煤化集团”“陕

汽集团”等企业纷纷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随着古丝绸之路一同彰显青春

活力。

当前的陕西，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一带一路”，“新起点”建设已然迈

向深耕细作、全面推进的新阶段。我们将始终坚持职能定位和履职方向，突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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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加强”，建设“品牌陕西”，努力为“新起点”建设注入更多品牌力量和工商智慧。

——加强行政指导，引导企业培育商标品牌。普及商标法律法规和商标知识，

引导企业树立商标品牌意识，以商标品牌为核心整合企业文化、产品品质、技术服

务等要素，从传统商品价格竞争转向商标品牌经营，努力培育更多群众认可度高、

社会信誉度高、市场忠诚度高的陕西商标品牌。

——加强商标执法，保护企业商标知识产权。扩大政企联动保护注册商标专用

权覆盖面，加大假冒侵权违法行为打击力度，实行行政处罚信息全公开，及时曝光

典型案例、震慑违法犯罪活动，营造商标品牌良好发展环境，保障陕西商标品牌健

康成长、发展壮大，塑造陕西对外新形象和国际竞争新优势。

——加强商标服务，丰富商标品牌价值内涵。规范商标代理机构服务行为，督

促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持有人加强商标管理，探索建立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的

商标品牌价值评估体系，鼓励支持商标持有人通过使用、许可、转让、质押融资等

方式，实现和提升商标品牌价值。

——加强政策供给，推动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加强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标注

册与保护制度研究，为商标品牌“走出去”提供政策指引。广泛开展商标国际注册

知识宣传培训，提高商标品牌“走出去”的知识储备和实践能力。落实鼓励扶持政策，

推动更多企业开展商标国际注册、布局海外市场。

——加强区域合作，完善商标工作协调机制。加强西北五省区商标工作交流合

作，重点加强区域商标执法，建立联动执法、协作执法机制，提升区域商标品牌保

护与发展整体效能。同时，依托国家工商总局国际合作司，加强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沿线国家相关机构交流合作，及时解决纠纷，保护企业合法商标权益。

古丝路开放包容，新起点承古开新。我们愿携手社会各界，共享经验，共谋发展，

共同推进商标品牌保护与发展，为丝路“新起点”和“一带一路”伟大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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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治云

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吴治云，江西进贤人，中共党员，江西省委党校区域经济专业毕业，研

究生学历。历任南昌市委常委（挂职新疆克州党委副书记），上饶市委常委、

副市长，吉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新余市委副书记，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

委员会党组副书记、省中小企业局党组书记、局长、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

主任，2015 年 3月任江西省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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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商标界的各位同仁：

大家好！

非常荣幸参加 2017 年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对中华商标协会的诚挚邀请，表

示感谢！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建设生态文明试验区，打造区域绿色发展新名片”。

2016 年 8月，国务院确定江西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三个试点省份之一。

我省提出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水平提高相

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新路子。作为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如何通过商标品牌战略，在

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中发挥作用，就成为我们不断思考和实践的问题。

一、江西具有建设生态文明品牌的厚重资源优势

江西地处长江中下游，地理位置优越，是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腹地。江西

历史文化悠久，拥有千年瓷都景德镇，千年名楼滕王阁，千年书院白鹿洞，千年道

观天师府。历史上人才辈出，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家－－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还

有田园诗人陶渊明，民族英雄文天祥，著名理学家朱熹，戏剧家汤显祖，创作《天

工开物》的宋应星，以及书画家黄庭坚、八大山人、傅抱石等。前年又考古发现汉

代海昏侯国遗址，被评为 2015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江西有丰富的红色资源。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南昌是人民军队的摇篮，

赣州瑞金是人民共和国的摇篮，在这块红土地上孕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

神，成为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光荣的红色基因。

建设生态文明试验区
打造区域绿色发展新名片

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吴治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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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生态环境优美。绿色是江西最大的财富、最大的优势、最大的品牌，庐山、

三清山、龙虎山（含龟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婺源

是中国最美乡村之一，鹰潭是“世界铜都”，赣南是“世界钨都”和“稀土王国”。

要深入挖掘这一张张文化“名片”，转化为江西绿色崛起的品牌优势和现实生产力。

二、商标品牌建设是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有力抓手

（一）商标品牌是生态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融合器”。按照经济发展一般

规律，从农业演变为工业，然后升级为服务业。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欠发达地区，

通过招商引资和创设工业园。一方面引进了大量从沿海转移的工业企业，为当地既

增加了税收，又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在招商引

资过程中，也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引进、轻培育，产业同质化、布局分散化，

没有产生集群效应，少数地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破坏了生态。如何通过品牌经济

发挥后发优势，超越传统发展路径，既保护好生态，又促进经济发展，打造区域公

共品牌是一条正确的路径选择。以婺源为例，我省婺源县历史上是一个经济上的穷

县，但也是文化上的“富县”，几十年来，坚持发挥自身的历史文化、生态资源优势，

努力打造“中国最美乡村”“梦里老家”等生态旅游公共品牌，既保护了自然风景

和徽派建筑，又促进了旅游经济发展。婺源目前拥有精品景区 20 多个，其中国家

5A 级景区 1 个、4A 级景区 12 个，是全国拥有 A 级景区最多的县。2016 年，全县

接待游客 1750 万人次、门票收入 4.3 亿元、综合收入 110 亿元，走出一条通过绿

色品牌强县富民的新路子。

（二）商标品牌是生态保护与创新创业的“孵化器”。打造区域公共品牌为创

新创业提供广阔空间。商事制度改革以来，简政放权的“减法”，换来了市场活力

的“乘法”。通过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打造区域公共品牌，让创业者分享公共品牌

的“红利”，提高创业成功率和活跃度。我省景德镇是历史古镇，生产的瓷器“白

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闻名中外，“景德镇”先后申请为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申报认定中国驰名商标，授权 300 多家陶瓷企业使用，后续有法蓝瓷、玉

风、昌南、红叶四件陶瓷商标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陶溪川陶瓷文化创意园、

陶瓷创业孵化基地、陶瓷小微企业创业园等双创基地 12 个，以在校大学生和刚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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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大学生为双创主力，创办 2000 多家创意陶瓷产品经营市场主体，主要从事个性

化创意陶瓷产品。景德镇陶瓷产业从业人员12万余人，其中“景漂”人员2万多人，

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外籍人员 1200 多人。

（三）商标品牌是生态文明与精准扶贫的“助推器”。建设区域生态公共品牌，

重点是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推动特色农产品发展，通过“公司 + 农户 + 商标品牌”

等不同模式，将分散、低效的农产品标识、标准统一起来、规范提高，不断提升农

产品品牌附加值。以赣南脐橙为例，经过多年发展，赣南脐橙从单纯的种植业发展

成为集种植生产、仓储物流、精深加工于一体的产业集群，在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

中国国际贸促会、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 2016 年中国品牌价值评价

信息发布会上，赣南脐橙以 668.11 亿元的品牌价值，高居初级农产品地理标志区

域品牌价值榜首。到目前，赣南脐橙种植面积 160 万亩，脐橙产量 128 万吨，脐橙

产业集群总产值 105 亿元，带动 70 万果农脱贫致富，果农人均脐橙收入占总收入

的 85%。泰和是中国乌鸡的正宗原产地，2002 年 3 月，泰和乌鸡蛋搭乘神舟三号

登上太空；2007 年“泰和乌鸡”注册地理标志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

驰名商标，成为中国第一例活体动禽驰名商标；2017 年“泰和乌鸡”参加世界知

识产权暨地理标志保护大会，并列入中国地理产品名录。在这一品牌的积极带动下，

“泰和乌鸡”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泰和乌鸡”蛋市场价是普通鸡蛋的 8 倍。泰

和乌鸡产业蓬勃发展，年均产量 1660 万羽，出笼 1200 万羽，先后研发泰和乌鸡

产品8个系列 130个品种，涵盖酿酒、制药、食品加工等产业。这些区域公共品牌，

不仅带动了农民脱贫致富，而且扩大了地方的知名度。

三、品牌保护与发展要成为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的“亮点工程”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把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提高供给体系质

量，满足消费者的升级需求，促进经济的增长。作为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要提高站位，

顺势而为，把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培育和保护品牌作为工作的重点，努力打造成

为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后的“亮点工程”。

一是发挥协会在商标品牌建设中的作用，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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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可以让社会组织做的交给社会，政府通过制订规则，购买服务，加强监管，支持

协会工作。2016 年，我省依托省个私协会组建了“江西米粉协会”，举办“米粉

企业创业辅导营”，申请“江西米粉”集体商标，参与制订江西米粉标准，努力探

索协会组织、商标品牌、产业发展为一体的新路子。今年上半年，江西省商标协会

正式更名为江西省商标品牌协会，并顺利脱钩换届；下一步重点是，引导协会加强

行业自律，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行业自律机制，制定商标代理服务规范指导意见和

合同示范文本，建设行业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支持行业协会建设商标品牌“双创”

基地，集聚各类机构，提供公共服务，形成集群效应；鼓励行业协会同拥有地理标

志产品的协会组织，加强合作，共同打造区域性公共品牌。

二是政府主推，部门合作，共同打造区域品牌，服务地方发展。一件地标产品

可以带一方经济、育一方人才、富一方百姓。推进地理标志产品从注册确权向运用

转变需要政府主推与政策支撑，从战略层面制定推动商标品牌发展实施意见，推动

历史文化资源证明商标、集体商标的注册与保护，形成产业集群的品牌效应。要充

分运用赋予设区市的地方立法权，对区域公共品牌进行立法保护。要统筹协调工商、

质监、食药监、农业、文化、知识产权等部门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借助工商、质监、

食药监实行“三合一”体制改革的优势，共打“组合拳”，在“标准、标识、许可、

监管”上下功夫，指导行业和企业实施商标品牌精细化管理，定标准、提质量，使

品牌真正拿得出，叫得响，质量好，价格优，成为地方的名片，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三是发挥监管执法优势，在保护知名品牌专项治理中发挥作用。要充分发挥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全国网络商品交易监管服务系统的有利作用，建议在总

局和泛珠等区域层面建立“一地提出、多地响应、专项冶理、协同监管”的维权机制，

开展“保护知名品牌联合打假专项行动”，切实保护知识产权，降低维权成本，让“良

币驱逐劣币”，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消费环境和信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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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宏，现任西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国家机关第七第八批援藏干部。

历任解放军防化学院处长、副教授，工商总局商评委调一研员、机关党委调

研员、副巡视员。

徐建宏

西藏自治区工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国家工商总局第七、第八批援藏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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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仁，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人间圣地，天上西藏”。

西藏是块古老、神圣而又充满活力的地方，平均海拔 4000 多米，国土面积

120 多万平方公里，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地球第三极，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

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

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是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

道。珠穆朗玛峰、南迦巴瓦峰、雅鲁藏布江等名山大川遍布其间，冈仁波齐、玛旁

雍措、纳木措等神山圣湖八方朝拜，布达拉宫、大昭寺、扎什伦布寺等宗教建筑闻

名世界，藏医药、藏香、唐卡等特色产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广泛。

千百年间，西藏处于异常残酷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经济社会发

展缓慢。和平解放 60 多年来，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关心帮助下，经过西藏各族

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西藏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市政、道路、机场等基础设

施日新月异，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一个崭新的雪域高原展现在世人

面前。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西藏仍属于投资拉动型经济，自我造血功能不强，品

牌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显著不足，商标工作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推进商标品牌战略

实施任重道远。

一、商标品牌发展驶入快车道

近年来，西藏商标品牌保持较快发展势头，年均增速 30%左右，个别地市达到

让品牌之花盛开雪域高原
——在 2017 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上的演讲提纲

（2017 年 9 月 3 日广西桂林）

西藏自治区工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国家工商总局第七、第八批援藏干部  徐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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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以上，传统品牌生机勃勃，新兴品牌不断涌现，特别是“甘露”藏药、“优敏

芭”藏香、“拉姆拉绰”唐卡、“5100”矿泉水等高知名度特色优势品牌，如同一

张张城市名片走进千家万户，在引领企业做大做强、助推经济快速发展方面正在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难能可贵的是，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品牌意识显著提高，推进品牌工作的力度

不断加大。自治区《“十三五”规划纲要》，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发挥品

牌引领作用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意见》《关于深入开展增品牌提品质创品牌行动促

进西藏特色优势加工业发展的意见》等文件，都对加强商标品牌建设提出了明确要

求。各地市也纷纷出台相关文件，支持商标品牌发展。可以说，经过“十二五”的

打基础工作，西藏商标品牌驶入了发展快车道。

一是商标数量大幅增加。截止 6 月，注册商标达到 10864 件，与 2013 年底的

3667 件相比，增幅 196%，在过去 20多年基础上实现了“翻两番”。

二是商标质量稳步发展。中国驰名商标新增 4 件，达到 14 件，增幅 40%；自

治区著名商标新增 77件，达到 118 件，增幅 188%。

三是公用商标加速突破。地理标志商标新增 20 件，达到 25 件，增幅 400%；

其他公用商标实现零的突破，“拉萨净土”17件商标全部注册。

二、多措并举推进商标品牌建设

商标品牌建设是项系统工程，需要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需要社会各界特别是

工商部门和广大企业的共同努力。西藏工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治藏方略和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西藏实际，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不断深化商事

