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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态

1、 2021年世界知识产权日：知识产权和中小企业：把创

意推向市场

为了让人们了解知识产权鼓励创新和创造的作用，每年的 4月 26 日，我们

都庆祝“世界知识产权日”。

每个企业都始于创意。每天在全球运营的数百万家中小企业中，每一家都始

于一个在某人脑海中成形并进入市场的创意。

创意如果得到智慧、诀窍和天赋的滋养和充实，就会成为一种知识产权资产，

可以推动企业发展、经济复苏、人类进步。世界各地的创造性头脑——建筑师、

艺术家、工匠、设计师、工程师、企业家、研究人员、科学家和其他许多人——

每天都在产生新的创意。从艺术到人工智能，从时尚到农耕，从可再生能源到零

售业，从电视到旅游业，从虚拟现实到电子游戏，不一而足。

他们的有些创意转化为我们想要购买的产品和服务。其他创意则没有成功。

通往市场的旅程可能充满艰险。但是，只要注重知识产权，企业就能预测、驾驭

并更好地管理铺就商业化道路的诸多曲折。

在经济复苏为当务之急的时候，2021 年世界知识产权日揭示中小企业在经

济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它们如何利用知识产权来建立更强大、更有竞争力和更有

韧性的企业。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它们提供我们每天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它们孵

化出突破性的创新和鼓舞人心的创造，并创造就业机会；其中一些成为未来的世

界一流企业。

中小企业占世界企业的 90%左右，雇用全球约 50%的劳动力，在许多新兴经

济体中，中小企业创造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 40%，如果算上非正规企业，这一比

例还会更高。

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创意，并将其创意与智慧相结合，创造出消费者需要的

产品或服务。每个企业都可以利用知识产权来保护商业资产并从中创造价值。然

而，许多企业并不知道自己拥有知识产权，也不知道知识产权是有价值的。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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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许多企业错失了提高盈利和增长的机会。研究表明，当企业精通知识产权、

购进和管理知识产权时，它们的业绩会更好。

如果你是知识产权世界的新手，2021 年世界知识产权日是一个机会，让你

了解知识产权制度的各种工具——商标、外观设计权、版权、专利、商业秘密、

地理标志等等——如何支持你将自己的创意推向市场。

有了知识产权，你可以将一个创意变成商业机会，创造价值，创造就业，并

丰富消费者的产品选择。有了知识产权，你的企业可以蓬勃发展，你的社区可以

繁荣昌盛。

2021 年世界知识产权日还强调产权组织及世界各地的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

局在为中小企业创造有利条件，以推动创新和创造、促进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方

面所发挥的核心作用。

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庆祝每家中小企业背后的智慧和创造力，庆祝它们改

变现状的勇气，以及它们对改善我们日常生活的贡献。请支持本地中小企业，助

力本地创新。

当前，经济复苏成为当务之急，2021 年世界知识产权日将：

1、介绍知识产权体系下的各种工具，如商标、外观设计权、版权、专利、

商业秘密、地理标志等，以及如何将自己的创意推向市场；

2、揭示中小企业在经济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它们如何利用知识产权来建立

更强大、更有竞争力和更有韧性的企业；

3、强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世界各地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局在为中小企

业创造有利条件，以推动创新和创造、促进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方面所发挥的核

心作用。

（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官网、中国知识产权报）

2、 2020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发布

4 月 25 日，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二〇二〇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

况》白皮书。从保护成效、制度建设、审批登记、文化建设和国际合作等多个方

面，总结了 2020 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实践做法和进展情况，介绍了一年来知识

产权保护工作成效，全文约 2万字。



《知识产权法律资讯》编委：谢湘辉、何美华、李良、车小燕 2021 年 4 月号—总第 44 期

本期责任编辑：车小燕

4

一是在保护成效方面。白皮书指出，各有关部门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

和行政执法力度，持续推进重点领域专项治理，健全工作机制，为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培育稳定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2020 年中国

知识产权保护成效得到各国创新主体和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

意度创新高，达到 80.05 分（百分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2020 年全球

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第 14 位。

二是在制度建设方面。白皮书指出，按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各有

关方面依法履行职责，不断健全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知识产权保护法治

化工作水平进一步提高。2020 年，我国修改出台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 4部；

发布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司法解释 6个；出台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政策文件 20

余个；发布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国家标准 2个。

三是在审批登记方面。白皮书指出，各类知识产权审批登记数量持续增长，

审查质量与效率显著提高。2020 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 53 万件，每万人口发明

专利拥有量达到 15.8 件。商标注册量 576.1 万件，国内申请人提交马德里商标

国际注册申请 7553 件，在马德里联盟中排名第三。著作权登记总量为 503.9 万

件。高价值专利审查周期压减至 14 个月，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压减至 4个月。

四是在文化建设方面。白皮书指出，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握新形势新任务。办好知识产权宣传

周等重要活动。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典型案例、开展主题宣传等形式，多

角度讲好中国知识产权故事，展示文明大国、负责任大国形象。

五是在国际合作方面。白皮书指出，2020 年，中国继续深化与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各国各地区知识产权机构的交流合作，为积极应对新冠疫

情对知识产权保护带来的不利影响，贡献中国方案。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生效，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欧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正式签署，推动全球知

识产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我国于 1994 年发布第一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自 1998 年起，按年度

编制发布，至今已 20 余年。白皮书客观反映当年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进展和突出

成效，已成为国内外各界了解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传递中国政府强化知识产

权保护坚定立场的权威文件。（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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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长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知识产权分论

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4 月 19 日，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举办“知识产权与中小企业：将创意

推向市场”分论坛。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应邀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申长雨在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小企业是保持市场经济韧劲和活力的重要基础，

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关键环节，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

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中

小企业发展。一是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为中小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创新

环境。在全国布局建设 62 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提供快速协同

保护，累计备案企业达到 1.8 万家，其中多数是中小企业。二是通过促进知识产

权运用，为中小企业解忧除困。2020 年全国专利商标质押登记担保金额达到 2180

亿元，惠及近 9000 家中小企业。三是通过优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为企业发展

提供助力。布局建设 51 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和 60 家高校国

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四是通过强化知识产

权管理，助力中小企业强身健体。指导 5.5 万家企业贯彻实施《企业知识产权管

理规范》，为 2万多家中小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托管服务。

申长雨介绍，去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国家知识产权局深入了解中小企业困

难和需求，及时制定应对措施，有力支持了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和健康发展。当前，

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中小企业仍面临不少挑战和困难。下

一步，国家知识产权局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要

求，加强精准支持，助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主任刘华代表分

论坛主办方分别致辞。李保东在致辞中指出，知识产权制度作为激励创新的基本

保障和国际通行规则，对科技创新趋势影响巨大。博鳌亚洲论坛对新形势下知识

产权保护工作高度重视，将其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博鳌亚洲论坛愿意与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一道，在促进国际科技合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刘华表示，中小企业是创造就业和发展经济的中坚力量，利用知识产权赋能中小

