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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我国有望成为年我国有望成为年我国有望成为年我国有望成为"商标强国商标强国商标强国商标强国" 

  

9 月 3 日，记者从在云南昆明开幕的 2012 中国商标年会上获悉，通过实施

商标战略，我国的商标工作上升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商标注册年申请量由 2008

年的 69.8 万件跃升至 2011 年的 141.7 万件，继续位居世界第一。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副局长付双建在讲话中强调，工商部门将继续完善商标法律制度，深入

实施商标战略，推进我国到 2020 年初步实现由“商标大国”向“商标强国”转

变。 

付双建在讲话中指出，2011 年全年，全国 53 个国家商标战略实施示范城市

（区）商标注册申请量合计近 52 万件，占国内申请总量的 40.8%；有效注册商

标合计近 189 万件，占国内总量的 39.8%。然而，我国商标注册数量虽然多，但

是国际知名品牌尚少，中国品牌的附加值和世界竞争力还不强，与我国的经济规

模和发展速度不相适应。要彻底扭转这一被动局面，要求我们积极面对国际知识

产权保护体系的新变化，进一步提升我国企业利用商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

力，加大商标境外注册力度，提高海外维权水平，创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

名品牌，利用自主品牌在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从而推动我国从“世界工厂”向

“世界品牌”的转变。 

对此，付双建强调，要推进我国到 2020 年初步实现由“商标大国”向“商

标强国”转变，就必须进一步完善商标法律制度，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

的商标法律保障；进一步提升商标注册和管理效能，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公

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深入推进商标战略的实施，为服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更大贡献；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

和实践创新，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我国商标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

支持。（知识产权报 记者 张海志 梁丹丹） 

 

 

 



 

国内发国内发国内发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比重逐步提高明专利申请比重逐步提高明专利申请比重逐步提高明专利申请比重逐步提高 

 

日前，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获悉，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专利申请量和授权

量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今年 1 月至 9 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共

受理发明专利申请 42.3 万件，同比增长 22.3%；其中，国内申请 33.6 万件，同

比增长 26.3%，占发明专利申请总量的 79.4%，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比重较 2009

年同期增加了近一成。 

实际上，除了发明专利申请结构的变化外，我国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也呈现出

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国家知识产权局共授权发明专

利 16.4 万件，同比增长 28.1%；其中国内授权 10.8 万件，同比增长 30.1%，高

于总体增长率，占发明专利授权总量的比重也达到了 65.9%。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大力、持续激发技术创新，而无论是原始创新、集成

创新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措施与成果，都需要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的保驾护

航与指路导向。”陶鑫良说，“可以说，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看

技术创新的数量与质量，而创新之数量与质量的主要指标之一就看申请和获得的

发明专利的数量与质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特别是如发明专利这样

的高质量知识产权的相关指标数据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发展动向。” 

诚如陶鑫良所言，实际上，此次统计数据显示出我国专利申请增速放缓的特

点也较为引人关注。今年 1月至 9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 3种专利申请 139.9

万件，同比增长 28.6%，专利申请总量虽然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但较去年同期增

速下降超过 10 个百分点，增速放缓态势明显。陶鑫良认为，在我国专利申请连

续多年持续大幅度增长的历史周期状态下，今年前三季度的增速放缓现象是一种

十分自然的系统调整效应。“一方面，象征了逐年持续增长的专利申请可能需要

一个调节阶段；另一方面，如上所述，这反映出了企事业单位从早期专利申请的

数量化倾向转至如今开始更注重专利申请的质量化。”陶鑫良认为，建设创新型

国家就是要在发明专利数量发展的基础上，重点追求那些核心性、基础性发明专

利的申请、获权与运用，最终实现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知识产权

报 记者 崔静思 通讯员 刘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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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美滋商标纠纷 

看驰名商标的保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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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名商标        纠纷        保护    

故故故故    

事事事事    

介介介介    

绍绍绍绍    

起源起源起源起源：国际营养品有限公司是驰名商标“多美滋”的拥有者，该商标使用

在奶制品及婴幼儿食品上；海南大中漆厂(香港)有限公司于 2002年 8月在清漆、

油漆等商品上注册的“多美滋 Dmmex DD 及图”商标。 

纷争纷争纷争纷争：国际营养品公司把商评委告到法院，要求撤销海南大中漆厂(香港)

有限公司于 2002 年 8 月在清漆、油漆等商品上申请注册“多美滋 Dmmex DD 及

图”商标。 

结局结局结局结局：法院判决撤销海南大中漆厂“多美滋 Dmmex DD 及图”商标。 

演演演演    

员员员员    

介介介介    

绍绍绍绍    

国际营养品有限公司国际营养品有限公司国际营养品有限公司国际营养品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国际知名奶制品及婴幼儿食品制造商，使