制度改革，积极推进商标战略实施，取得了明显成效。

总体而言，西藏推进商标品牌建设的方法举措就是遵循“345”工作思路，构建“三

个主”工作格局，综合施策，多方发力，提高工作效能。

所谓“345”工作思路，就是坚持“宣传、培育、保护”三位一体，推动“培

育与监管并重、商标与广告并举、重点与特点并轨、抓面与抓点并行”四路并进，

搭建“讲述商标故事、普及商标知识、加强商标规划、加大商标保护、完善商标制度”

五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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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三个主”工作格局，就是坚持“政府主推、企业主体、市场主导”，厘

清政府、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各自应有的作用。

（一）加强教育宣传，强化全社会特别是生产经营者商标品牌意识和能力，解

决想干、能干的问题。	

把宣传教育放在突出位置，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提高商标品牌认识，强化商

标品牌意识，激发社会各界尤其是市场主体商标品牌建设的热情，在经济落后地区，

尤其在西藏这样宗教氛围十分浓厚的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藏工商认真贯彻习总书记“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重要战略思想和“发

展是解决西藏所有问题的基础”的重要论断，贯彻“积极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

社会相适应”、“弘扬藏传佛教教义中扬善抑恶、平等宽容、扶贫济苦等积极思想”

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宣讲商标品牌在助力经济发展、利乐民生福祉等方面的作用，

努力淡化宗教消极影响，引导社会各界投身市场经济、品牌经济大潮，形成企业做

大做强、百姓勤劳致富的浓厚氛围。

具体工作：

一是举办《商标法》培训班、《广告法》培训班，以及全区推进商标品牌战略

实施高级研修班。研修班由自治区工商局与中华商标协会共同举办，面向区内各级

政府、工商部门、商标品牌成员单位和广大企业，邀请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商评委，

以及江苏、上海、青岛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知名知识产权机构，大型国有企业等

11个单位14名专家领导进藏授课，3天时间共有1200多人次参加培训，规格空前，

规模空前，影响空前。

二是召开全区工商系统进一步推进商标品牌战略实施现场会，邀请多家知名商

标品牌企业参加会议，在较高水平上开启了西藏商标品牌战略实施“十三五”规划

的序幕。

三是组织西藏企业品牌“走出去”,连续 4年参加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4年来，

参展企业逐年增加，由前两年的 6 家、8 家，猛增到去年的 20 家，今年的 30 家，

范围从拉萨市拓展到了全区。参加商标节的主体也从前两年的品牌产品，发展到去

年品牌产品和企业负责人，今年的品牌产品、企业负责人和各地市工商干部，展示

宣传、学习交流的广度深度不断加大，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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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组织工商干部赴国家工商总局挂职锻炼、到对口援藏省市工商部门跟班学

习、调查研究，开阔了眼界、更新了理念、提高了能力。

五是组织商标品牌建设成就展示、故事展播，

用身边的先进事例教育身边的市场主体。

六是组织日常宣讲和媒体宣传。

（二）加强培育扶持，发挥政府推动引导作用，解决企业商标品牌建设基础薄弱、

热情不高等问题。

一是建立工作机制，出台扶持政策。“十二五”以来，各级政府先后成立了推

进商标品牌战略实施领导小组，落实奖励资金 1700 多万元。

二是鼓励支持高知名度商标创建活动。依法推进驰著名商标申报认定，充分发

挥高知名度商标在助力企业发展和区域发展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三是积极推动区域公用和特色重要商标注册。积极协调国家工商总局支持“西

藏好水”、“拉萨净土”、“那曲虫草”、“文成公主”等对西藏经济社会具有重

要作用、特殊意义商标的注册。

四是加强商标注册、运用、管理和发展的指导。大力实施“四书五进”等制度；

积极引导市场主体通过网上申请注册；鼓励支持代理机构依法开展业务，为申请人

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让商标注册更加自觉，让商标运用更加有力。今年 3 月，国

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西藏商标受理窗口在自治区工商局挂牌运行，大大方便了西藏企

业申请注册商标。

（三）打击侵权假冒，保护创新创造和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竞争、健康

有序的市场环境。

打击侵权假冒，是保护商标权人合法权益，鼓励创新创造的必然要求；是保证

产品质量，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维护公平竞争，促进有序发展的

根本所在。2013年以来，全区工商机关查处各类商标案件354件，罚没款259万元。

一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落实“双随机、一公开”要求，全面加强对各类市场

主体的监管。

二是加强投诉举报案件查处工作，提高商标保护的针对性实效性。

三是坚持严格执法，提高侵权假冒的违法成本。



297

四是健全协作机制，搞好跨区域跨部门执法协作，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的

衔接。

三、商标品牌助力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

当今社会已进入品牌时代，品牌的多少、强弱，已成为衡量一个企业、一个地

区乃至一个国家市场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

虽然目前西藏仍属于投资拉动型经济，但消费拉动迟早要走向前台，商标品牌

工作迟早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而言，商标品牌助力西藏经济发展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的表现：

一是提高西藏商标品牌在区内外的知名度美誉度，扩大品牌影响力，增加市场

份额；

二是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提高规模化效益,解决西藏特色产品小、弱、散的问题；

三是保护创新创造，整合发展要素，提高西藏企业和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四是推动供需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升级；

五是发挥地理标志商标品牌作用，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助力脱贫攻坚；

六是增加企业资产特别是知识产权方面的无形资产，提高发展能力和发展后劲。

四、推进商标品牌战略实施的目标规划

近年来，西藏商标品牌建设虽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依然存在不少突出问题，

诸如全社会特别是一些企业的商标品牌意识薄弱、能力不足的问题，重注册轻使用、

管理不善、保护不力的问题，规模不大、质量不高、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以及侵权

假冒问题等，仍然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以注册商标为例，全区市场主体已达21万户，

但每万户市场主体拥有注册商标仅为 517 件，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 40%；驰名著名

商标更少，仅占注册商标总量的 1.2%。再从从前不久自治区工商局组织的商标品

牌宣传教育系列活动看，一些企业负责人不按要求参加培训，个别国有企业商标品

牌不按要求参加成就展示、故事展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藏商标品牌建设任重

道远。

为了商标品牌更好的发展，必须想方设法解决这些突出问题，必须加强目标管

理，形成一定的工作压力，倒逼一些单位和人员注重商标品牌工作。上半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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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完成了《西藏自治区商标品牌战略实施“十三五”规划》（草案），正在呈报

审议中。《规划》（草案）提出，到“十三五”末，要在较高水平上建立与西藏经

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商标品牌培育、保护、发展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促进商标与

广告融合发展，注册商标总量达到 18000 多件，涌现出一批在全区、全国乃至在国

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高知名度商标品牌和地理标志商标。

为了商标品牌更好的发展，必须更加注重宣传教育，强化商标品牌意识，更新

商标品牌理念，提升商标品牌能力；必须更加注重监管执法，坚持依法治藏，综合

运用随机检查、案件公示、信用约束等手段，营造诚信守法的商标品牌发展环境，

保护创新创造，提高核心竞争力；必须更加注重政府推动，进一步完善商标品牌战

略实施的领导机构、协作机制、支持政策和考核奖惩体系；必须更加注重增量提质，

进一步增加注册商标尤其是高知名度商标、地理标志商标、区域公用商标的数量，

不断提升商标品牌市场影响力，积极服务经济社会长足发展长治久安。

谢谢大家！扎西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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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军工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孙军工，北京大学法律硕士，香港城市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现任阿里

巴巴集团副总裁，曾任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

长（主持工作，正局级），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办公

厅院长办公室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刑事处副处长等职务。

著有《循环经济法治化探析》、《金融诈骗罪》，合著作品 10 余部，

主要包括：《刑法罪名精释》、《刑法的修改与适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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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圆桌会议

Mrs. Junying Tao

TAO Junying is a Senior Counsellor of the Madrid Registry, Brands and Designs 

Sector,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based in Geneva, 

Switzerland.  

The Madrid Registry administers all procedures under the Madrid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of Marks (1891) and the Protocol 

Relating to the Madrid Agreement (1989) that concern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rademarks having effect in 99 Contracting Parties 

(corresponding to 115 States).

After joining the WIPO in 1991, she served at different posts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marks and designs administration, legal, and promotion and information 

areas and participated in particular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drid Protocol 

in 1996, in the diplomatic conference for the conclusion of The Geneva Act of the 

Hague Agreement. 

Before joining WIPO in 1991, she worked in the Trademark Office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of China.  As the Deputy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Division from 1988 to 1991, she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e accession of China to the Madrid Agreement and setting up the 

registration procedure under the Madrid System.  As delegate, she participated in 

the diplomatic conference for the conclusion of the Protocol relating to the Madrid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of marks in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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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gor Versondert

Chair of MARQUES Council

MARQUES 协会主席

Procter & Gambl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S.A. 

宝洁国际业务股份公司

Gregor Versondert, graduated at Cologne University, bar exam in Berlin 

in 1998, PhD in 2000, started his career in private practice (Norton Rose/

Loschelder Rechtsanwalte) in Germany focusing on TM law and unfair 

competition. 

Gregor Versondert 先生，毕业于德国科隆大学，于 1998 年参加柏林

律师考试，2000 年成为博士，在德国开始了自己的私人执业生涯，专注于

商标法和不公平竞争领域。

In 2005, he joined Procter & Gamble to take on the glob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mpany’s then perfumery business for six years. Currently, he is 

Global Legal Counsel (Commerce/Brand Equity) for P&G’s Shave Care 

business (BRAUN, GILLETTE, VENUS), based in Geneva. Gregor has 

become Chair of MARQUES Council on 1st March 2017.

MARQUES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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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他加入了宝洁公司，在六年时间中经营着当时的香水业务，

承担公司的整体责任。目前，他是宝洁公司剃须护理领域（博朗、吉列、

维纳斯）商业和品牌资产的全球法律顾问。在 2017 年 3 月 1 日，他成为了

MARQUES 协会主席。

The address of MARQUES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Brand Owners) is 

following：

Gregor Versondert 所在的欧洲品牌所有者协会 MARQUES 的地址及联

系信息如下：

UNIT Q, TROON WAY BUSINESS CENTRE 

HUMBERSTONE LANE, LEICESTER 

LE4 9HA UNITED KINGDOM

Phone（电话）: +44 (0) 116 274 7355 

Fax（传真）: +44 (0) 116 274 7365 

Email（电子邮件）: council@marques.org ; info@marques.org 

Web（网址）: www.marqu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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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ébastien Vit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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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ew-MARQUES AN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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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云龙

竺云龙 (Andy Zhu) 简介

竺云龙博士是好孩子集团高级副总裁，也是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PC 310 的联合主席 . 他拥有法国 Grenoble Ecole de Management 的博

士，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的 MBA，上海交通大学的工程学士 . 他有 20 多

年在全球跨国企业的高层管理经验 . 在学术方面，他曾获得 2012 欧洲

EDAMBA(European Doctoral programs Association in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管理学博士论文比赛二等奖 , 并在全球知名学术

期刊如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发表多篇论文 . 

Dr. Andy Zhu is a Senior Vice President at Goodbaby group and the 

Co-Chairman of ISO/PC 310. He earned his DBA from Grenoble Ecole 

de Management, MBA from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Carbondale and 

B.Sc from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He has more than 20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holding various executive leadership positions in 

MNC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He won the second prize in 2012 EDAMBA 

(European Doctoral programs Association in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octorate thesis competition. He has published widely in 

academic and practitioner journals,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Administrator
文本框
返回目录



348

JOSE M CHECA 

乔斯·切卡

JOSE M CHECA, 乔斯 . 切卡

General Counsel Brand,Marketing Properties&eBusiness, Nestlé，

雀巢商业资产和电子商务法务总长

José is currently the General Counsel Brand, Marketing Properties 

&eBusiness at Nestlé and has responsibilities for overseeing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Nestlé brand and design assets. He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legal support to Nestlé eBusiness activities.

Before joining Nestlé, José was IP Counsel EMEA for DuPont, where he 

held various responsibilities, including themanaging of DuPont Nutrition 

& Health trademarks and copyrights, and commercial and corporate legal 

support to Spain & Portugal. Prior to DuPont, José worked as Legal Adviser 

to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ISO) Central Secretariat, 

providing legal advice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in the standard-setting 

context,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and a 

Spanish and US law firms. 

José is a Spanish qualified lawyer with a Masters Degre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Alicante (Spain) and a Diploma in 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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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 Law from King’s College London. He is also a mediator with 

the WIPO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Center.