企业发展正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宗旨和目标所在。在当前时代背景下，中小企



《知识产权法律资讯》编委：谢湘辉、何美华、李良、车小燕 2021 年 4 月号—总第 44 期

本期责任编辑：车小燕

6

业对于经济复苏的作用更加关键，知识产权对于创造一个更有韧性、更有活力的

企业的作用也更为关键。

中央宣传部版权管理局局长于慈珂等中外政府部门、专家和企业代表分享了

各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好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经验和建议。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4、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打击商标 恶意抢注行为专

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工作重点：专项行动重点打击以下商标恶意抢注、图谋不当利益，扰乱商标

注册管理秩序，造成较大不良社会影响的行为：

（一）恶意抢注国家或区域战略、重大活动、重大政策、重大工程、重大科

技项目名称的；

（二）恶意抢注重大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灾难、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

全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相关词汇、标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三）恶意抢注具有较高知名度的重大赛事、重大展会名称、标志的；

（四）恶意抢注行政区划名称、山川名称、景点名称、建筑物名称等公共资

源的；

（五）恶意抢注商品或服务的通用名称、行业术语等公共商业资源的；

（六）恶意抢注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公众人物姓名、知名作品或者角色名称的；

（七）恶意抢注他人具有较高知名度或者较强显著性的商标或者其他商业标

志，损害他人在先权益的；

（八）明显违背商标法第十条规定禁止情形以及其他违反公序良俗，对我国

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造成重大消极、负面

社会影响的；

（九）商标代理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从事上述行为，仍接受其委托

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扰乱商标代理秩序的；

（十）其他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

对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囤积商标注册申请的处置，已另行发文进行整治。



《知识产权法律资讯》编委：谢湘辉、何美华、李良、车小燕 2021 年 4 月号—总第 44 期

本期责任编辑：车小燕

7

（来源：国家商标局，链接：

http://sbj.cnipa.gov.cn/tzgg/202103/t20210324_327226.html）

5、《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

解释》的理解和适用

一、起草背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规划了我国未来 5年发展蓝图，设定了 2035 年的远景

目标。当前，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应当贯彻新发展理

念，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服务保障构建新发展格局。引入和落实知识产权惩罚

性赔偿制度，依法惩处严重侵害知识产权行为，可以阻遏侵权并充分补偿权利人，

符合新发展理念内在要求，有利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激发社会创新

活力，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

2018 年 1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的主旨演讲

中提出，中国将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此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修订和政策

制定工作加速推进。2019 年修正的反不正当竞争法、2020 年修正的专利法和著

作权法等知识产权部门法均增加了惩罚性赔偿条款。此前，2013 年修正的商标

法、2015 年修正的种子法率先确立了惩罚性赔偿规则。2021 年施行的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八十五条总括性规定了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标志着惩罚性赔偿在

知识产权领域实现全覆盖。

2019 年 11 月 11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引入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国务院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发布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提出，国家建立知识产权侵权

惩罚性赔偿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健全

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企业商

业秘密保护。2020 年 11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

集体学习时强调，抓紧落实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这标志着知识产权惩罚性

赔偿制度加速进入全面落实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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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中央决策部署到法律规定，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建日臻完

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价值意义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制定

出台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既是落实落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践需要，也是保证

惩罚性赔偿制度能够用好用到位的重要举措。

二、起草过程和主要原则

2015 年 9 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市场价值研究（广东）

基地，逐步总结归纳出了“以市场价值为导向，构建科学合理的知识产权损害赔

偿制度”“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等裁判规则。为更加系统全面地对知识产权惩

罚性赔偿制度进行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将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列为

2019 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西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等课题承担单位提交了优秀研究报告。

上述探索研究为《解释》的起草打下了良好的实践和理论基础。

在《解释》起草过程中，我们先后征求了中央有关立法、行政、检察部门以

及高级人民法院的意见，并先后召开了两次座谈会，征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有关学者和产业界、律师界代表的意见，充分吸

收了有关修改意见和建议。

《解释》主要遵循了以下 4项原则：

一是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在《解释》起草过程中，我们紧紧围绕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落实知识

产权保护工作“五个关系”，积极探索完善符合知识产权案件规律的诉讼规范，

不断优化有利于创新的知识产权法治环境，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二是保证法律统一正确适用。《解释》涉及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反

不正当竞争法、种子法等多部法律，在起草过程中，我们严格遵循正确统一适用

民法典的要求，依法解释，既保证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标准统一，又尽量协调各部

门法之间的表述差异，坚持全面平等保护原则，审慎明确适用条件。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于 2014 年、2017 年对专利法、著

作权法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报告指出，知识产权案件存在赔偿数额低等问题。知

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低，一方面导致权利人损失难以弥补，另一方面导致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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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侵权难以有效遏制。《解释》的起草，立足解决上述瓶颈问题，依法惩处严重

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

四是增强实践操作性。《解释》旨在通过明晰法律适用标准，增强惩罚性赔

偿司法适用的可操作性，为当事人提供明确的诉讼指引，确保司法解释好用、管

用。

在起草过程中，有意见认为，对不同种类的知识产权要区分处理，对适用要

件分别作出规定。经研究，我们认为，侵害各类知识产权行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

要件和赔偿标准应当一致。首先，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条明确规定的知识产权客

体就有 7种，还有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难以逐一规定。虽然著作权法、商标法、

专利法等分别对惩罚性赔偿作出了规定，但在民法典对惩罚性赔偿已经作出了总

括性规定的情形下，如果再区分客体分别作出规定，适用要件不仅容易重复，也

可能产生冲突，不利于民法典的统一正确适用。其次，著作权、商标、专利等同

为知识产权客体，法律属性一致，因此在适用惩罚性赔偿法律要件上，不宜对专

利等技术类知识产权客体作区别对待。

三、关于司法解释名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 6条第 2款规定，对在审判工

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某一法律或者对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如何应用法律制定的

司法解释，采用“解释”的形式。鉴于《解释》主要针对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中如何应用民法典等法律规定的惩罚性赔偿问题，故采用“解释”的形式。

在起草过程中，有意见认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不仅涉及知识产权民事、行

政案件，还会涉及仲裁裁决的撤销和执行、诉前调解等审判领域，为了给将来适

用留足空间，建议将题目改为《关于知识产权审判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我

们认为，考虑到已有司法解释名称通常采用“审理……案件”的表述，侵权纠纷

之外的知识产权审判领域亦可参照适用本解释，故题目未采用“知识产权审判”

的表述。

四、关于故意、恶意的认定

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历史来看,由于惩罚性赔偿具有加重责任的性质, 侵权

故意是惩罚的正当性基础。为实现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和预防的社会控制功能，同

时为了防止被滥用,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是决定惩罚性赔偿的重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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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为故意，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反不