用商标为“多美滋”， 1992 年进入中国市场，连续四年在全国婴幼儿奶粉市场

销售额领先，该公司及其许可经营商在中国拥有多美滋及多美滋相关商标近该公司及其许可经营商在中国拥有多美滋及多美滋相关商标近该公司及其许可经营商在中国拥有多美滋及多美滋相关商标近该公司及其许可经营商在中国拥有多美滋及多美滋相关商标近 100100100100

项项项项。。。。 

海南大中漆厂海南大中漆厂海南大中漆厂海南大中漆厂((((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该公司系香港大青马制漆集团(DA TSING MA 

GROUP)在海南大特区投资设立的大型制漆企业，该公司已跻身全国私营企业 500

强。该公司在中国注册了多美滋等该公司在中国注册了多美滋等该公司在中国注册了多美滋等该公司在中国注册了多美滋等 39393939 项商标项商标项商标项商标。。。。 



 

    

    

点点点点    

评评评评    

和和和和    

启启启启    

示示示示 

  

 

点评点评点评点评：：：：“多美滋”商标经过多年使用和推广，属于奶制品和婴儿食品上的

驰名商标，应获得特殊保护，而大中漆厂抢注“多美滋”商标，是对驰名商标

的复制和抄袭，会误导公众，并损害国际营养品公司的合法权益。 

启示启示启示启示：：：：驰名商标依据商标条例应予跨类保护； 

《商标法》第 13条第 2款规定，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

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

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具体地说，保护主要在以下三方面：  

1、将与他人驰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在非类似商品上申请注册，且可

能损害驰名商标注册人的权益的； 

2、将与他人驰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在非类似的商品上使用，且会暗

示该商品与驰名商标注册人存在某种联系，从而可能使驰名商标注册人的权益

受到损害的； 

3、自驰名商标认定之日起，他人将与该驰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作为

企业名称的一部分使用，且可能引起公众误认的； 

违反以上三方面任意一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均可不予核准登记。 

 

其他类似案判决简介： 

1、“哈根达斯”之争：美国通用磨房食品公司状告商评委、第三人殷星案。

通用磨房公司称，“哈根达斯”是该公司所有的知名冰淇淋品牌，殷星则在服装

类注册了“哈根达斯”商标，商评委认为，两者在原料、用途等方面差异巨大，

不属于类似产品。法院认为，“哈根达斯”属于驰名商标，应予跨类保护，判决

撤销商评委裁定。 

2、“太太乐”之争：雀巢产品有限公司诉商评委、第三人叶小芳案。叶小

芳在精制坚果仁等商品种类上拥有“太太乐”商标，雀巢公司认为这和公司的

“太太乐”鸡精相冲突，容易误导消费者，但商评委没有采纳雀巢公司的意见。

法院认定雀巢公司的“太太乐”属于驰名商标，判决撤销商评委的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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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保护的方法专利保护的方法专利保护的方法专利保护的方法：：：：优先权规则的有效应用优先权规则的有效应用优先权规则的有效应用优先权规则的有效应用及意义及意义及意义及意义   

   

发明人的发明人的发明人的发明人的困惑困惑困惑困惑：**开发了一个生物农药，但效果数据不完善，此时可以申请专利

保护成果么？  

是否申请及如何申请是否申请及如何申请是否申请及如何申请是否申请及如何申请，，，，发明人面临发明人面临发明人面临发明人面临以下困惑以下困惑以下困惑以下困惑：：：： 

1. 如果申请专利，担心技术资料不全，影响专利申请； 

2. 担心技术内容不慎公开影响以后专利申请的新颖性； 

3. 不申请专利又担心他人申请类似专利影响自己。 

解决办法解决办法解决办法解决办法：农药开发好即申请专利，试验效果在原申请日后 12 个月内再提交一

个在后专利申请；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在后申请需要包括在先申请专利内容和后期实验效果内容； 