乔斯为现任雀巢公司商业资产和电子商务法务总长，负责雀巢公司的商

标品牌和外观设计产权的法律保护，同时负责雀巢公司电子商务领域的法律

工作。

加入雀巢前，乔斯曾是杜邦公司在欧洲、中东和非洲的知识产权法务长，

负责杜邦公司营养和健康领域的商标和著作权管理、杜邦公司在西班牙和葡

萄牙的商法及公司法等多领域的法律工作。在加入杜邦公司前，乔斯曾担任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中央秘书处的法律顾问，在标准制定方面为秘书长

提供法律意见，也曾在世界知识产权局组织（WIPO）以及西班牙事务所、

美国事务所任职。

乔斯是西班牙律师，有西班牙阿里坎特大学知识产权硕士学位、伦敦国

王大学欧盟竞争法学学位。他同时担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仲裁和

调解中心的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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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n Lei has been working for Swarovski since 2015, handling 

Swarovski IP enforcement and prosecution in the Greater China. Lyn Lei 

manages online enforcement projects on main marketplace and social 

media platforms in China, as well as online to offline enforcement. Lyn Lei 

works with the major platforms in China to bridg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Swarovski and platforms, and explore new approaches innovatively to 

enforce Swarovski rights.

Lyn 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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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思知识产权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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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策论坛：商标典型案例评析（商品化权保护）

张伟君

同济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与
竞争法研究中心  主任

张伟君，同济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中心 主任

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法学学士、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法学硕士、同济大

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2006 年 1 月 -2007 年 2 月在德国马克斯 -

普朗克知识产权法、竞争法与税法研究所；2013 年 11 月－ 2014 年 11 月，

2015 年 6 月－ 9 月在德国马普创新与竞争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先后在卡多

佐法学院、伊利诺伊大学、阿尔托大学、南非大学、汉肯经济学院、WIPO

等进行学术交流、培训和访问。

现兼任中国知识产权法研究会理事；上海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秘书

长；上海法学会竞争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上海版权纠纷调解中心专家调

解员；青岛仲裁委仲裁员。

主持了教育部基金项目“ACTA 背景下知识产权侵权救济制度研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TPP 知识产权规则以及我国应对”、“企业并购中的知识

产权问题研究”、“外国知识产权环境：日本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例研究”、

“知识产权人才体系建设研究”、“欧洲统一专利制度进程和博弈研究”；

上海娱乐业协会“卡拉 OK 著作权问题研究”；承担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

利法》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次修改调研课题“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研究”、

国家版权局的《著作权法》第二次修改调研课题“著作权内容研究”、“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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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权内容研究”；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TRIPs 框架下中国知识产

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测评及其优化研究”。

作为第一作者在 Journal of the Copyright Society of the U.S.A.，IIC，《法

学家》、《国际法学》（人大资料）、《知识产权》、《外国企业与管理》、

《科学管理研究》、《东方法学》、《电子知识产权》、《科技与法律》、《中

华商标》、《上海外贸学院学报（WTO 动态与研究）》、《重庆工学院学报（社

科版）》、《工商管理研究》、《信息网络安全》、《中国知识产权》以及《中

国知识产权报》、《中国工商管理报》、《上海社会科学报》、《新京报》、

《东方早报》等杂志、报纸发表论文 50 多篇。

已经出版的著作有：

1、《荷兰英国德国民事诉讼中的知识产权执法》（译著，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

2、《规制知识产权滥用法律制度研究》（专著，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年版）；

3、《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第 2 卷（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年版）；

4、《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第 1 卷（主编，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

5、《知识产权纵论》（合著，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4 年版）；

6、《中小企业知识产权经营实务手册》（合著，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年版，2012 年版）；

7、《知识产权基础》（合著，上海社科出版社 2013 年版）。

曾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006 年）；全国知识产权（专利）

优秀软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07 年、2009 年、2011 年）；上海市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2013 年）。

首批全国“百名高层次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人选（2007 年）；国家知

识产权战略专家库成员（2011 年）；首批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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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耐克公司为什么难以阻止“乔丹”商标注册？

2002 年在乔丹体育提出商标申请时，耐克公司两次对乔丹体育申请的文字和图

形商标提出过异议，不过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驳回。耐克公司继而对

其中７项异议提出驳回复审，但全部复审请求再次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

审委员会驳回。

商标局及商标评审委员会的驳回理由主要是：

（1）运动员迈克尔·乔丹仅在篮球运动领域里具有一定知名度。但‘乔丹’

为英美普通姓氏，在除篮球运动之外的其他领域里‘乔丹’并不与运动员迈克尔·乔

丹具有唯一对应关系。运动员的知名度不能等同于“Michael Jordan”商标在服装、

鞋、帽商品上的知名度。

（2）乔丹体育的图案商标同耐克公司之前注册的“飞人乔丹”的图形商标未

构成近似。

如果单纯从商标权的角度来看“Michael Jordan”商标以及“飞人乔丹”图形商标，

确实，耐克公司既无法证明“Michael Jordan”已经在中国成为服装等商品上的驰

名商标，也难以看出乔丹体育的图案商标同耐克公司之前注册的“飞人乔丹”的图

形商标构成近似。

而蕴藏在商标局及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书中的更为关键的理由和逻辑是：虽

然运动员迈克尔·乔丹仅在篮球运动领域里具有知名度，但运动员的知名度不能等

同于“Michael Jordan”商标在服装、鞋、帽商品上的知名度。也就是说：迈克尔 `

乔丹虽然是一个著名篮球运动员的姓名，但是这个姓名只代表其作为一个篮球运动

员的声誉，而不能代表某个商品或者服务的声誉，当迈克尔 ` 乔丹许可耐克公司使

用“Michael Jordan”字样时，只是一个姓名使用的授权，而不是一个商誉或者商

标使用的授权，因此，不能将迈克尔 ` 乔丹的个人名声与标识“Michael Jordan”

从乔丹案看姓名权和知名人物
商品化权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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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名声相等同，迈克尔 ` 乔丹的声誉并不能直接转化为耐克公司的商品的声誉。

这就给耐克公司出了一道无解的难题：一方面，其取得迈克尔 ` 乔丹授权使用

“Michael Jordan”，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对一个人格意义上的姓名的使用，而更重

要的是利用该名字中所包含的经济利益和商业利益，但是，在中国法律中姓名权只

是民事权利中的人格权，而人格权中只有精神利益而没有财产利益，因此找不到可

以保护知名人物姓名中的存在的财产利益的法律依据；而另一方面，耐克公司并不

是迈克尔 ` 乔丹的姓名权人，不能以侵犯姓名权来对乔丹体育注册“乔丹”商标的

行为提出异议。所以，耐克公司在撤销乔丹体育所注册的商标的战斗中铩羽而归，

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乔丹”商标是否侵害乔丹的姓名权？

在“乔丹”商标被乔丹体育公司在中国使用了 10 多年后，美国“飞人”迈克

尔 ` 乔丹突然来到中国主张其姓名权了。那么，乔丹体育是否侵犯了迈克尔 ` 乔丹

的姓名权呢？

（1）如何认定侵犯他人的姓名权？

在欧洲，有关姓名权的侵权行为法主要适用于那些在商品或者服务标识上使用

他人姓名的案件。[7] 西班牙最高法院 1990 年 1 月 26 日判决的一个案件是：西班

牙国王赐给了原告以写作出名的父亲 Marquis von Bradomin 封号，被告一葡萄酒

合作社用 Bradomin 作为其葡萄酒的牌子，最高法院以未经许可在广告中使用他人

姓名为由，承认了姓名权侵害行为的存在。[8]《德国民法典》第 12 条规定了两种

侵害姓名权行为，即否认他人有权使用其姓名（并不是很重要）以及冒用他人姓名（重

要得多）。通说认为，擅用他人的姓名来称呼商品或者机构，以此使这个姓名与这

些商品或机构发生联系，也属于冒用他人姓名的行为。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姓名权的内容中包括禁止假冒（冒用）、盗用任何人

的姓名。 盗用姓名主要是指盗用者并没有将自己说成是姓名者本人。而假冒则是假

冒者自己扮演的就是姓名者本人。如 A 说自己就是 B，进行欺骗从而获得某种利益。

如，在湖南王跃文诉河北王跃文（王立山）等侵犯著作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

被告（原名王立山，改名为王跃文）假冒原告湖南作家王跃文的姓名出版长篇小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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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并宣传称 “王跃文最新小说——国画之后看国风”，就是一种“假冒姓名”。

在乔丹案中，要判断乔丹体育使用的“乔丹”商标是否侵犯了迈克尔 ` 乔丹的

姓名权，要看在中国“乔丹”这两个字是否一定与篮球巨星乔丹形成对应关系。虽

然“乔丹”只是一个美国人的普通姓氏，但如果在乔丹体育注册“乔丹”商标的时候，

在中国公众中“乔丹”已经与篮球巨星乔丹形成对应关系，一说起“乔丹”这个名字，

大家都公认是指向打篮球的乔丹，那么就可以认为乔丹体育的注册行为存在主观上

的恶意，其使用“乔丹”商标的行为可以构成对迈克尔 ` 乔丹姓名权的侵害。

中国商标局和商评委在有关裁定书中认为：“‘乔丹’为英美普通姓氏，在除

篮球运动之外的其他领域里，‘乔丹’并不与运动员迈克尔 ` 乔丹具有唯一对应关系。”

笔者认为，人的姓名重复的现象中外都很常见。我们确实不能否认在篮球运动领域

之外还有叫“乔丹”（其实在篮球运动领域，也确实还有另一个“乔丹”），甚至

也叫“迈克尔 ` 乔丹”的人士存在，也不能认为在任何领域使用“乔丹”字样就必

然会与飞人“乔丹”产生联系。但是，客观地讲，只要任何人在运动产品上打上‘乔丹’

字样，人们自然会联想到篮球运动员飞人“乔丹”（而不会想到其他叫“乔丹”的人，

或者其它叫“乔丹”的东西）。这就足以认定这种使用可以构成对迈克尔 ` 乔丹姓

名权的侵害。对姓名的假冒，并不要求该姓名是唯一存在的姓名或者法定的姓名才

可以认定具有唯一对应关系，而只需要对该名字（包括笔名、艺名、戏称、简称）

的使用会使公众当然地联想到某个特定的人，就足以认定存在唯一对应关系。

（2）侵犯姓名权的损害赔偿如何计算？

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

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由于姓名权属于人身权的范畴，因此，对姓名权的侵害在理论上只会造成精神

损害的后果，而不至于造成财产损害的后果，因此，这种赔偿损失应属于精神损害

赔偿的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的意见：因侵权致人

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

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因侵权

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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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损害抚慰金。而如果说乔丹体育使用“乔丹”商标侵害了迈克尔 ` 乔丹姓名权

的话，其实对迈克尔 ` 乔丹本人倒并不见得有严重的精神损害后果，相反，更严重

的是对社会公众以及消费者造成了严重的误导和损害。因此，如果按照精神损害赔

偿来计算损失的话，迈克尔 ` 乔丹是拿不到多少精神损害抚慰金的。

但是，名人的姓名更为重要的是其所拥有的巨大商业价值。此案中迈克尔 ` 乔

丹实际想要主张的并不是人格权意义上的姓名权，而是国外法律中所指的名人人格

商品化权或公开权。这是指个人，尤其是公众人物或知名人士对与其人身有密切关

系的各种形象要素的商业价值所享有的权利，以控制或制止他人的冒用。由于我国

的法律尚未明确保护这一权利，在涉及到与之相关的案件时，只好将其归入姓名权

范畴，但这必然会给损害赔偿的计算带来重大的影响。

（3）在主张姓名权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救济方式？

迈克尔 ` 乔丹在主张姓名权中所遇到的法律障碍或困惑，也许可以通过《反不

正当竞争法》的救济来化解。

在欧洲，另外一个经常和侵害姓名权构成要件相重叠但却不总是一致的破坏他

人社会形象的方式是为自己的目的利用他人名声。倘若这种行为是发生在市场竞争

主体之间，则应适用普通法侵权中“冒充”行为的构成要件或者不正当竞争行为的

构成要件。相反如果为了自己的经济目的利用了另一个非市场主体的名声则涉及对

其一般人格权的侵犯。足球明星与其他体育明星和演员一样都是这类行为经常的受

害者。

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从事市

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擅自使用他人的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而被

侵害的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里的“姓名”实际上是具有识别商品来源意义的商业标识。而在运动服装产品

上使用体育明星的姓名，可能会使公众误认为该产品是经过该明星的授权，因此，

这种使用会对那些确实经过该明星授权的同类产品经营者造成损害，是一种不正

当竞争行为。

因此，在本案中，如果耐克公司以此为理由对乔丹体育提起反不正当竞争诉讼，

也是一种可能的选择。而这又可以解决侵害姓名权纠纷难以获得经济损害赔偿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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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因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

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

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

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当然，损害赔偿

的计算参照有关商标侵权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只能自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两年。

三、如何解决注册商标权与姓名权的冲突？

（1）侵犯姓名权的商标是否可以依据《商标法》第 31、41 条申请撤销？

《商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如

果法院认定乔丹体育使用“乔丹”商标的行为侵害了迈克尔 ` 乔丹的姓名权（在先

权利），迈克尔 ` 乔丹是否就可以凭借这个判决去请求撤销“乔丹”注册商标呢？

依据《商标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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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乔丹”商标的注册已经远远超出五年”，即使迈克尔 ` 乔丹或者耐克