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为恶意。经征求各方意见和反复研究，我们认为，

对故意和恶意的含义应当作一致性理解。首先，民法典是上位法，商标法和反不

正当竞争法虽然修改在前，但对其所规定的恶意的解释也应当与民法典保持一致。

而且，在民法典颁布后修改的专利法和著作权法均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为

故意。其次，在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故意与恶意常常难以精准地区分，作一致

性解释有利于增强实践操作性，也有利于避免造成这样的误解：恶意适用于商标、

不正当竞争领域，而故意适用于其他知识产权领域。

行为人的故意是一种内在的主观状态，在民事诉讼中查明难度较大，往往只

能通过客观证据加以认定。通常情况下，侵权人与权利人的关系越密切，侵权人

知道诉争知识产权的可能性就越大。例如，商标法第十五条、《关于审理商标授

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5 条和第 16 条就如何认定具有明知他人商

标的特定关系作了规定。

五、关于情节严重的认定

情节严重主要针对侵权手段、方式及其造成的后果等,一般不涉及侵权人的

主观状态。《解释》第 4条列举的情形，主要源自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

为了正确实施惩罚性赔偿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发布了 6

件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均涉及情节严重认定问题。

如五粮液公司与徐中华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五粮液公司经商标注册人许可，独

占使用“ ”注册商标。徐中华实际控制的店铺曾因销售假冒五粮液白酒及擅

自使用“五粮液”字样的店招被行政处罚。徐中华等人因销售假冒的五粮液等白

酒，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等刑罚。在徐中华等人曾

因销售假冒五粮液商品被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情形下，一审、二审法院考量被

诉侵权行为模式、持续时间等因素，认定其基本以侵权为业，判令承担两倍的惩

罚性赔偿责任。该案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准确界定了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等情节严

重情形，具有示范意义。

六、关于基数的确定

关于惩罚性赔偿基数的计算方式，专利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著作权法第五

十四条第一款、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种

子法第七十三条第三款均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因损害赔偿数额难以精确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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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导致惩罚性赔偿适用时常面临困境。为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遏制侵权的重要

作用，立足知识产权审判实际，《解释》第 5条第 3款将参考原告主张和提供的

证据所确定的赔偿数额作为基数的一种。此外，制止侵权的合理开支在实际维权

过程中才能发生，与侵权赔偿的指向不同，而且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反

不正当竞争法均把合理开支排除在计算基数之外，因此第 5条第 1款规定，基数

不包括原告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同时，考虑到种子法规定合理开支包

含在计算基数之内，该款增加但书：“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关于基数计算方式，著作权法规定赔偿数额计算基数为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

违法所得，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种子法规定的计算基数为实际损

失或者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种子法规定的计算基数

是先按照实际损失确定，难以确定的按照因侵权所获得利益确定，即规定了先后

次序，而著作权法和专利法未规定计算基数的先后次序。为解决与各部门法衔接

的问题，《解释》第 5条第 1款规定，应当分别依照相关法律。

需要指出的是，填平性赔偿数额即基数和惩罚性赔偿数额应当分别单独计算。

也就是说，如果惩罚性赔偿的倍数确定为 1倍，那么被诉侵权人承担的赔偿总额

应当为填平性赔偿数额加上惩罚性赔偿数额之和，即为基数的两倍。

七、关于倍数的确定

倍数是决定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另一关键因素，人民法院综合案件整体情况在

法律规定的倍数幅度范围内依法确定。在确定倍数时，不仅要考虑到侵权人过错

程度、情节严重程度、赔偿数额的证据支持情况等，还需要考虑知识产权惩罚性

赔偿与行政处罚和刑事罚金的关系。此外，倍数可以不是整数。

关于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与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的关系问题，三者在价值取

向上不完全一致，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七条也已有明确规定，因此，为加大侵权制

裁力度，《解释》第 6条规定，不能因已经被处以行政罚款或者刑事罚金而减免

民事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但是，为避免当事人利益严重失衡，《解释》第

6条第 2款同时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倍数时可以综合考虑已执行完毕的行政罚

款或者刑事罚金情况。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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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1、“脸淘”碰上“淘宝”，近似吗？

近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受理了原告广东脸淘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脸淘公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下称阿

里巴巴公司）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一案。

第 19802423 号“脸淘 ”商标

阿里巴巴公司认为：

2019 年，阿里巴巴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针对诉争商标的无效宣告请

求，其认为：1.诉争商标与其申请注册的第 8082000 号“淘”商标、第 7463724

号“淘宝”商标、第 5130013 号“淘宝 TAOBAO”商标等九枚系列商标构成使用

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

↑阿里巴巴公司系列商标

2.诉争商标是对其申请注册的第 5626331 号“淘宝”驰名商标在密切关联

商品上的刻意摹仿，诉争商标的注册和使用会误导公众，损害申请人驰名商标利

益；3.脸淘公司在与“淘宝”密切关联的商品或者服务上大量申请注册“脸淘”、

“脸淘云商汇”商标，具有傍名牌、搭便车的明显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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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阿里巴巴公司认为诉争商标的注册违反《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

（八）项、第十三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诉争商标无效。

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

阿里巴巴公司的无效宣告理由部分成立，诉争商标在除“芯片（集成电路）”

之外的商品上的注册相对于阿里巴巴公司拥有的“淘宝”等九枚引证商标，构成

使用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构成商标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

的情形；诉争商标在“芯片（集成电路）”商品上的注册相对于阿里巴巴公司申

请注册的“淘宝”等九枚引证商标，未构成商标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

情形。因此，国家知识产权局裁定诉争商标在“芯片（集成电路）”商品上的注

册予以维持，在其余商品上的注册予以无效宣告。

脸淘公司不服该裁定，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来源：知产北京）

2、短视频模板也受法律保护！首例短视频模板著作权侵权

案宣判

剪映 App 是一款视频编辑软件，经微播公司授权确认由脸萌公司负责运营。

2020 年 2 月 27 日，制作人“阿宝”在剪映 App 上发布了“为爱充电”短视频模

板，用户可通过替换模板中的可更换素材形成自己的视频。二原告经制作人授权

取得相关著作权权利。同年 2月 28 日，两被告在运营的 Tempo App 上传了被控

侵权视频。二原告主张二被告侵害其信息网络传播权、复制权、改编权及汇编权。

二被告辩称涉案短视频模板不具有独创性，不构成作品，不应受到著作权保护。

裁判要点

01 明确短视频模板作品独创性的判断标准

短视频模板依托平台制作，具有录影时间短、主题明确、社交互动性强、制

作过程简化等特点，基于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利益平衡的考虑，在判断其是

否具有独创性时，不宜采取过高的判断标准。一方面，短视频模板必须由作者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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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创作完成，不能复制或剽窃他人作品；另一方面，短视频模板必须是作者创造

性的智力成果，是作者思想或情感内容的表达，可以体现作者的个性。

判定涉案短视频模板“独创性”时的具体考量因素：首先，是否独立创作完

成。涉案短视频模板创作过程中选择了剪映 App 中已有的音乐、贴纸、特效等元

素，判断是否独立完成应以该短视频模板与上述元素间是否存在能够被客观识别

的差异为条件，本案制作者将上述元素进行选择与编排制作出的短视频模板与既

有各个独立的元素存在客观明显的差异，且没有证据证明在发布前存在相似的短

视频模板，故应当认定由制作者独立创作完成。

其次，涉案短视频模板具有创作性，具体体现在剧情的安排和画面的组合上，

其以“女生节表达爱意”为主题，塑造了女生面对追求从面临选择、内心犹豫、

作出决定、开始追求、情感积累、恋爱达成后甜蜜温馨的情感故事。在画面的组

合上，以显示为 3月 7日 5：20 的苹果手机待机界面为背景，通过在“Player”