好处好处好处好处：本案例避免他人抢先申请或技术公开问题，提高了专利质量，延长了 

专利保护时间。 

优先权的意义优先权的意义优先权的意义优先权的意义：：：： 

（一）有助于及时申请专利； 

（二）提高专利的质量，一般来说，第一次申请的背景技术资料，往往收集

的不够全面，或者对自身的发明创造的认识及其解决技术问题的方案等都有一定

的局限性，通过要求优先权的方法，发明人与代理人能够有较充足的时间对技术

与专利保护的系列问题，甚至对市场上可能出现一些有关问题，进行较深入研究

分析，在此基础上修改完善后的专利申请，其质量一般都比较有保证； 

（三）加强专利的保护，优先权规则使在后申请的保护期从其实际申请日起

计算，而不是从优先权日计算，这样就比在先申请延长了近 12 个月的专利保护

期，更有利于专利的保护；    

（四）有利于专利申请种类的转换：有了优先权制度，申请人可根据自己的

选择在优先权期限内选择实用新型或发明专利来保护自己的发明创造。 

优先权的法律规定优先权的法律规定优先权的法律规定优先权的法律规定： 

优先权原则源自 1883 年签署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其目的是为了便于

缔约国国民在其本国提出专利后向其他缔约国提出申请时享有优先权地位。对于



 

优先权期限而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申请的优先权期限为自申请日起 12 个月。 

中国专利法 29 条规定：申请人就相同主题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外国第一

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又在中国提出申请的，依照该国同中国签订

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相互承认优先权的原则，可以享有优

先权，这种优先权，称为外国优先权；申请人就相同主题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

中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又以该发明专利申请为基础向专利

局提出发明专利申请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或者又以该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为

基础向专利局提出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或者发明专利申请的，可以享有优先权，这

种优先权称为本国优先权。 

 

从知识产权视角看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从知识产权视角看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从知识产权视角看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从知识产权视角看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作家莫言荣获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是实至名归、值得高兴的事情，

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界的骄傲，也令中国知识产权界值得自豪。伴随着中国文化“走

出去”的步伐，由知识产权保护产生的成果已经得到世界的认同。应该说，这个

结果，是当今中国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取得的一项举世瞩

目的成果。 

  从知识产权视角来看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起码蕴涵着三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体现了文学艺术创作离不开行之有效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著作权制度

的确立，是通过依法保护，来维护创作者及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从而进一步激发

创作者的创作热情。作家莫言获得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值得肯定的是莫言个

人创作了以《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蛙》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优秀作品。

其实，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 30 多年时间里，正是中

国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和逐步完善的一个重要时期。 

二是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知识产权法律来保驾护航。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不但在国内掀起了“莫言热”，其作品成为书市的热门，而且在世界许多国家

也在引发高度关注，产生着一种连锁反应。这种现象表明，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

文化都有广阔的市场。发展文化产业，知识产权的作用不可或缺。这些论述充分

阐明了知识产权在社会文化发展进步中的先导性作用，揭示了知识产权制度建设

对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作用及其意义所在。 



 

  三是莫言获奖及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再次证明了我国知识产

权事业发展的成就。应该说，此次诺贝尔文学奖花落中国，标志着中国知识产权

保护及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成就得到了世界的关注和认同，同时也为中国文化走

向世界创造了良好机遇。 

笔者认为，在这样的新形势下，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应继续加强。这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著作权及知识产权制度，以高水准

的保护，为文学艺术创作者保驾护航，进一步激发其创作热情；第二，积极响应

国务院有关部署，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行为，为文化产业大发展大

繁荣创造良好的氛围;第三，在依法保护的前提下，遵循市场规律办事，进一步

加快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步伐，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影响力进一步

扩大，在国际社会全面提升中国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也是一个新的起点。（知识产权报 作者 曹新明） 

    

    

    

公司负责人前往山东隆大公司作专利讲座公司负责人前往山东隆大公司作专利讲座公司负责人前往山东隆大公司作专利讲座公司负责人前往山东隆大公司作专利讲座    

9 月 17 日，公司负责人李绩前往山东隆大公司进行专利讲座交流。讲座围

绕生物专利申请和撰写进行。并围绕专利的撰写问题和企业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

探讨。    

    

公司负责人受邀到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做专利报告公司负责人受邀到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做专利报告公司负责人受邀到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做专利报告公司负责人受邀到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做专利报告    

11 月 9 日，公司负责人李绩前往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进行专利讲座交

流。讲座就生物专利的有效保护方法进行交流。并围绕菌种专利的专利保护问题

和研究所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探讨。 

    

公司负责人前往湖南鸿鹰祥公司作专利讲座及参观学习公司负责人前往湖南鸿鹰祥公司作专利讲座及参观学习公司负责人前往湖南鸿鹰祥公司作专利讲座及参观学习公司负责人前往湖南鸿鹰祥公司作专利讲座及参观学习    

11 月 14-16 日，公司负责人李绩前往湖南鸿鹰祥公司进行专利讲座交流。讲

座围绕生物专利申请和撰写进行。并在生产现场学习酶制剂生产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