公司有证据证明乔丹体育注册该商标是故意冒用“迈克尔 ` 乔丹”的声誉，具有恶意，

但是迈克尔 ` 乔丹或者耐克公司无法证明其自己的“Michal Jordan”商标在中国是

驰名商标（迈克尔 ` 乔丹有知名度不代表“Michal Jordan”商标有知名度）——这

已经被商标局和商评委的有关裁定所确认。所以，迈克尔 ` 乔丹或者耐克公司都无

法依据该规定来撤销“乔丹”商标。

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

的意见》第 9 条的精神：对于注册使用时间较长、已建立较高市场声誉和形成自身

的相关公众群体的商标，不能轻率地予以撤销，在依法保护在先权利的同时，尊重

相关公众已在客观上将相关商标区别开来的市场实际。要把握商标法有关保护在先

权利与维护市场秩序相协调的立法精神，注重维护已经形成和稳定了的市场秩序，

防止当事人假商标争议制度不正当地投机取巧和巧取豪夺，避免因轻率撤销已注册

商标给企业正常经营造成重大困难。

“乔丹”商标已经注册使用十多年，而且“乔丹”图形及文字商标分别于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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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009 年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乔丹体育已

经是一家具有相当实力的体育用品公司，并准备上市。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加无法

撤销该商标。

（2）侵犯姓名权的商标是否应该停止使用？

如果上述撤销的途径行不通，那么，侵犯姓名权的商标是否应该停止使用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 9 条认为：“与他人著作权、企业名称权等在先财产权利相冲突的注册商标，因

超过商标法规定的争议期限而不可撤销的，在先权利人仍可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对其

提起侵权的民事诉讼，但人民法院不再判决承担停止使用该注册商标的民事责任。”

但是，上述意见强调“不再”停止使用的注册商标是与“在先财产权利相冲突

的注册商标”，似乎不包含“姓名权”等非财产权利。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对“广

东伟雄集团有限公司等与佛山市顺德区正野电器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的

判决也表明：侵犯他人在先字号权的注册商标，可以判令其停止使用。另外，根据《民

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因此，

对于侵犯姓名权的商标判令停止使用，并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而“乔丹”商标如果真的因为构成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而被判令停止使用，将

无异于判了该商标的死刑，只不过是缓期执行。

Administrator
文本框
返回目录



376

杨柏勇

杨柏勇，法学博士，历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法院院长。现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知识产权庭庭长。曾先后主编了《知识产权审判分

类案件综述》、《网络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实务》等多部知识产权专业书籍并

有数十篇知识产权专业文章在专业报刊上发表。

Administrator
文本框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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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钧

陶钧，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现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

庭审判员、第一调研组组长，中国传媒大学法律硕士业界合作导师。曾审理

过一批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如“明显实质性缺陷”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

审案、“同济”商标争议案、“FACEBOOK”商标异议复审案、“家乐福

与雅培公司”纵向垄断协议案、“窦骁与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演出经

纪合同纠纷案等。同时在《法律适用》、《中华商标》、《电子知识产权》、

《中国专利与商标》、《竞争政策研究》、《人民法院报》、《中国知识产

权报》、《知产力》公众号等多个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近六十余篇。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
审判员、第一调研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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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or
文本框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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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鸣

目前职务

北京知产宝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理事。

曾任职务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法官、审判长、第一调研组组长

专业特长

知识产权法、商标法、知识产权诉讼。

教育背景

1993 年 9 月至 1997 年 7 月，就读于山东轻工业学院食品工程系发酵工

程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

1997 年 9 月至 1999 年 7 月，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法专

业，获法学第二学士学位。

1999 年 9 月至 2002 年 7 月，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专业，

获法学硕士学位。

2011 年 9 月至 2015 年 7 月，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法专

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

知产宝高级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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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2 年 7 月起，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工作，历任书记员、

法官（2005 年）。

2004 年，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任法官。

任法官以来，主审并撰写了 1000 余件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判决书。

2016 年 8 月至今，任北京知产宝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执笔起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

解答》（2004 年和 2006 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商标授权确权行

政案件的审理指南》。

曾任司法部 2014 年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重点课题“我国建立

知识产权法院相关问题研究”课题组成员，承担其中子课题的撰写工作。

曾任最高人民法院 2015 年“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司法解释”课题组

成员，并负责起草部分条文。

所获荣誉

在法院期间，曾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多次获得优秀、嘉奖称号。承办

的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 2010 年、2011 年、2014 年、2015 年“中国法院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2013 年和 2014 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五十件典型案例”。

调研报告“商标民事案件疑难问题调查研究”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年

度调研成果二等奖（2004 年）。

论文“商品或其包装容器形状作为立体商标的可注册性”，获最高人民

法院“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应用法律征文比赛”二等奖（2012 年）。

调研文章“北京市法院商标司法审判三十年综述”，获最高人民法院“纪

念商标法颁布三十年”优秀成果二等奖（2013 年）。

论文“商标法不良影响扩大适用的争议及其解决”，在中国知识产权法

学研究会第三届全国知识产权青年学者征文比赛中获奖（2015 年）。

发表论著

“无权处分与《合同法》第 51 条”，载王利明主编：《民商法理论争

议问题——无权处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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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禾主编：《知识产权法教学参考书》（撰写著作权部分），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郭禾主编：《商标法教程》（撰写第三章、第六章和第九章），知识产

权出版社 2004 年出版。

“论人格权及其经济利益”，载王利明主编：《民法典·人格权法重大

疑难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 年出版。

“商标法第 41 条第 1 款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载钱锋主编：《中国

知识产权审判研究》（第一辑），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9 年出版。

“专利商标案件审理中的若干问题”，载《中国专利与商标》2007 年

第 3 期。

“商标法第十五条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载《科技与法律》2008 年

第 1 期。

“通用名称认定中的若干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编：《<

商标法 > 修订中的若干问题》，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 年出版。

“制止恶意抢注的商标法规范体系及其适用”，载《法律适用》2012

年第 10 期。

“商标法的语言与逻辑”，载《电子知识产权》2012 年第 10 期。

“用商品及其包装容器形状申请注册立体商标的审查”，载《人民司法·案

例》2012 年第 24 期。

“‘已在客观上将相关商业标志区别开来的市场实际’的认定”，载《中

华商标》2013 年第 2 期。

“新商标法对北京司法审判工作提出的挑战”，《中华商标》2013 年

第 11 期。

“商标异议理由及异议人主体资格的确定问题”，《中华商标》2014

年第 2 期。

陈锦川主编：《商标授权确权的司法审查》（撰写第一章、第六章和第十章，

并统稿），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4 年出版。

“商标法不良影响条款扩大适用的争议及其解决”，载刘银良主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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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知识产权评论》（2014/2015 年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出版。

2015 年以来，作为专栏作者在新媒体“知产力”公众号上发表论文 15 篇。

典型案件

圆谷制作株式会社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有限公司侵犯署名权案。

阿狄达斯国际有限公司诉爱乐服装鞋业（福建）有限公司等侵犯商标权

案。

荣宝斋诉商标评审委员会、武汉荣宝斋商标异议复审案。

苏富比拍卖行诉四川苏富比拍卖有限公司侵犯商标权案。

云南滇虹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商标评审委员会、汕头市康王精细化

工实业有限公司商标撤销案。

澄迈万昌苦丁茶场诉商标评审委员会、海南省茶叶协会商标争议案。

天津环渤海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诉中央电视台等侵犯商标权案。

北京市华夏长城高级润滑油有限责任公司诉商标评审委员会、日产机动

车株式会社商标争议案。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诉商标评审委员会、安徽杏花村集团有

限公司商标异议案。

SONY BMG 音乐娱乐（香港）有限公司等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

司侵犯著作权案。

中粮长城葡萄酒（烟台）有限公司、中粮酒业有限公司、中法合营王朝

葡萄酿酒有限公司诉商标评审委员会、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商标争议案。

上海家化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诉专利复审委员会、李平发明专利无效案。

乐高公司诉广东小白龙玩具实业有限公司、北京华远西单购物中心有限

公司侵犯著作权案。

禄多富控股公司诉商标评审委员会、拉普利奥食品（张家港）有限公司

商标异议案。

世纪宝马集团有限公司诉商标评审委员会、宝马股份公司商标异议案。

深圳市李金记食品有限公司诉商标评审委员会、李锦记有限公司商标异

议案。



388

北京中易中标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诉微软公司、微软（中国）有限公

司侵犯著作权及专利权案。

苏国荣诉商标评审委员会、荣华饼家有限公司商标异议案。

陕西茂志娱乐有限公司诉梦工场动画影片公司、派拉蒙影业公司诉中国

电影集团公司、北京华影天映影院管理有限公司侵犯商标权案。

倪少伟诉专利复审委员会、帝斯曼知识产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明专利

无效案。

北京道杰士投资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搜房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诉商标评审委员会、北京搜房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商标争议案。

苏州稻香村食品工业有限公司诉商标评审委员会、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商标异议案。

宸鸿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专利复审委员会、东莞万士达液晶显示器

有限公司、诺基亚通信有限公司、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用新型专

利无效案。

迪尔公司诉九方泰禾国际重工（北京）有限公司、九方泰禾国际重工（青

岛）股份有限公司侵犯颜色商标权案。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天津市特仑苏乳制品销售有限

公司等侵犯商标权案。

陈喆（琼瑶）诉余征（于正）、湖南经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东阳欢娱

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东阳星瑞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

司侵犯著作权案。

社会活动

参加 2012 年“中美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研讨会”并作“中国的立体商标

注册与保护”的主题发言。

参加 2012 年“中欧商标混淆可能性法律问题研讨会”并作“中国商标

法关于混淆可能性的判断规则”的主题发言。

参加 2013 年首届“东亚知识产权论坛”并作“中国遏制恶意抢注商标

的司法政策”的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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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2014 年“中德法官知识产权交流研讨会”并作“中国的知识产权

授权确权司法审查制度”的主题发言。

多次受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中华商标协会、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

的邀请给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审查人员以及律师、代

理人授课。

联系方式

手机：18910480919

Email：179768001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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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晖

万慧达北翔高级合伙人

万慧达高级合伙人

邮       箱：huanghui@wanhuida.com

电话：(86-10) 6892-1000

传真：(86-10) 6894-8030

语       言：法文 英文中文

工作地点：北京

黄晖，万慧达北翔高级合伙人，万慧达高级合伙人，商标法博士，中国

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兼职研究员，中企商标鉴定中心专家成员，中国国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网上争议解决中心专家，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

中心专家，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理事，北京君策知识产权发展中心

副理事长，法国斯特拉斯堡第三大学国际工业产权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

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烟台大学兼

职教授，天津知识产权进修学院教授，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兼职

研究员，深圳大学知识产权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并入选北京市高层次知识产

权人才库，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专家库，首批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之一（共

八十一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行政与知识产权检察工作专家咨询

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兼职教授。2014-2015 年，黄晖曾任国

万慧达北翔集团高级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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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商标协会中国商标事务委员会主席。

黄晖 1990 年毕业于外交学院，继而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工作十二

年。其间，留学法国斯特拉斯堡第三大学国际工业产权研究中心（CEIPI），

获国际工业产权研究文凭。后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郑成思教授，从事商标法

等知识产权的专业研究，并取得法学博士学位。2002 年，黄晖加盟万慧达

公司，成为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凭借雄厚的专业实力，办理或指导办理了千

余件知识产权案件，其经办的诸多诉讼案件，已成为知识产权界的经典案例，

在国内外均产生深远的影响。

黄晖多年来笔耕不辍，硕果颇丰。其撰写的《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的法

律保护》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二十一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商标法》

被中国大多数高校选定为商标法的专业教材（该书 2016 年再版，再次引起

行业巨大反响）；《欧盟知识产权法》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介绍欧盟知识

产权法律规定的著作。黄晖还参与编写了《WTO 知识产权协定常识问答》，

并担任《中国商标报告》执行主编（目前已经出版至第 12 卷），《中华商

标》杂志编委会委员，《北京法院商标疑难案件法官评述》特约编委等等。

黄晖与他人共同编写的《商标诉讼法律手册》已成为商标从业人员的必备书

目。此外，黄晖还翻译有《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法律部分）》（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另著有多篇中、英、法语专业论文。

作为商标法方面的专家，黄晖曾参与国家商标战略的制定，为这一中国

知识产权事业的纲领性文件贡献过智慧和力量。此外，黄晖还作为专家参与

过商标法多个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或修改工作。

因其卓越的专业实力，黄晖数度当选国际知名法律评级机构钱伯斯

（Chambers & Partners）（2011 年、2012 年）中国区知识产权业务杰出个人，

以及《世界商标评论》（World Trademark Review）（2011 年 -2016 年）

中国区商标业务杰出个人，并荣登 Legal 500 力荐律师榜（《2015 Legal 

500 亚太专刊》）。此外，黄晖还被知名英媒《知识产权管理》（Manag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评选为中国区“知识产权之星”（2015-2016 年），

被知名法律杂志《中国法律与实践》（China Law & Practice）评选为中国

区知识产权业务杰出个人（2015 年），并被《亚洲法律评论》（Asialaw 

Profiles）评选为“中国区知识产权领域杰出人物”（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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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Hui, J.D.