与“watcher”中的选择体现内心的犹豫以及决定追求的决心。随着苹果充电图

标中粉红色爱心充满电池的动画体现爱情的升温，最终在电量满格后，背景图中

朦胧的女生以清晰的图形出现，音乐随之高昂，彩虹、爱心、星星散花般迸出布

满屏幕，产生类似“烟花爆炸”的特效体现恋爱达成后的幸福甜蜜。由此可见，

该短视频模板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视听整体，其中包含了制作者多方面的智力

劳动，制作者根据想要表达的思想主题，奠定风格基调，寻找合适的背景音乐、

图片，再根据音乐的节奏点搭配不同的贴纸、特效、滤镜、动画等元素，并结合

主观需要协调多种元素的排列方式、大小、顺序和持续时间，整个创作过程存在

智力创造空间，具有独特的选择、安排与设计，体现了制作者的个性化表达。涉

案短视频模板的展现具备连续动态效果的表现形式，具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

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

播的特性，故而认定其属于类电作品。

02 涉案侵权行为的分析认定

被控侵权短视频模板与涉案短视频模板相比，除可自由替换的两张人物图片

外其他不可编辑部分的内容基本相同，而作为可任意替换的人物图片不是该视频

模板的核心要素，也并非该短视频模板的独创性所在，因两短视频模板在个性化

的选择、设计与排列上相同，应认为两者在整体上构成实质性相似。二被告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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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的 App 上共同或分别提供被控侵权短视频模板，使得用户可以在其个人选定

的时间和地点播放、下载、制作及分享，该行为构成对二原告涉案作品信息网络

传播权的侵害。

关于侵犯复制权、改编权以及汇编权的主张，由于区分数字环境中复制权与

信息网络传播权两项权利的关键点在于作品上传完成后所处的状态，本案中涉案

作品被置于网络传播状态，此时作品复制行为被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吸收，只构成

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被控侵权短视频模板与涉案短视频模板并无实质性差异，

亦不能认为产生了新作品，不构成对改编权的侵犯；两短视频模板整体上系同一

视听内容，只对其中可替换素材进行简单替换的行为并未达到汇编作品所要求的

对素材选择及编排的独创性，不构成汇编权侵权。

法官点评

本案涉及短视频模板能否得到著作权法保护、给予何种程度保护等新类型法

律问题的解决，对司法实践中如何平衡好创作与传播、权利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

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

短视频模板由创作者对图片、音乐、特效等各类元素进行编排形成短视频框

架，并预留出可供其他用户进行替换的要素，方便用户替换后形成含有个人元素

的短视频。此类模板独创性的判断可结合“整段视频”说和“模板框架”说进行

独创性的分析和具体比对。短视频模板允许其他用户替换要素的特性增进了与网

络用户之间的交流，丰富了群众的娱乐生活，在符合独创性标准时理应受到法律

保护。而短视频模板时间的长短与创作性有无的判定没有必然联系，该模板能较

为完整地表达制作者的思想感情，时长较短不影响创作性的判定。

对于诉争的复制权、改编权、汇编权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这四项权利，本案

判决就其各自所控制的行为对象、权利边界及相互关系，结合短视频模板的特性

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阐述，作出了适用和认定。

本案判决充分贯彻合理确定不同领域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和保护强度的司

法政策，根据著作权关于在作品特性、创作空间等方面的特点，充分考虑互联网

＋背景下创新的需求和特点，合理确定了短视频模板独创性的判断尺度，划分了

著作权范围与公共领域的界限，实现了保护知识产权与促进创新，为规范短视频

模板的使用方式提供指引，有助于规范网络传播行为，推动文化产业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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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杭州互联网法院）

3、侵权史上最高！判赔 1.59亿，最高法宣判一起技术秘

密侵权上诉案

最高人民法院对嘉兴市中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嘉兴中华化工公司）等

与王龙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王龙集团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上诉案进行宣判，

判决被诉侵权人王龙集团公司等赔偿技术秘密权利人 1.59 亿元。这也是人民法

院史上判决赔偿额最高的侵害商业秘密案件。

“香兰素”是全球广泛使用的香料，本案原告嘉兴中华化工公司与上海欣晨

新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欣晨公司）共同研发出生产香兰素的新工艺，并作为

技术秘密加以保护。嘉兴中华化工公司和上海欣晨公司的相关香兰素生产技术和

工艺曾获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等奖

项。嘉兴中华化工公司曾获浙江省科学技术厅、财政厅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

业”证书，并于 2010 年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评为“2009 年度中国轻工业香料香

精行业十强企业”第一名。在本案侵权行为发生前，嘉兴中华化工公司是全球最

大的香兰素制造商，占据全球香兰素市场约 60%的份额。

2010 年，嘉兴中华化工公司前员工、被告傅祥根从被告王龙集团公司获得

报酬后，将“香兰素”技术秘密披露给王龙集团公司监事、宁波王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王龙科技公司）董事长、本案被告之一王国军，并进入被告王龙科

技公司的香兰素车间工作。2011 年 6 月起，王龙科技公司开始生产香兰素，短

时间内即成为全球第三大香兰素制造商。2015 年，被告喜孚狮王龙香料（宁波）

有限公司（简称喜孚狮王龙公司）成立，持续使用王龙科技公司作为股权出资的

香兰素生产设备生产香兰素。王龙集团公司、王龙科技公司非法获取“香兰素”

技术秘密后，从 2011 年 6 月开始生产香兰素并持续至今，其实际年生产香兰素

至少在 2000 吨，占据全球 10%的市场份额。同时，上述被告侵害涉案技术秘密

生产的香兰素产品销售地域遍及全球主要市场，并对标嘉兴中华化工公司争夺客

户和市场。由于王龙集团公司、王龙科技公司等系非法获取涉案技术秘密，没有

实质性的研发成本投入，能以较低价格销售香兰素产品，对嘉兴中华化工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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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国际和国内市场形成了较大冲击，导致嘉兴中华化工公司的全球香兰素市场

份额从 60%滑落到 50%。

2018 年，嘉兴中华化工公司、上海欣晨公司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

认为王龙集团公司、王龙科技公司、喜孚狮王龙公司、傅祥根、王国军侵害其享

有的“香兰素”技术秘密，请求法院判令上述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 5.02 亿元。

一审法院认定王龙集团公司、王龙科技公司、喜孚狮王龙公司、傅祥根构成侵犯

涉案部分技术秘密，判令其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 300 万元及合理维权费用

50 万元。同时，一审法院在诉中裁定王龙科技公司、喜孚狮王龙公司停止使用

涉案技术秘密生产香兰素，但王龙科技公司、喜孚狮王龙公司实际并未停止其使

用行为。

除王国军外，本案各方当事人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二审中，嘉兴中华化工公司、上海欣晨公司将其赔偿请求降至 1.77 亿元（含合