Senior Partner

E-mail：huanghui@wanhuida.com

Tel：(86-10) 6892-1000

Fax：(86-10) 6894-8030

Language：French, English, Chinese

Location：Beijing

Dr. HUANG Hui is aSenior Partner of Wanhuida Peksung and WAN HUI 

DA Law Firm & IP Agency. Dr. HUANG is a multi-face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nsel with stellar academic credentials on China’s trademark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and a veteran lawyer who represents clients in 

all levels of Chinese courts up to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in a wide 

variet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tigations, some of which have become 

landmark cases.

Prior to joining WAN HUI DA, Dr. HUANG served 12 years at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and Commerce, where he gained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cycle of trademark proceedings both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Fascinated by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he studied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property law and graduated from the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y of Industrial Property (CEIPI), Robert Schuman 

University (later known as the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 in France. Hethen 

conducted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of well-known trademarks 

at the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egal Protection of Well-Known 

and Famous Marks") (Law Press, 2001), where he studied under Professor 

ZHENG Chengsi, the nation’s pione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expert and was 

finally awarded the first J.D. on trademark Law in China.

Ever since joining WAN HUI DA in 2002, Dr. HUANG has been prosecuting 

and litigating IPRs,fighting for the clients in their most intricate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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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the nation’s IPR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and judiciary, protecting 

and defending client’s interests and helping advancing China’s legal fronts.

Dr. HUANG is also a prolific writer. He authors or co-authors a dozen IPR-

related publications, including “Trademark Law” (Trademark Law textbook 

used by most Chinese law schools), “Legal Protection for Well-known 

and Famous Marks” (Key project of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European Union” (the first systematic introduction 

of EU IPR legislation in Mainland China), as well as the“Trademark Laws of 

Twelve Nations”. He translates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de” (Legislative 

Part) and has been the executive editor of “China Trademark Report” since 

2003. He is also the co-author of the “Q&A of the WTO Agreement” and the 

“Trademark Litigation Law Manual”,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 of “China 

Trademark Magazine”, as well as the contract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Judge’s Analysis on Difficult Trademark Cases Handled by Beijing 

Courts”. He has also authored or co-authored scores of treatise published 

in Chinese, English and French.

On account of his expertise in the Trademark Law, Dr. HUANG has been 

vigorously involved in the initial drafting and subsequent amendments to 

China’s major trademark-related laws, regulations,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as well as regulatory documents. He was also invited to contribute to the 

formul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Trademark Strategy”.

Dr. HUANG was named by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P.R.C. as the 

Member of the Expert Panel of the ministry’s “Helping Center for Protecting 

Enterpri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verseas”.

In 2012, Dr. HUANG entered the first list of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eading Individuals” released by the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He 

is one of the twenty leading individuals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rvice 

industry in this 81-nominee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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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13, Dr. HUANG was elected Chair of the China Trademark Office 

Subcommittee of the Trademark Office Practices Committee (TOPC)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mark Association (INTA) for the 2014/15 term.

In 2015, Dr. HUANG was elected Chair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on 

Piracy and Counterfeiting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IPPI) Chinese National Group for the 2015-2017 

term.

Membership & Qualification

·Chair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on Piracy and Counterfeiting of AIPPI 

Chinese National Group (2015-2017 term)

·Chair of the China Trademark Office Subcommittee of the INTA Trademark 

Office Practices Committee (TOPC) (2014-2015 term)

·Expert of the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Think Tank

·Expert of Beijing High-profile Intellectual PropertyTalent Pool

·Member of the expert panel of Zhongqi Trademark Verification Center

·Council member of China Intellectual Property Society

·Vice Chairman of IPRC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Center

·Adjunct Research Fello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enter of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rbitrator of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Center of CIETAC

·Adjunct professor of IP Law Schoo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Guest professor of the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y of Industrial Property 

(CEIPI) of the University of Strasburg

·Guest professor of the Law School of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Member of the Expert Panel of the “MOC Helping Center for Protecting 

Enterpri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verseas”

·Member of the Professional Advisory Board of Beijing People’s 

Procuratorate No. 1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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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nct professor of School of Juris Master,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djunct professor of Yantai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Tianjin IPR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djunct researcher of the IPR Research Center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Contract research fellow of the IPR Research Institute of Shenzhen 

University

Awards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eading Individual by the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the P.R.C. (2012)

·Leading Individual by Chambers & Partners (2011, 2012)

·Outstanding Individual by WTR(World Trademark Review) 1000-The 

Definitive Guide to Trademark Legal Services (2011-2016)

·Recommended IP Lawyer of The Asia Pacific Legal 500(2015-2016)

·IP STAR in China by prestigious international IP media Manag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2015-2016)

·Leading Lawyerin the practice area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China by 

Asialaw Profiles- premium legal directory for domestic law firms in Asia-

Pacific (2016)

·Lead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yerin China by “China Law & Practice” - 

a leader in specialized industry news and informatio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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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商标品牌创新与发展论坛

刘贵增 高级合伙人

元合联合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元合律师事务所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研究生导师；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兼职教授；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例指导研究（北京）基地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

武汉仲裁委员会 " 一带一路 " 中国仲裁院仲裁员；

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商务部保护与促进中华老字号专家委员会成员；

INTA Bulletin Law & Practice —Asia-Pacific Subcommittee（国际商标

协会《商标通讯》法律与实践亚太委员会）联合主席；

INTA Global Advisory Council( 国际商标协会全球顾问会员会 ) 亚太区

顾问；

 China IPR SME Helpdesk（欧盟中小企业中国知识产权服务处）专家

库专家。

北京市海淀区政府知识产权专家库专家。

刘贵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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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友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律师

三友商标沙龙：一带一路商标先行 + 新商标法
下异议制度给商标保护带来的影响

沈兰英

沈兰英 Lena Shen

合 伙 人 / 律 师 / 商 标 部 部 长 Partner/Attorney-at-law/Manager of TM 

Department

北京三友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Beijing Sanyou Intellectual Property 

Agency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A 座 16 层

联系方法 Contact:

16th Fl., Block A, Corporate Square

No.35 Jinrong Street

Beijing 100033, China Tel: +86-10-8809 1921, 8809 1922 Email: 

lenashen@sanyouip.com;sanyou@sanyouip.com

沈兰英于 2000 年开始从事知识产权工作，目前是北京三友知识产权代

理有限公司的合伙人，担任商标部部长职务，在商标代理和知识产权诉讼方

面有丰富的经验，深得客户的信赖和好评。同时，沈兰英积极参与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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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在国内外知识产权大会上进行演讲，在国际知识产权界也非常活跃，

是 FICPI 亚洲工作和学习委员会的首任主席，也是 AIPPI 中国商标专业委员

会的主席。

沈兰英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并在伦敦大学玛丽皇家学院攻读并获得

知识产权专业硕士学位。

Lena (Lanying) Shen began her career i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field 

in 2000, and currently serves as a partner of Beijing Sanyou Intellectual 

Property Agency Ltd., a top and renowned Chine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firm and is the head of its Trademark Department. She specialize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cluding trademark enforcement, trademark 

prosecution, patent litigation, customs action, domain name dispute, 

contract drafting, license, and more. She is well trusted by her clients and 

provides thoughtful and practical advice. Ms. Shen is active in international 

forums and academic activities. She is the first Chair of CET 9 (Asian 

Group, Work & Study Group 9) of FICPI from April 2015 and is the Chair of 

Trademark Committee of AIPPI China.

She received an LL.M. degree from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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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min Raghunandan 

Shamin Raghunandan 

Business phone

+ 27 12 676 1138

Fax number

+ 27 12 676 1100

E-mail address

s.raghunandan@spoor.com

Position

Partner, Trade Marks

Office of practice

Pretoria, South Africa

Qualifications LLB, University of Natal (Durban); Trade Mark 

Practitioner,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Notary 

Public

Experience

12 years

Fields of practice Shamin Raghunandan is a partner in Spoor & F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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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Mark Practice and leads Spoor & Fisher’s New Client Liaison 

Department. Shamin specialises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mark 

registration, trade mark clearance searches and trade mark portfolio 

management.

She acts for various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clients, assisting worldwide 

with global trade mark clearance and evaluates risks associated with the 

selection of new names.  She also develops African filing strategies and 

solutions based on business needs and guides clients through proper 

trade mark licensing processes; and other general portfolio management 

functions.  

Industry associations Law Society of the Northern Province, Fellow 

of the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Committee 

Member (2014-2015)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Mark Association

Publications and projects Shamin is a regular contributor to vario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cations including KATZAROV’s Manual 

on Industrial Property Law, Kluwer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Law and Practice, Lexology Trademarks Navigator, South 

Africaand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Remedies.

2016 Trademark Administrators and Practitioners (INTA TMAP), 

Washington; speaker on panel discussion on Best Practices to Search and 

File i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table topic mod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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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升

张庆升，男、汉族，1964 年 2 月生，中共党员，1986 年 7 月山东农业

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历任中共东营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干部，东

营市农业局经管站长、农业经济师，1997 年 8 月任东营市工商局副局长，

2008 年 4 月后任山东省工商局合同处长、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局长、党组

书记。2013 年 3 月任山东省东营市工商局局长、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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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京平

1976 年 12 月应征入伍，1981 年毕业于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通信工程

专业，曾先后在团机关、总部机关工作十余年，先后任助理员、副连长、股长、

副处长；1994 年转业至国家工商总局，曾先后任中华商标协会办公室副主任、

法律部主任（兼任中企商标鉴定中心常务副主任），2004 年 11 月起任商标

评审委员会调研员，主要从事商标评审案件的审理及审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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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亚凯

石亚凯 / Yakai SHI

律师 / 反盗版反假冒团队负责人 / 投融资团队负责人 Attorney-at-law

北京三友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Beijing Sanyou Intellectual Property 

Agency

北京市万瑞律师事务所 Beijing Wanrui Law Firm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A 座 16 层

联系方法 Contact:

16th Fl., Block A, Corporate Square

No.35 Jinrong Street

Beijing 100033, China Tel: 18611289596 +86-10-8809 1921, Email: 

shiyakai@bjwrlaw.com; sanyou@sanyouip.com

石亚凯律师长期从事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诉讼和非诉业务，包括商标民

事及行政案件、反不正当竞争案件、专利侵权案件、版权侵权案件及侵犯

商业秘密案件等，擅长处理疑难、重大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及为企业提供

全方位整体的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保护方案。石亚凯律师及其团队曾

服务了上百家中外企业，目前担任多家企业的知识产权专项顾问。

同时，石亚凯律师业务范围还包括公司法及资本市场相关法律领域。其

中尤其以公司投融资、公司股权架构设计、员工股权激励制度设计等资本

类业务见长，曾为多家企业提供过投融资、员工股权激励业务，并同时担

任多家企业法律顾问。

石亚凯律师毕业于德国明斯特大学（民商法专业），工作语言：中文、

英文、德语。

北京三友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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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丽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第二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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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品牌运用论坛

周林，祖籍重庆，青少年时期成长于云南昆明。1977 年毕业于上海交

通大学船舶电机自动化专业。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发明协会

副主席，现任北京周林频谱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1978 年，周林在医学界首次提出“人体频谱与健康”的理论。随着世

界上第一个“生物频谱实验室”——周林生物频谱实验室在美国建成，经

美国马里兰州大学用当时最专业的研究仪器测试发现证实了周林提出的人

体频谱理论，主持测试的美国量子物理学会会长激动地说：这是世界上首

次测出和发现，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交叉结合点被找到了，这个发现对科学

和社会将产生重大影响。周林实验室随后又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艾滋病

中心合作，在世界上首先发现了 10 位数内频谱艾滋病调控基因，为艾滋病

和肿瘤研究创出一条新路。周林公司倡导高科技生活化，将生物频谱技术

融入日常生活中，使人们能够在不知不觉中乐享健康。产品生产与国际接轨，

通过了 ISO9001、ISO13485 和 CE 质量体系和产品质量认证。多年的市场

推广使周林频谱仪进入了约 2% 的中国家庭和上万家医疗单位，获得了“家

庭好医生”的美誉，三十年经久不衰。公司所研发生产的系列周林频谱仪

荣获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金奖和国家发明奖，并先后获得了中、美、日、

澳及欧洲多国专利。

1987 年，周林频谱荣获比利时国王一级骑士勋章和比利时卫生部长特

别奖、西班牙卡洛斯国王特别奖等九项国际大奖，成为当时中国在国际上

获科技发明奖最多者，为国家争得了荣誉。生物频谱获得了西欧发达国家

周  林

周林频谱总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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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度评价。并引起诺贝尔生物和医学奖评委的关注。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