理开支）。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二审认定，王龙集团公司、王龙科技公司、

喜孚狮王龙公司、傅祥根、王国军侵犯涉案全部技术秘密。根据权利人提供的经

济损失相关数据，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情节严重、涉案技术秘密商业价值极大、王

龙科技公司等侵权人拒不执行生效行为保全裁定等因素，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

判上述各侵权人连带赔偿技术秘密权利人1.59亿元（含合理维权费用349万元）。

同时，本案因权利人起诉所主张的损害赔偿数额仅计算至 2017 年底，而当时的

法律并未规定惩罚性赔偿，故本案未能适用惩罚性赔偿，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判决

指出，权利人对本案各被告 2018 年以后的持续侵权行为可以依法另行寻求救济。

本案判决结果彰显了最高人民法院严格依法保护知识产权、严厉打击恶意侵

权行为的鲜明司法态度。除根据案件事实依法判决赔偿 1.59 亿元之外，最高人

民法院还判令以侵权为业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承担连带责任，精准有效打击了企

业负责人以企业为侵权工具的违法行为，让侵权行为主导者付出沉重代价。此外，

因涉案侵害技术秘密行为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可能涉嫌刑事犯罪，最高人民法

院依法将相关涉嫌犯罪线索材料移送公安部门处理。

（文章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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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国公司状告工行、天猫、苹果！辗转上诉到最高人

民法院，焦点是这项智能技术专利

4 月 26 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当日公开开庭审理了上诉人美国耐玩专利博物

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耐玩公司）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审第三人浙江

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猫公司）、苹果电子产品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苹果商贸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一案。

图片来源：央视频

这场检索专利纠纷的背后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1000 万网友在近 3个小时的直播中，在线寻找答案。

本案未当庭宣判，案件仍待进一步审理。耐玩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最后陈述阶

段表示，无论本案结果如何，都是中国知识产权的胜利，都是对发明创造精神的

认可。

这家美国公司什么来头？

据最高人民法院消息，天猫、苹果、工商银行三家行业巨头此前相继被同一

家公司告上法庭，这家公司叫做耐玩专利博物馆有限公司，拥有一项智能推送检

索结果的专利。

耐玩公司认为，三家大公司侵犯了他们的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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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猫、苹果和工商银行则认为，耐玩的专利应当被宣告无效，故向国家知识

产权局提出专利权无效宣告申请。

具体来看，耐玩公司系专利号为 97121280.5，名称为“一种多元置信度适

配系统及其相关方法”的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该专利于 1997 年 10 月 31 日申

请，1998 年 9 月 30 日获得授权。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2 月，天猫公司、苹果

商贸公司、工商银行分别向国家知识产权局请求宣告该专利权无效。2018 年 6

月 12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以不具备创造性为由作出行政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决

定），宣告该专利权无效。

耐玩公司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决定，判

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判决驳回耐玩公司的诉讼请

求。随后，耐玩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张该专利具备创造性，

应当维持有效，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及被诉决定，改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

定。

核心争议在于算法的创造性判断

本案专利技术方案是一种为检索提供智能推送结果的系统和方法，有关技术

被广泛应用于互联网行业。

据悉，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耐玩公司基于该专利权在北京、深圳等地法

院针对天猫公司、苹果商贸公司、工商银行等提起 9起专利侵权民事诉讼。

上述专利民事侵权案件均因该专利权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无效，被有关法

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二条裁定驳回起诉，并允许耐玩公司在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被生效

行政判决撤销的情况下，另行起诉。本案结果直接关系到耐玩公司是否有权另行

起诉，构成有关系列纠纷的核心和关键。

二审庭审中，合议庭组织各方当事人针对耐玩公司关于该专利取得预料不到

的技术效果的上诉主张和 4项具体理由，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辩论。耐玩公司法

定代表人即该专利第一发明人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天猫公司、苹果商贸公司、工

商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事前精心准备、庭上精彩陈述。耐玩公司法定代表人

在最后陈述阶段表示，无论本案结果如何，都是中国知识产权的胜利，都是对发

明创造精神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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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受理的一起涉及算法领域技术的专

利确权案件，核心争议在于算法的创造性判断。本案需要合理确定对算法技术方

案授予专利权的门槛，确保既对算法领域技术创新给予与其技术贡献相匹配的保

护，又避免公有领域技术方案被圈入私权保护范围，阻碍行业正常经营和挤压技

术创新空间。

多家巨头也曾被起诉

中证君查询裁判文书网发现，除天猫公司、苹果商贸公司、工商银行外，此

前，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巨头纷纷被耐玩公司起诉，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乐视信息

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北京穷游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也卷入其中。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均驳回了耐玩公司的起诉。

图片来源：裁判文书网

当日，来自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管委会及其辖区科技企业的部分代表现场

旁听了庭审。本案未当庭宣判，案件仍待进一步审理。

（文章来源：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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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谷歌与甲骨文十年 Java版权之争落幕

美国时间 4月 5日，华盛顿消息，美国最高法院周一裁定，谷歌在开发

Android 操作系统时使用了超过 11,500 行甲骨文的软件代码，属于“合理使用”，

并不违反版权法。

8名大法官以 6-2 的决定，最终站在了谷歌一边，为这场历经十年的世纪大

战落下了最重要的一子。

6名投出赞成票之一的布雷耶法官认为“这里有争议的复制仍然是一种合理

使用，因此谷歌的复制并没有违反版权法”。

2名提出反对意见的法官中，托马斯在异议中认为，他相信“甲骨文的代码

在这里是版权保护的，谷歌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代码绝不是公平的。”

由于该案将直接影响到拥有上万亿美元产值的美国软件产业的根基。因此除

了法官会有不同判断之外，美国各界也给予该案广泛的关注：微软、IBM 以及主

要的互联网和科技行业游说团体都参与到其中，支持谷歌；另一方面，美国电影

协会和美国唱片协会则支持甲骨文。

甲骨文公司在 2010 年起诉谷歌侵犯 Java 的 API 版权时，寻求超过 80 亿美

元的赔偿，鉴于谷歌在搜索、广告和云计算方面的领先优势，另有传言高达 30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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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早期曾表示，其从甲骨文复制了 37 种软件代码元素，称为应用程序接

口或“API”，这些元素允许一个程序与另一个程序进行通信的计算机指令。这

37 个 API 包含了 11,500 行的计算机代码。

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中列出的 Java API

最初谷歌曾宣称这 37 个 API 不具有版权。后来又辩解，这类代码通常被开

发者自由使用，以提高不同产品之间的互操作性，即使此类代码具有如甲骨文所

声称的版权，也应当包括在法律的“合理使用”条款中，该条款允许在某些情况

下未经许可使用其他版权保护的素材。

但是甲骨文却认为，该 API 代码是受版权保护的，因此谷歌应该为此付费，

虽然某些标准代码不受保护，但 Java 代码绝不是标准代码。

无论是谷歌还是甲骨文，都认为自己才是创新的真正拥护者。谷歌认为，对

API 实施严格的版权保护会让那些本来使用共享代码构建的额开发人员感到寒

心，因此不利于创新者，也减缓了新产品的开发过程，对消费者不利。而甲骨文

则认为，如果谷歌在本案中获胜，则会阻止软件开发人员在软件上继续进行投资，

因为他们知道由此产生的代码可以被其他人无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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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点，虽然美国科技界的巨头公司可能会站在谷歌一方，认为该裁决