森、著名医学家吴阶平、著名美籍物理学家袁家骝、中科周光召院长先后和

发明人周林见面，在深入了解并认同频谱疗法这一先进独特的医学理论之后，

对频谱疗法大加褒奖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周林公司蓬勃发展的三十九年，同样也是保护周林品牌、维护企业正当

权益的三十九年，始终都离不开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各部门的支持与关心。周

林先生先后受到李鹏总理、胡锦涛主席、李克强总理等多名领导人的接见。

受李鹏总理委托，邹家华副总理专门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生物频谱技术”办

公会议，会议明确提出，作为国家与民族独创的生物频谱技术要用国家的力

量支持和保护。在国务院办公会上就专门提议用“周林”的名称在中关村注

册企业，为开创大胆创新、开放的科技环境奠定一条新路，为树立中国自主

品牌开了好头。

周林董事长对企业商标、品牌和专利的保护意识非常重视，在国家有关

部门的支持与帮助下，逐渐树立品牌意识、强化专利保护，从 1985 年至今，

公司先后申请了数百项专利、完成商标注册近百项。运用法律武器为民族企

业保驾护航。1993 年，周林频谱被列为国家级高新科技火炬计划项目。周

林先后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第二届“中国十大杰出

青年”，被选为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2000 年，在中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与中国发明协会联合发起的大型问卷调查活动中，生物频谱医学的创

立者，周林与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杂交水稻的发明人袁隆平

等一同入选“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发明人”提名。                

在周林先生的带领下，北京周林频谱科技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以生物频

谱技术为核心、以理疗康复为理念的中国健康产业领军品牌和领跑者，成绩

卓著，从科研理论到康复实践都具有重大的国际影响力。2008 年，举世瞩

目的北京奥运会牵动着全世界的目光。经北京奥组委严格评审，周林频谱成

为 2008 北京残奥会频谱仪供应商。2009 年，周林频谱被央视网评为“CCTV 

60 周年 60 家影响力品牌”。周林先生荣获 2009 年度“中国十大创业领袖”

光荣称号，公司连续 18 年被北京市人民政府评为高新技术企业。2010 年，

周林频谱当选亚洲品牌500强。2015年公司获得CCTV央视网优选品牌称号；

2016 年 公司荣获人民日报、国家工商总局等单位评选的全国百佳品牌称号。

周林先生作为医疗行业代表在高峰论坛进行了主题发言。同年，周林被评选

为中华商标协会副会长，并获得年度中华商标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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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斗

李光斗：

中国品牌第一人

著名品牌战略专家

新媒体时代的品牌观察家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互联网金融委员会首席顾问

华盛智业·李光斗品牌营销机构  创始人

 

李光斗出身于市场营销第一线，自 1990 年开始从事市场营销和品牌策

划工作，先后担任伊利集团、蒙牛乳业、小肥羊、青岛啤酒、广日电梯、

古越龙山、喜临门、民生药业、三元食品等全国数十家著名企业的常年品

牌战略和营销广告顾问。李光斗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复旦大学

研究生会副主席，代表中国大学生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大专辩论会，

战胜台湾大学队荣获冠军。

李光斗的“插位”理论指导中国众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后来居上、超越

竞争对手 , 荣获中国策划业杰出功勋奖；李光斗具有国际化视野，致力于推

动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 被评为影响中国营销进程的风云人物；李光斗的著作

《总统战：奥巴马的政治营销》是中国第一部研究美国政治营销的传播学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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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李光斗创办的华盛智业·李光斗品牌营销机构已成为中国品牌快速成

长、提升营销业绩、推动企业上市的品牌孵化平台；李光斗作为天使投资

人关注新经济，参与投资了全新的移动互联网平台公司；李光斗的自媒体

视频《李光斗观察》已成为爱奇艺、优酷和腾讯等各大网站的热门财经节目；

李光斗所著畅销书《拆墙：全网革命》诠释如何用互联网思维改造传统行业，

荣获中国本土经管图书最佳原创奖；李光斗的著作《分享经济》与《社交众筹》

被誉为中国企业家互联网＋转型的必读书；李光斗在洛杉矶举行的中美企

业峰会上荣获“中美文化交流品牌传播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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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 Bevitt

2017 中国商标节

演讲单位：澳大利亚骁盾知识产权事务所（Shelston IP）

Shelston IP（简介）（以下称骁盾）

骁盾 (www.ShelstonIP.com) 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大也是最受尊崇的

知识产权事务所之一，自 1859 年成立至今已有 158 年的历史，为澳大利亚

历史最悠久、最老牌的知识产权事务所。骁盾为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其他

国家的客户提供全方位的知识产权服务，包括从识别和确立一项发明，到知

识资产和知识产权的管理、商业运作和权利的维权与实施。具体服务项目涉

及专利、商标和品牌、外观设计、版权、域名、植物育种者权、知识产权检

索、续展、诉讼、商业运作和企业服务、为企业提供咨询、非诉讼纠纷解决

程序、转让和尽职调查。我们共约 120 名工作人员，其中 50 多名为专业人员，

皆具有令人称羡的专业资质和丰富的职业经验，以及对知识产权法律及实施

的广泛和深刻的理解。所从事的技术领域包括：电子及电子工程，信息和通

骁盾知识产权事务所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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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技术，生物技术及药学，化工及化学处理技术，化学及材料科学，机械、

土木和矿业工程，医学仪器及诊断技术。由于我们对中国知识产权业的发

展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我们事务所已经制定出一整套针对中国客户的特殊

的政策，以期共同成长。

演讲人员介绍

Chris Bevitt（柯键儒先生）：

柯先生是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律师，也是注册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商标代

理人。他是骁盾知识产权事务所的合伙人，也是骁盾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从

事知识产权保护和与知识产权事务相关的商业运营。他的执业生涯已经超

过 30 年。他毕业于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法律学士学位和商法（财会学）

学士学位。

Chris 善长于将商法运用于知识产权事务。他的工作范围主要包括合同

和交易业务，包括企业和股份的收购及出售 、公司结构、股东协议、广告

与赞助合同、贸易条款及条件、其他商业合同，以及商标的申请和争议。

在知识产权商业运作领域，他协助融资、许可合同、供应和经销协议以及

生产协议方面的业务。

Chris 还涉猎所有与信息技术和通信法相关的法律业务，包括软件开发、

许可和维护、外包（IT 和 BPO）、电信合同、ASP 管理、电子商务、政府

信息技术条款和隐私法。

除此之外，Chris 还是一个积极的演讲者，定期在企业、律师事务所、

政府部门、研究机构进行讲座，比如 Eclipse Group Australia、本地律师事

务所、英国律师事务所、澳大利亚产业化研究所 AIC、新南威尔士州青年律

师协会等。讲座内容涉及谈判协议、法律文件撰写、担保和免责条款、许可

费用等等。同时，Chris 还是一个积极的撰稿人，在互联网法期刊、Anthill

杂志、知识产权管理杂志（MIP）以及骁盾知识产权事务所网站发表文章。

柯先生为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的认可律师 , 也是澳大利亚高等法院认

可的律师。他还 是新南威尔士州法律协会会员以及新南威尔士州计算机与

法律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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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 is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yer and trade marks attorney with 30 

year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eneral commercial law experience.  He 

heads the commercial law team at Shelston IP Lawyers.  

Chris specialise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commercialisation.  

He acts for a wide range of clients across all industries from start ups to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In the IP commercialisation area, he assists with 

research collaborations, joint ventures, licensing agreements, supply and 

distribution agreements and manufacturing agreements.

A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s Attorney, Chris advises extensively on trade 

mark and brand protection and registration including trade mark searching, 

filing, prosecution, oppositions and non-use applications. 

Chris advises on a broad range of contractual and transactional matters 

including acquisitions and disposals of businesses and shares, company 

structuring, shareholders agreements, advertising and sponsorship 

contracts, trading terms and conditions and other commercial contracts.    

Chris has special interest in all aspec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s law including software development, licensing and 

maintenance, outsourcing (IT and BPO), telecommunications contracts, 

ASP/SaaS/cloud arrangements, e-commerc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ditions, and privacy law.

Chris is admitted as a solicitor of the Supreme Court in New South Wales 

and also of the High Court of Australia.  

 

Industry sectors

Entertainment, Gaming and Leisur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Retail and Brands

Professional affil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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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citor member

Law Society of New South Wales 

NSW Society for Computers and the Law

Qualifications

BCom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LLB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dmitted to Supreme Court of NSW

Admitted to High Court of Australia

Registered Trade Mark Attorney,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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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海外维权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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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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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佳商标沙龙 - 作品名称（游戏名称，栏目名称）
与商标权的冲突与解决

张月梅

张月梅，商标评审委员会六处调研员，从事商标确权案件审理工作 12 年，

审理各类案件过万件，经验丰富。近年来坚持做商标普法工作，撰写文章

70 余篇，创办的公众号《张月梅的商标文》被上万名商标业内人事及企业

家关注，并出版图书《张月梅的商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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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玉静

侯玉静，北京市集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资深律师，执业 12 年专注知

识产权领域，成功代理过“微信”商标异议、“拉菲庄园”无效宣告、“奥

普 AOPU”无效宣告、“东方眼镜”异议复审、“四大名捕”著作权侵权

等业内有影响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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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商标论坛

周波，曾先后任职于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法院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2010 年 8 月，经遴选调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工作，历任

助理审判员、审判员。2016 年 5 月，成为市高院首批入额法官。2017 年 1

月起，担任市高院知识产权庭第七合议庭审判长，负责相关案件的审判工作；

同时兼任内勤综合组组长，负责庭内的日常及综合性事务性工作。荣获个

人三等功两次，2017 年 6 月，被国家工商总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授予“中

国商标金奖·保护奖”。

在《人民司法》、《科技与法律》、《中华商标》、《中国专利与商标》、《电

子知识产权》、《中国知识产权报》等专业报刊上发表，参与编写出版了《商

标授权确权的司法审查》、《中国商标案例精读》、《网络知识产权案件

审判实务》等多部专业书籍。

周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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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是烟台农业的支柱产业，承载着 300 多万农民增收致富的梦想和希望。历

来有“中国苹果看山东，山东苹果看烟台”之说。苹果还是烟台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

一百多年来，烟台苹果红遍祖国大江南北，成为众多国人儿时的记忆和生活中的最

爱。2016 年烟台苹果区域品牌价值高达 126.01 亿元，连续八年蝉联中国果业第一

品牌，这块“金字招牌”，是世代烟台人百年坚守、百年心血、百年耕耘，孕育出

的百年品牌，是烟台苹果区域品牌的核心价值。

作为政府、果农和企业之间的纽带和桥梁，烟台市苹果协会肩负着打造、保护

和发展“烟台苹果”品牌的职能，实现母子品牌联动发展，不断提升烟台苹果品牌

价值。

一、 产业规模发展，催育品牌保护

（一）品牌保护的提出

烟台是农业部确定的渤海湾苹果优势产区的重要产区，具有“春迟、夏凉、秋

爽、冬不寒”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1871 年美国传教士倪维思将西洋苹果带入烟台，

开启了中国栽培苹果的新纪元；140 年来，烟台苹果历经几代的品种更迭，但变更

的是品种，不变的是品质，生产的苹果均具有果面光洁、色泽鲜艳、汁多爽口、肉

质松脆等独特的地域特征。

“烟台苹果，莱阳梨”家喻户晓，“烟台苹果”是山东最富盛名的特色农产品。

目前，烟台市苹果种植面积 270 余万亩，产量 566 万吨，从业人员 300 万人，苹

果已成为烟台市农业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烟台苹果 地标品牌
——引领苹果产业提质升级

    
烟台市苹果协会会长  姜中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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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烟台苹果品牌影响力逐年增大，市场上冒用、盗用、滥用烟台苹果品牌的

现象越来越多，损害了烟台苹果的声誉，误导了消费者。只有注册“烟台苹果”地

理证明商标，打造区域公用品牌，才能有效地保护“烟台苹果”这一品牌，保障消

费者的权益。因此，如何保护烟台苹果这块“金字招牌”成为烟台广大果农的期盼、

涉果企业的夙愿、政府关注的焦点。

（二）区域品牌的申请

2002 年，烟台市苹果协会正式成立，申报烟台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加强品

牌保护成为协会的首要任务。在烟台市农业局、烟台市工商局等有关部门的支持和

帮助下，开始了烟台苹果地理标志的申报之路。经过多年 10 余次反复论证、评审，

2008 年 3 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最终批准烟台苹果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并颁发《商标注册证》，从此，“烟台苹果”依法获得地标保护，有了属于自己合法“身

份证”。

（三）品牌保护的完善

2010 年，烟台市苹果协会发现“烟台科裕酒业有限公司”在其销售的果酒产品

上，使用与烟台市苹果协会注册的“烟台苹果及图”商标完全相同的标识。经和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沟通，才清楚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只能规范原产品，对其

衍生的加工品名称无法进行保护。

为此，烟台市苹果协会申请认定“烟台苹果及图”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禁止

任何单位人员未经授权使用“烟台苹果及图”标识。2011 年 11 月，根据《商标法》、《商

标法实施条例》、《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的有关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商标局认定，烟台市苹果协会使用在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第 31 类苹

果商品上的“烟台苹果及图”注册商标为驰名商标。自此，“烟台苹果”商标受到

了全面保护。

二、打造母子品牌联动，铸就中国果业第一品牌

（一）制定品牌战略规划，引领产业发展

2015 年，经烟台市人民政府授权，烟台市农业局、烟台市苹果协会协助制定《烟

台苹果品牌战略规划》、《烟台市苹果产业发展规划》和《烟台苹果提质升级实施

意见》, 明确了烟台苹果品牌建设目标，制定了如何“打造品牌、保护品牌和发展



588

品牌”的实施方案，使烟台苹果加入国际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组织，做好品牌图腾的

打造和保护，实现企业品牌和烟台苹果区域品牌的协同发展，力争到 2020 年，烟

台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应用覆盖率达 80% 以上，品牌功能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

巩固和提高“烟台苹果”中国果业第一品牌地位，把烟台建设成为世界上著名的苹

果种植区，烟台苹果成为世界知名品牌。

（二）制定地标使用规范，引导标准化生产

地理标志既是产地标志，又是质量标志，还是信誉标志。针对烟台苹果分布广、

规模大、产量高、企业品牌多等问题，协会根据《商标法》等法律法规，制定了《“烟

台苹果”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烟台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方法》、

《“烟台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认证程序与认证标准》，出台烟台苹果精准化

管理标准，建立从产地到餐桌、从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的认证制度，让“烟台苹果”

质量要求有章可循、证明商标的使用管理有根可寻。引导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

生产大户以及村级组织按照“烟台苹果”地方标准，开展品种结构调整，发展烟富

系列苹果新品种，采用脱毒良种苗木高标准建园；推广普及苹果矮化密植、果园生草、

微灌灌溉、配方施肥、果实套袋、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先进技术；从欧洲引进苹果良

种苗木和先进栽培技术，建立以矮化自根砧为主的现代苹果示范园 10 万亩；建设

“畜 - 沼 - 果”现代生态循环农业示范果园 20 万亩；推广食诱剂、性诱剂生物防

控 3 万亩；20 家果品企业通过了 GAP 认证。在全国历次果品质量抽查中，烟台苹

果监测合格率达到 100%。

在经营管理方面，协会依托烟台市科研部门建立健全质量安全查询追溯制度。

对合作社、企业商标、土壤、大气、水环境、主要品种、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防治、

物候期、套袋以及采摘、包装、贮藏、运输、销售等科目，按照所属行政区域进行编码，

构建数据库，建立产品电子档案，引导 50 余个龙头企业建立了产品质量可追溯系统。

协会按照“宁可免费也不免检”的“地标”使用原则，对商标进行严格监管。目前，

全市共有 116 个果品企业、合作社通过地标认证，认证果园面积 60 万亩。

品牌监管方面，协会会同工商、海关、公安、质检等部门，依据《商标法》制

定出台有关办法，规范整顿市场秩序。开通烟台苹果打假热线，对蓄意假冒商标的

单位和个人，提交执法部门依法查处，并在“烟台苹果网”及有关媒体上通报或曝光。

使烟台苹果形成生产有标准、产品有标识、质量有检测、认证有程序、市场有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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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化体系。

（三）母子品牌联动，打造区域品牌航母

为推动区域品牌的影响力，协会提出了母子品牌协同发展模式，“烟台苹果”

区域商标为母品牌，企业商标为子品牌。子品牌汲取母品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拓

展销路、提高身价；母品牌则通过子品牌落地，相互借力，协同发展。

从 2014 年开始，协会每两年开展一次“烟台苹果十大品牌”、“烟台苹果十

大经销商”评选活动，评选出了“德丰”、“联蕾”、“泉源”、“润飘”、“广

源 GY”、“养马岛”、“仙美”、“天赐”、“杰记”、“玉益 +YUYI”等烟台

苹果十大品牌和一批优秀经销商，将他们作为烟台苹果母品牌的子品牌，母品牌和

子品牌共同组建起了烟台苹果品牌“航空母舰”。

为推动烟台苹果区域品牌这一“航母”的发展，协会积极鼓励和帮助会员企业

探索新的经营模式，扩大子品牌影响力。栖霞德丰食品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了我国第

一个苹果现场拍卖中心，仿照荷兰阿姆斯特丹鲜花拍卖模式，实现烟台果品在全球

范围内的自由交易，改变现有的苹果定价机制。烟台市果品总公司投资建设了烟台

苹果网，打造了我国果品行业第一个垂直电商平台。烟台苹果价格指数于 2015 年

8 月份正式启动，向社会发布，把烟台苹果的产业优势和核心竞争力转化为价格话

语权优势，提升烟台苹果产业在国内市场价格形成中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四）挖掘文化内涵，增强品牌价值 

为强化品牌影响力，烟台市苹果协会于 2010 年 11 月在全球范围内征集《“烟

台苹果”广告语》，3 个月内共计征集广告语 200 余条。经 21 位专家 3 轮评审，

最终“烟台苹果，香甜你我 ”、“烟台苹果，香飘世界”等 30 条广告语被确定优

秀广告语；浙江省余姚市市民王荣荣提出的“烟台苹果，果真出色”，被评选为最

佳广告语，该广告语也成为了烟台苹果历史上的第一个广告语，在各大媒体进行统

一的广泛宣传，有效地提升了烟台苹果的品牌价值。

但在广告语及图的使用过程中，部分企业及果农认为烟台苹果的标识“果型扁

圆、果柄弯曲”不能体现烟台苹果的现实特征，“烟台苹果，果真出色”广告语也

没有充分体现烟台苹果的历史渊源。烟台市苹果协会根据果农及相关企业的反映，

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得到了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决定重新征集烟台苹果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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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语及品牌标识。

2015 年，协会委托浙江大学品牌研究中心，对烟台苹果的广告语与品牌标识重

新凝练，充分挖掘品牌历史文化内涵，重新提出“中国第一个苹果：烟台苹果”新

的品牌口号，卡通形象“拇指哥”为烟台苹果代言人，“大拇指苹果”为对外统一

使用的 Logo 商标。凝练出烟台苹果品牌 5 个核心价值支撑链“中国历史第一个、

品牌价值第一高、自然条件世界级、种植水平优先级、口感酸甜黄金比”。同时，

对包装宣传等物料上区域品牌和企业品牌的有机结合进行了精心的设计，还对企业

的宣传应用、终端应用、办公应用等都进行了精美的设计，得到了各界的认可。目前，

协会企业已经自觉地在产品包装、厂区宣传、销地档口设计上应用新的品牌口号和

标识系统，使区域品牌和企业品牌形成了紧密一体、共生共赢。

围绕苹果品牌文化建设，协会组织开展了苹果义卖助学和捐赠、举办“果香烟台”

摄影大赛等一系列活动，发展独具特色的“苹果剪纸文化”，凝聚烟台苹果的地域

特色和城市特点。2014 年 7 月，中国第一枚《苹果》特种邮票在烟台首发，烟台

苹果以纪念封、邮票形式走向世界。2015 年 10 月 22 日，烟台市苹果协会与京东、

1 号店等业内有实力的销售平台代表签订战略合作框架，缔结了“烟台苹果品牌营

销推广战略伙伴关系”，形成“烟台苹果品牌营销推广联盟”。同年 10 月 25 日，

我国第一个红富士苹果主题博物馆在烟台招远建成。2015 年 9 月，新的“烟台苹果”

广告在 CCTV-1 亮相。自开展品牌建设以来，烟台苹果区域品牌价值不断攀升，由

2009 年的 80.97 亿元增加到目前的 126.01 亿元。

三、区域品牌航母，引领产业升级

（一）开拓国际市场，首次出口美国

美国是世界苹果生产大国，每年向世界输出大量苹果，但美国对进口苹果设置

了极为苛刻的条件，进口苹果基本来自于英联邦成员国。烟台市苹果协会通过多方

面渠道了解美国的苹果生产标准及进口标准，积极发动协会会员单位，按照苹果进

口标准进行种植管理与质量分级。经过 17 年的不懈努力，烟台海阳津成泰农产品

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成功向美国出口 21 吨烟台苹果，这是烟台苹果百年

来首次出口到美国，也表明了美国消费者对烟台苹果的认可。截止到 2016 年，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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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苹果出口量已达到 60 万吨，占全国出口总量的 50% 以上。

（二）母子品牌合力，市场效应凸显

近几年随着全国苹果产业的迅速发展，国内苹果产量大幅增加，出现供大于求，

价格普遍下滑，出现滞销现象。2015 年烟台市苹果产量较往年增产 20% 左右。针

对这一情况，协会引导会员企业改变以往的“皇帝女儿不愁嫁”、“酒香不怕巷子深”

的观念，先后在北京、广西、广东、上海、重庆等地举办烟台苹果推介会 30 余场次，

让更多的人认知烟台苹果。烟台市苹果协会旗下的十大品牌企业及部分会员企业，

严格按照烟台苹果标准选级、入库，利用烟台苹果子母品牌优势、稳定的销售渠道

与畅通的市场信息，苹果的销售价格、销售量依然相对稳定，一级果的销售价格在

10 元 /kg 左右。烟台市苹果协会协助召开全市果业电商大会，邀请了京东、天猫、

淘宝等技术总监对全市的电商、微商从业人员进行培训，利用搭建的网络信息平台，

微商电商对烟台苹果实现了有针对性的促销，年电商销售量达 30 万吨；2015 年圣

诞节期间，烟台市苹果协会携“泉源”、“联蕾”两个品牌企业赴重庆、厦门进行

苹果促销与推介，销售鲜果 7 万吨，扩大了烟台苹果在两地的影响力，提高了市场

占有率。

（三）发展精深加工，强化产业化经营

长期以来，烟台苹果多以鲜果销售，附加值高的精深加工产品所占比重少，市

场销售压力大。协会积极引导果品加工企业调整经营思路，围绕苹果肉、皮、籽、

花等，开发了苹果脆片、果胶、籽油等系列深加工产品，以产品的多样化、系列化

来更好满足消费需求，打破以鲜果为主的单一产品经营模式，拓展市场空间、赢

得竞争主动。目前，全市已有销售收入过亿元的果品龙头企业 48 家，果品贮藏库

1348 座，库容能力达 342 万吨，苹果实现周年供应。建成国家级重点果品龙头企

业 4 家、合作社 6 家，省级果品龙头企业 24 家、合作社 28 家。以苹果为原料的加

工企业 46 家，开发出 7 大系列 100 多个精深加工品种，果胶生产和香精提取技术

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烟台市苹果协会将联合全市农业科研推广机构和相关企业，围绕“品种、品质、

品牌”开展工作，以品种为前提，品质为基础，品牌为保障，开展地标品牌的建设和

宣传推广工作，推动烟台苹果产业提质升级，引领全国苹果产业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Administrator
文本框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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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炽森简介

法学硕士，二级高级法官。1985 年毕业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

长期工作在审判一线，1994 年至今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2005 年至

2016 年任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2017 年 2 月至今任广

州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积累了较丰富的知识产权审判经验。

黎炽森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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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健

梁健   男 52 岁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

1980 年起在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历任办事员、

工商所所长、局办公室主任、2002 年任名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至今。

名山县政协第 6、7、8、届和名山区第一届政协委员

名山区茶业协会副会长

雅安市茶叶流通协会副会长

四川省工商局干部学校兼职教师

四川市场监管研究院特聘研究院

雅安市名山区茶叶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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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宁让

杜宁让，男，1976 年 8 月出生，39 岁，汉族。

籍贯：甘肃宁县出生地甘肃宁县

入党时间：1995.07

参加工作时：1997.02

学历 : 博士

研究生毕业院校系及专业 : 兰州大学行政管理专业

学位 : 管理学博士

现任职务中共皋兰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

1996.07-1997.02 参加甘肃省公务员招考，待录用

1997.02-2004.04 甘肃省国防科工办秘书，秘书调研处、综合处科员、

副主任科员

2004.04-2006.10 甘肃省国防团工委副书记（正科）

2006.10-2007.06 甘肃省国防科工办综合处主任科员

2007.06-2008.12 甘肃省国防科工办三线建设调整处副处长（其间：

2005.04-2008.11 借调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工业处、秘书七处工作）

2008.12-2010.09 中共兰州市委副秘书长

2010.09-2011.09 中共兰州市委副秘书长、督查室主任（正县级）

2011.09-2013.06 中共兰州市西固区委副书记（正县级）

2013.06- 中共皋兰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 

县市长论坛：商标品牌区域发展

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县人民政府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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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舒平，男，汉族，生于 1978 年 12 月，四川珙县人，博士研究生。