促进了创新、竞争和，但是鲜明反对的声音依然存在。

知名博主 Florian Mueller 就表示，这一决定对软件开发者而言绝对是一个

坏消息，虽然“合理使用”是不违法的，但是过度的合理使用将导致侵权行为的

发生。

甚至在探讨软件知识产权保护形式上，对现有的专利（偏技术）和版权（偏

代码）之外，是否还需要出现一个中间的知识产权保护手段都进行了探讨。并且

引申到了外部的软件的版权保护和依赖版权的软件许可证问题。

足见这起案件对全球软件行业未来知识产权保护形势具有深远的影响，相信

该案件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热议的焦点。该案对于中国的软件开发者也具有非同

寻常的意义。

对于这一判决，谷歌负责全球事务的高级副总裁 Kent Walker 将其视为创新

的胜利，他说“这项决定为未来开发者提供了法律上的确定性，他们开发的新产

品和服务将惠及消费者”。

而甲骨文执行副总裁兼总法律顾问 Dorian Daley 则在该裁决后发表声明：

“谷歌平台变得更大，市场力量更大，进入门槛更高，竞争力更低。他们偷走了

Java，花了十年时间诉讼，只有垄断者才能这样，这种行为正是全球和美国监管

机构审查谷歌商业行为的原因。”

甲骨文总法律顾问的话，也许戳中了谷歌当下的痛点，如何面对全球反垄断

机构接连对其展开的调查，才应该是谷歌面临的真正挑战。

（文章来源：企业专利观察：https://mp.weixin.qq.com/s/soj4Lw7_dXmi

IBrJ6qnsYA）

6、茶颜悦色：有一定影响的商品+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

+判赔 170万｜判决书

2021 年 4 月 22 日，长沙天心法院判决认定：“茶颜悦色”茶饮料是有一定

影响的商品，“茶颜悦色”茶饮装潢是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茶颜观色”构

成不正当竞争并赔偿“茶颜悦色”170 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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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广州“茶颜观色”起诉长沙“茶颜悦色”商标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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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8 日，长沙岳麓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广州“茶颜观色”作

为同行业竞争者，理应知晓“茶颜悦色”的知名度，但其仍受让使用注册商标“茶

颜观色”，并以此作为权利商标对注册商标“茶颜悦色”提起商标侵权之诉，主

观恶意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因此驳回其的诉讼请求。

茶颜观色 vs 茶颜悦色侵权案|门店图片对比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NDE3MjA5NA==&mid=2677365245&idx=1&sn=ed5d904abd980ea2e90982a3314876f7&chksm=814e09acb63980ba09013a019b705073c83c8625cee63d3d665cfeb3ac2c778a9db605d3c7b6&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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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不正当竞争案：

茶颜悦色：“等我们有钱了就去告他们”

茶颜悦色：“我们现在已经赚了一点钱开始告他们了”

于是，2020 年 8 月 17 日，“茶颜悦色”起诉“茶颜观色”不正当竞争，并

索赔 278 万。

2021 年 4 月 22 日，长沙天心法院判决认定：“茶颜悦色”茶饮料是有一定

影响的商品，“茶颜悦色”茶饮装潢是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茶颜观色”构

成不正当竞争并赔偿“茶颜悦色”170 万等。

（来源：公众号：知产库）

7、 “人生一串”商标无效行政纠纷案件今日开庭

2021 年 4 月 23 日上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郭某诉被告国

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上海宽娱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宽娱公司）商

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一案。

该案涉及的诉争商标是由原告申请注册的第 22737756 号“人生一串”商标，

申请日期为 2017 年 1 月 24 日，核准注册日期为 2018 年 2 月 21 日，核定使用在

第 43 类咖啡馆、餐厅等服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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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29 日，第三人上海宽娱公司针对诉争商标向国家知识产权局

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经审查认为，原告申请注册诉争商标及其他

“人生一串”系列商标的行为，具有复制、摹仿他人节目名称以牟取不正当利益

之故意，其主观意图难谓正当，不具有申请注册商标应有的合理性或正当性，最

终认定诉争商标的注册申请已构成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所指“以其他不正当

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

原告诉称：

2016 年起，原告设计“嗨嗨人生，就撸一串”的标语并在原告经营的烧烤

店内悬挂，同时基于该标语和理念，简化创作了更郎朗上口、便于推广宣传的烧

烤品牌——“人生一串”。2017 年 1 月，原告将“人生一串”在第 43 类上申请

注册商标。原告申请注册诉争商标时，第三人的《人生一串》纪录片尚未制作、

播出，不可能获得知名度，原告不存在攀附第三人知名标识的主观恶意。被告应

当依据诉争商标申请日的事实和状态而非审理本案时的事实和状态，判断诉争商

标是否构成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所指“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

此外，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类别为第 43 类，原告也主要在餐饮（烧烤）服

务上使用诉争商标，相关公众为烧烤餐饮消费者。第三人将“人生一串”作为纪

录片名称使用，纪录片制作属于影视行业，与诉争商标使用的服务类别完全不同，

不可能导致相关公众混淆误认。

原告在其他类别上进行注册是基于餐饮业务需要，不属于恶意注册。本案属

于原告与特定第三人之间的私权纠纷，不存在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公共利益、

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等行为。

被告辩称

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针对诉争商标的无效宣告请求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

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

第三人向北京知产法院陈述的意见称，诉争商标是由第三人在先独创，“人

生一串”为具有极强显著性的臆造词，原告郭某的钱峰碳缸烧烤店在《人生一串》

纪录片导演组踩点拍摄后，在知悉《人生一串》是以“烧烤”为主题的纪录片后

的短短两天便抢注了“人生一串”商标。

原告在申请注册后并未第一时间投入使用，而是在纪录片《人生一串》在第

三人网站上热播后，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登记设立了长春市宽城区人生一串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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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并选择大规模吸纳加盟商，收取高额品牌加盟费的经营方式，其恶意显而易

见。

原告申请注册“人生一串”商标的行为已经导致相关公众对服务来源产生混

淆误认，不仅损害第三人的权益，同时损害了包括消费者及加盟者在内的社会公

众的利益。原告在不同类别上大量、反复申请“人生一串”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

均属于恶意注册。（来源：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8、深圳市律协发布 2020 年度深圳律师承办知识产权十

大典型案例

市律协知识产权法律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知产委”）根据《深圳市律师

协会专业委员会关于典型案例评选的程序和要求（试行）》，在 2021 年 3 月 16

日-4 月 26 日期间组织了 2020 年度深圳律师承办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例评选活