1999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0 年 7 月参加工作。现任杨陵区委常委、

副书记、区政府区长。

1996 年 9 月至 2000 年 7 月在西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

成型与控制专业学习，取得大学本科学历；2000 年 7 月至 2003 年 11 月在

西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工作，先后任学生工作办公室辅导员，副

主任；2003 年 11 月至 2005 年 2 月在西安理工大学学生处工作，先后任学

生科副科长、科长；2005 年 2 月至 2007 年 4 月任西安理工大学工商管理

学院院长助理（其间：2002 年 9 月至 2005 年 5 月在西安理工大学人文与

社会科学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习，取得硕士研究生学

历）；2007 年 4 月至 2008 年 10 月任西安理工大学团委书记兼学生处副处长；

2008 年 10 月至 2012 年 9 月在共青团陕西省委学校部工作，历任副部长，

调研员、副部长，部长；2012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副书记、

党组成员（其间：2008 年 9 月至 2013 年 5 月在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

理论专业学习，取得博士研究生学历；2013 年 6 月任省未成年人保护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2015 年 8 月任省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办公室主

任；2016 年 9 月任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2016 年 9 月任杨陵区区委常委、

副书记，2016 年 10 月任现职。

单舒平

杨陵区委常委、副书记、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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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非常荣幸来到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参加 2017 年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并和大

家一同交流探讨“商标品牌区域发展”这个重要话题。我发言的题目是“为农科杨

陵插上品牌的翅膀”。

杨陵素以“中国农科城”著称于世，位于陕西关中腹地，渭河北岸，东距西安

82 公里，西距宝鸡 86 公里，因境内有隋文帝杨坚的陵寝而得名。辖区面积 135 平

方公里，人口 24 万，下辖两个镇、三个街道办事处。就在这片貌不惊人的土地上，

赫然设立有中国首个国家级农业示范区和全国唯一的农业自贸片区。

杨陵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4000 多年前，中国农业史祖后稷，就在这里“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带领先

民们告别采集狩猎的原始生活，走进了农业文明的新时代。此后，杨陵及其所在的

渭河流域，农耕文明薪火相传、绵延不绝，为中华文明奠定了深厚的根基。无论是

辉煌灿烂的西周文明，统一强盛的秦汉文明，还是雍容开放的隋唐文明，都在杨陵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4 年，于右任老先生在杨陵发起建立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开创了西北地

区现代农业高等教育的先河。经过几代人艰辛努力，这所学校现已嬗变为教育部直

属重点大学，“985”“211”工程序列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它和杨凌职业技术学

院一起，聚集了 70 多个农业学科、近 7000 名科教人员，使杨陵成为全世界农业科

教人才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催生出世界上小麦品种推广面积最大的“碧蚂一号”、

中国第一例成年体细胞克隆山羊、亚洲唯一的葡萄酒学院等无数新成就，续写着中

华农业文明的不朽篇章。

杨陵是现代农业示范推广的践行者。

为农科杨陵插上品牌的翅膀

陕西省杨陵区区长 单舒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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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党中央、国务院在杨凌设立首个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赋

予她支撑和引领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的神圣使命。2015 年 2 月，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陕西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五个扎实”工作要求，其中之一就是要“扎

实推进特色现代农业建设”，为杨凌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2017 年 7 月 10 日，李

克强总理亲临杨凌考察，提出“要让农业插上翅膀、飞向全国、走向世界”，为杨

凌加快“追赶超越”注入了新的动力。

作为示范区下辖的唯一区级行政单位，杨陵区积极履行现代农业示范推广的国

家使命，经过20年发展，已从昔日的关中小镇变成农业科技实力雄厚、创新活力迸发、

田园风光秀美，在海内外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农科新城”。在这里，“互联网 +”、

“智慧农业”蓬勃发展，手机种菜、电脑施肥，这些原本只在“开心农场”网络游

戏中存在的场景，已经成为现实。在这里，水肥一体、基质栽培、循环农业等农业

新技术广泛应用，新型职业农民既能种地、又懂经营、还能讲课，颠覆了人们对农

民的传统印象。在这里，“高端、订制、安全、科技”的农产品生产理念深入人心，

涌现出一批绿色有机农产品品牌，不断丰富着百姓的餐桌，提升着人们的生活品质。

杨陵是涉农品牌孵化成长的金土地。

熟悉杨陵的朋友都知道，杨陵地产农产品品质高、味道好，只要打上“杨陵（凌）”

两个字，在市场上的身价自然涨三分，这就是“杨陵（凌）”区域品牌的溢价效应。

2015 年，“杨凌农科”品牌荣获中国区域品牌价值评价第二名，价值评价 661.9 亿元。

2017 年，“杨凌农高会” 荣获中国区域品牌价值评价第四名，农业区域品牌价值榜首，

品牌价值达 615.99 亿元，最近又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良好的区域品

牌为区内企业的品牌创建铺就了“快车道”。

好风凭借力，杨陵对于涉农品牌培育发展而言，具备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还远不

止于此。品牌的内核是品质，灵魂是创新，在这一方面，杨陵拥有西农大的强大科

教优势，涉农企业和合作社不用出门，就能得到“农科天团”的指导，区校合作、

协同创新在产业化中不断结出新的果实，持续助推着涉农产品品质的提升。品牌的

魅力在文化，基础是生态，在这一方面，杨陵具有涉农品牌成长所需要的人文和自

然环境，从教民稼穑的农业始祖后稷，到桃李天下的葡萄酒专家李华，从名扬四方

的杨凌蘸水面，到传承百年的谭家甑糕，从空气清新、岁月静好的小韦河，到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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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葱、瓜果飘香的合作社，处处是“涉农元素”，处处有“杨陵故事”。品牌的增

值需宣传，酒香也怕巷子深，在这一方面，杨陵作为首个国家级农业示范区和唯一

的农业自贸区，始终处于聚光灯下，仅过去一年来，就已经多次登上央视新闻联播、

焦点访谈等节目，区内做得好的涉农企业，常常一不小心就出了名。按照中央和陕

西省的部署，未来杨陵在打造“一带一路”现代农业国际合作中心和世界知名农业

科技创新城市的过程中，必将吸引世界更多的目光。

杨陵区政府高度重视涉农商标品牌的培育和保护，始终把实施涉农品牌战略，

作为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紧迫任务。

我们重视宣传培训，多措并举提升商标品牌意识。利用企业集中年报、杨凌马

拉松比赛、4.26 世界知识产权日等契机，进商场、进企业、进农庄、进社区，广泛

宣传《商标法》和《实施条例》；深入重点企业、合作社走访，现场开展商标专用

权维权咨询；组织大学生创业者参加商标注册培训，普及商标注册知识等等。通过

努力，社会各界尤其是涉农市场主体的商标品牌意识有了明显提高。

我们注重政策引导，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申请商标的积极性。秉持“市场未进，

商标先行”的理念，我们积极实施《商标发展奖补办法》，及时兑现小微企业品牌

创建与宣传奖扶政策，引导服务市场主体申请注册商标。截至今年年中，全区累计

注册商标总数 2968 件，年均增长率超过 10%。平均每万户市场主体的商标拥有量

达 2224 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

我们紧紧围绕主导产业，全力支持涉农特色品牌创建。一花独放不是春，为了

聚起满园春色，区政府大力支持涉农企业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把产业优势

转化为品牌优势，培育出一批拥有核心竞争力、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较高的企业。

在种植养殖方面，培育出施用农家肥的蒋家寨“昕果”猕猴桃，物联可视、全程可

溯的新集村“葡鑫”葡萄，具有完整产业链的“本香”猪肉，售价上千元一斤的“秦

宝”雪花牛肉等一系列知名品牌。在农产品加工方面，孕育出家乡味道的“妙味”

老酸奶、健康爽口的“圣桑”果汁、营养丰富的“天和美珍”食用菌等众多著名商标。

在生物制药方面，聚集了“郝其军”制药、“海利”疫苗、今正“气血和”保健品

等全省知名品牌。在农庄农家乐方面，打造出乡土气息浓厚的“崔西沟”农家乐、

欧洲风情的“尚特梅斯”庄园、亲子主题的“天和”蘑菇庄园、梁山侠气的“野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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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大院等 30 多个特色品牌。

我们强力打击侵权，为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区政府打击侵权假冒领导小组

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先后多次组织成员单位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

劣商品为重点的系列专项执法行动，通过“重点对象反复查，可疑目标突击查”，

发现并立案查处了一批侵犯商标专用权的案件，有效打击了商标侵权违法行为，保

护了企业合法权益。

近年来，虽然我区在推进商标战略实施、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工作取得了一些经

验和成效，但和许多兄弟县区比，和国外知名农业科技创新城市比，我们仍然存在

较大的差距。我们将借此次参加商标节的机会，认真学习借鉴国内外商标品牌建设

方面的宝贵经验，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营造氛围、不断完善机制、加强保护力度，

努力培育和打造世界级品牌，为农科杨陵、农科中国插上品牌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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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商标交流会

武广东

武广东   商标代理人    

工作语言：中文、英语

业务专长：商标申请、商标驳回复审、商标异议、无效、商标行政诉讼、

版权、域名、海关备案

个人简介  

武广东先生于 2014 年加入北京康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在两

年多的从业之间中，处理了大量的商标申请、商标驳回复审、商标异议、商

标无效以及其他类型的申请案件，积累了大量的商标代理经验，对商标诉讼

程序也有较为丰富的经验。武先生也为国外多家知名公司提供商标方面的法

律建议。武先生对商标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在法律适用

以及理由撰写上，有着自己独到、较为深刻的见解。

教育及从业经历

2008-2013 年    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 电子商务及法律系

    获管理学及工学双学士学位

北京康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商标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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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年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

2014 年	 		 	 加入北京康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代理案件

曾成功代理意大利阿玛尼公司的商标异议申请、不予注册复审等案件；

曾成功代理独木舟酒店集团的商标异议案件。

	

Guangdong Wu   

Trademark Attorney 

Specialties

· Trademark Prosecution 

· Trademark Review 

· Trademark Opposition / Invalidation 

·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 Trademark Licensing 

· Copyright

· Domain Name

· Customs

Biography

Mr. Wu graduate from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 

(BUPT) in 2013, major in E-commerce and Law.

Mr. Wu was engaged in trademark area in 2014. His main areas 

of practice are in the fields of Trademark Prosecution, Opposition/

Invalidatio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Customs Recordal, Copyright and 

Domain Names.

Languages: Chinese,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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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炜

魏炜    合伙人 / 律师

工作语言：中文　日文  英文

业务领域：商标申请、异议、复审、无效、行政诉讼、行政查处，及知

识产权侵权诉讼、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咨询、公司法务

个人简介 

2013 年 1 月加入集佳。之前曾任职于北京的大型知识产权事务所和律

师事务所的知识产权部门和日本公司法务部门，主要负责知识产权相关法律

咨询、知识产权相关诉讼、合同谈判、起草和审查、各种公司法律咨询等业

务，为多家日本公司提供法律服务，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曾

在日本多家专业法律杂志上发表文章。

教育背景

九州大学法学部 法学学士 

九州大学大学院法学府 法学硕士

北京集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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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永攀

胜永攀

专业资质：律师、专利代理人、商标代理人

从业及教育经历：

2000-2004 年，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工学学士

2005-2010 年，深圳电子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工程师

2010-2016 年，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六级执法员

2015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审查员（挂职）

2016 年至今，广州华进联合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华进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律师

个人简介：

·曾就职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主办或者参与办理

各种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的案件超过百件，其中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超过

30 件，商标侵权纠纷案件超过 50 件。

·曾参与广东省知识产权局组织的《广东省知识产权局系统专利侵权纠

纷案件立案标准》、《专利行政执法重大专项行动工作指引》和《广交会

专利投诉案件立案及处理规程（执法人员用）》的讨论和起草工作。

· 2015 年赴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挂职，办理专利驳回复审、

广州华进联合专利商标代理
有限公司合伙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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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宣告和行政诉讼案件。

荣誉：

·2012 年获深圳市市委、市政府嘉奖。

· 2014 年获广东省执法打假十大办案能手。

· 2016 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专家库首批入库专家。

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Yongpan Sheng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lawyer, patent&trademark attorney

Education and Working Experience: 

2000-2004, Tsinghu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2005-2010, Shenzhen Electronic Product Testing Center, Engineer;

2010-2016, Market Supervision Administration of Shenzhen Municipality,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Level 6);

2015, Patent Reexamination Board of the SIPO，Auditor(serve as a temporary 

position);

2016 till now，Guangzhou Advance China IP Law Office，Partner& lawyer

Personal Details:

·Used to work in Market Supervision Administration of Shenzhen Municipali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hosted or joined over 100, various kinds of, cases 

violating the laws of market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Among these cases, 

there are more than 30 cases concerning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s, and more 

than 50 cases concerning trademark infringement disputes.

·Used to join the discussion and drafting work of “Filing Standard of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s of Guangdo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Guidelines 

for the Major Special Operations of Patent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and 

“Regulations on filing and handling of patent complaint cases in Canton Fair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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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hosted by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Guangdong 

Province. 

·Served as an auditor of Patent Reexamination Board of the SIPO at a temporary 

position in 2015, handling cases concerning patent rejection review, invalidation of 

the patent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Honors and Awards:

·2012, Award of Party committee and government of Shenzhen Municipality

·2014, Top ten experts of Anti-counterfeiting of Guangdong Province

·2016, One of the first IP experts entering expert tank of Guangdong Province

Language: Chinese,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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