动。经公开征集、知产委初审、专家复审、提请会长会审议、通报理事会等环节，

现将确定入选的 10 个案例公布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1.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深圳微

源码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商圈（深圳）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侯团增不正当竞争纠

纷案

——承办律师：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谢湘辉、郝朋宇

2. 广东裕利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广州飞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

利权纠纷案

——承办律师：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车小燕

3. 美国 337 调查（发明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侵权）

——承办律师：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 杨乾武

4. 深圳信炜科技有限公司、莫良华与刘雪春、敦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案

——承办律师：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崔军、丁敬伟

5.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绎立锐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与创造

者社区（广州）有限公司、深圳市超网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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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律师：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翠红、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 何

美华

6. 中山品创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刘涛与源德盛塑胶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承办律师：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 陈国平、广东盾元律师事务所 许佳欣

7. 浙江孟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李国宾与 RealMe 重庆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深圳市锐尔觅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网络域名权属纠纷案

——承办律师：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胡琨、曹建军、吴彬

8. 刘葳、柴广跃、深圳大学与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长运

通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

——承办律师：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 葛素华、唐海佳

9. 南阳市水木荣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王明海、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

司侵害专利权纠纷抗诉再审诉讼案

——承办律师：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李龙飞、丁春霞

10. 苏州赛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裕昇科技有限公司、户某某、黄某甲、

黄某乙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

——承办律师：广东君龙律师事务所 丁建春、朱爱军

（来源：深圳律师协会）

9、 2020年度广东省知识产权审判十大案件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 2020 年度广东省知识产权审判十大案件，积极发

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依法履行民事、刑事和行政审判职能，平等保护

各种所有制经济、境内外各类市场主体，以创新方式构建最严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为护航“双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保障。

2020 年度广东省知识产权审判十大案件如下：

一、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与康文森无线许可有限公司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

纷案

二、欧普照明公司诉广州华升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三、广州红日公司诉智美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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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腾讯公司诉微源码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五、仟游公司诉徐某、肖某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

六、埃内西公司与卡拉尔公司等侵害作品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

纠纷案

七、曾永福诉东莞怡信磁碟有限公司等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报酬纠纷案

八、泉芯公司诉微盟公司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

九、刘忠炎侵犯商业秘密案

十、广州蓝鲸短视频科技有限公司不服广州市越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

罚纠纷案

案例一：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与康文森无线许可有限公司标准必要专利许

可纠纷案

一审：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粤 03 民初 335 号之一

【案情及裁判】

康文森公司是一家在卢森堡注册成立的非专利实施主体（NPE），其从诺基

亚公司购买了部分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康文森公司与中兴公司因无法达成标

准必要专利许可协议发生纠纷，中兴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7 日将康文森公司作为

被告起诉至深圳中院，请求裁判康文森公司许可给中兴公司中国标准必要专利包

的费率。康文森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向德国杜塞尔多夫法院针对中兴公司及

其德国关联公司提起侵害标准必要专利权纠纷诉讼。2020 年 8 月 27 日，杜塞尔

多夫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中兴公司及其德国关联公司侵害了康文森公司的

EP1797659 号欧洲专利，判令禁止中兴公司及其德国关联公司在德国境内提供、

销售、使用、进口或拥有带有 UMTS 功能的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产品。该判决康

文森公司可以在提供 70 万欧元后获得临时执行。中兴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

向我院申请行为保全（禁诉令），请求责令被申请人康文森公司在本案终审判决

作出之前不得申请执行德国杜塞尔多夫地区法院就康文森公司诉中兴公司及其

德国关联公司侵害标准必要专利权纠纷案件作出的停止侵权判决。中兴公司提供

600 万元人民币保函作为担保。

法院认为，一旦康文森公司申请执行德国法院停止侵权的判决，将很可能阻

碍本案的审理和裁判的执行，从而导致本案的审理和判决失去意义，综合考虑行

为保全对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利益影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确有必要且不会损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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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利益，故作出裁定：康文森公司不得在本案作出终审判决前，申请执行德国杜

塞尔多夫地区法院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作出的一审停止侵权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为广东省首例标准必要专利禁诉令（禁执令）典型案例。中兴公司在深

圳中院诉康文森公司在先，康文森公司在德国法院诉中兴公司在后，德国法院一

审判决给予中兴禁令。中兴公司面临要么退出德国市场，要么接受康文森公司高

额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的不利结果。根据中兴公司提出的行为保全申请，深圳

中院对康文森公司采取行为保全禁执令措施，康文森公司未向德国法院申请执行

针对中兴公司的禁令判决，并积极与中兴公司进行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最终

促成双方达成公平、合理、无歧视的 FRAND 许可协议，并履行协议。2020 年 11

月 2 日，中兴公司向深圳中院申请撤诉，双方纠纷得以顺利解决。本案禁诉令（禁

执令）的颁发，不仅依法有效保护了中兴公司的合法权益，也为今后进一步探索

完善我国的禁执令制度提供了有益经验。

案例二：欧普照明公司诉广州华升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一审：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6）粤 0115 民初 4434 号

二审：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7）粤 73 民终 387 号

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再 147 号

【案情及裁判】

欧普公司是“ ”、“欧普”注册商标的权利人，核定使用范围是第 11

类，包括灯、日光灯管等，其中“ ”注册商标多次被认定为广东省著名商

标，并于 2007 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华升公司是“ ”注册商标的权

利人，核定使用范围是第 21 类，包括除蚊器、蝇拍、家务手套等。华升公司在

其生产、销售、许诺销售的台灯、小夜灯等灯产品及相关宣传网页上使用“ ”

“ ”“ ” 及“ ”等标识，被诉产品在各大实体超市销售，

在天猫等网站线上销售。华升公司生产的灯类商品曾因质量不合格被行政机关处

罚。欧普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认定华升公司构成商标侵权，并请求适用惩罚性

赔偿，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300 万元。

法院认为，欧普公司请求保护的商标具有较强的显著性并已达驰名程度，华

升公司在灯类产品中使用的被诉标识与欧普公司的涉案商标构成近似标识，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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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混淆，应认定构成商标侵权。华升公司作为同行业经营者，在明知欧普公司

及其商标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且明知“欧普特”商标在第 11 类灯商品

的注册申请被驳回的情况下，仍故意将“欧普特”商标注册在第 21 类上并跨类

别地使用于第 11 类的灯类商品上，大量生产、销售侵权产品，且产品质量不合

格，其侵犯欧普公司商标权的主观恶意明显，情节严重，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

故本案按照涉案商标的许可使用费、侵权人的持续侵权时间确定赔偿基数为

127.75 万元，并综合考虑华升公司的主观恶意程度、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和

后果等因素，按照上述确定的赔偿基数的三倍确定赔偿数额，判令华升公司赔偿

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300 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对恶意侵害知识产权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对知识产权惩罚

性赔偿制度的司法适用进行全面深入论证，明确惩罚性赔偿制度“主观恶意”和

“情节严重”的规则边界和证明标准，并提出精细化计算赔偿基数和倍数的方法

和路径，对知识产权案件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适用提供了典范。本案对恶意侵

害知识产权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贯彻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要抓紧落

实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重大部署，彰显了人民法院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

坚定决心，对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维护健康的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意

义。

案例三

广州红日公司诉智美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一审：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7）粤 73 民初 2239 号

二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终 477 号

【案情及裁判】

广州红日公司及其“红日”产品在厨卫行业内享有盛誉，智美公司法定代表

人原系广州红日公司员工，辞职后经营“红日 E家”集成灶等产品，并联合广州

红日公司 4家原省级经销商，利用广州红日公司原销售渠道和网点，在终端门店

同时销售广州红日公司的“红日”产品及自身的“红日 E家”产品，使用广州红

日公司售后服务卡、名片销售“红日 E家”产品等方式开展经营活动。广州红日

公司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智美公司等立即停止侵权，共同赔偿广州红日公

司经济损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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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认为，相关企业名称是否在市场上有一定影响，应以被诉行为发生之时

作为判断的时间节点。智美公司等均明知广州红日公司在厨卫领域的知名度，却

仍然在同一领域经营销售与“红日”相近似的“红日 E家”产品，并在经营过程

中将“红日 E家”产品与“红日”产品混同销售，其误导相关公众的主观恶意明

显。此外，商标得以注册的合法形式不能掩盖被诉行为的侵权实质，更不能成为

不正当竞争行为赖以产生甚至持续的合法依据。智美公司等在商标使用过程中有

违诚信，故意攀附他人企业名称知名度，仍可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制止。法

院综合考虑本案中美智公司等侵权恶意明显、情节严重，理应加重赔偿力度予以

严惩，全额支持广州红日公司诉请的 5000 万元经济损失。

【典型意义】

本案因涉及老字号保护且被诉行为恶劣，引发社会关注。本案最终全额支持

原告 5000 万元的诉请赔偿数额，刷新国内不正当竞争领域家电行业判赔最高额

记录。被告在早年注册了商标，现有证据难以认定其注册时即具有恶意。二审法

院从原权利人注册时的身份及合同义务、被诉行为使用情况、目的、效果等，认

定即使商标是合法注册的，其使用行为也应当符合诚实信用，从而制止了不当行

为。本案的妥处彰显了法院引导市场主体在竞争中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和遵守商业

道德的司法态度。

案例四

腾讯公司诉微源码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一审：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 03 民初 773 号

二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终 2093 号

【案情及裁判】

腾讯公司开发“微信”软件并提供即时通信服务。微源码公司等开发并运营

专门修改正版微信的“数据精灵”软件，使手机终端的微信增加“定点暴力加粉、

公众号图文回复、关键词回复、一键点赞和评论、通讯录好友群发、微信群自动

回复、定点摇一摇、微信群好友一键添加、微信群自动推广、多账号自由切换、

通讯录好友群发、微信群群发、朋友圈内容一键转发”十三项特殊功能。腾讯公

司起诉，请求判令微源码公司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和消除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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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认为，微源码公司等利用技术手段，通过“植入”功能、干扰和搭载数

据等方式，妨碍破坏了腾讯公司合法提供的微信产品及即时通信服务的正常运行，

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和

商业道德，遂认定微源码公司等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停止被诉行为、赔偿损

失 500 万元、赔礼道歉和消除影响。

【典型意义】

微信软件为大众所熟知和广泛使用，被诉行为对社会公众日常生活影响较大。

案件涉及互联网领域新类型不正当竞争问题,面对复杂的技术手段和网络环境，

法院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新增的“互联网专条”，准确评价被诉行为并予以

规制，有利于净化市场竞争环境，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避免公众在

日常生活中遭受陌生信息骚扰，有效防范和减少欺诈、隐私泄露等安全隐患和风

险。

案例五

仟游公司诉徐某、肖某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

一审：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6）粤 73 民初 1693 号

二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知民终 457 号

【案情及裁判】

原告仟游公司、鹏游公司是涉案帝王霸业网络游戏软件的开发、运营者，其

对该游戏软件源代码的商业秘密享有权利。徐某、肖某曾经是仟游公司、鹏游公

司的员工，在职期间参与开发前述游戏。二人离职后不久即成立策略公司，并与

其关联企业南湃公司共同经营“页游三国”、“三国逐鹿”游戏。仟游公司、鹏

游公司遂至法院，指控徐某、肖某及其两家关联公司侵害仟游公司、鹏游公司游

戏软件商业秘密权利，要求对方赔偿经济损失 2550 万元。

法院认为，仟游公司、鹏游公司穷尽其方法提供证据，已经初步证明其主张

的待证事实具有一定可能性。徐昊、肖鑫、策略公司和南湃公司持有证明该待证

事实的直接证据，但其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该行为有违诉讼诚信原则。依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

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

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之规定，推定仟游公司、鹏游公司主

张的待证事实成立，即被诉游戏软件源代码与涉案商业秘密构成实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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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在网络游戏软件行业中，不正当获取他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情

形偶有发生。在该类案件诉讼中，被诉游戏源代码或者目标代码由被诉侵害人掌

控，权利人难以直接取证，导致权利人在诉讼中所负担的“被诉游戏软件源代码

与商业秘密实质性相同”等证明责任难以完成。法院以发现真实和追求公平为主

旨，通过在诉讼进程中公平合理地分配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促使双方当事人

交替履行证明责任。基于原告方已经穷尽举证途径且已经证明待证事实具有较高

可能性，而被诉一方拒绝履行披露证据的诚信义务，法院判令由其承担举证不利

后果，为本案判决结果获得公正性支点。

案例六：埃内西公司与卡拉尔公司等侵害作品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

播权纠纷案

一审：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7)粤 73 民初 3414 号

二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终 1665 号

【案情及裁判】

埃内西公司在国家版权局对美术作品“Paradis”进行登记。2012 年底开始，

埃内西公司发现市场上出现了与埃内西公司“Paradis 瓶子”高度近似的

“JOHNNYS BLUE 尊尼蓝牌-卡爵 XO 白兰地”酒瓶设计。埃内西公司遂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卡拉尔公司等立即停权行为并就其共同侵权行为赔偿埃内西公司经济

损失 50 万元。

法院认为，实用艺术品要作为美术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除需满足关于作品

的一般构成要件及美术作品的特殊构成条件外，还应满足实用性与艺术性可以相

互分离的条件，以及满足具有较高美感，可使一般公众将其视为艺术品的要件。

如果对“Paradis 瓶子”该瓶子的扁葫芦形状等处设计进行改动，并不会影响该

酒瓶子储存酒液的实用功能，因此，其符合实用性与艺术性在观念上可相互分离

的要件。此外，从整体艺术效果来看，涉案“Paradis 瓶子”具备美术作品的艺

术创作高度，可以使一般公众将之视为艺术品。由于“Paradis 瓶子”构成受我

国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且埃内西公司享有著作权，而被诉酒瓶的设计表达与

“Paradis 瓶子”构成实质性相似，可以认定被诉行为构成著作权侵权。二审法

院遂改判卡拉尔公司等停止相关侵权行为并赔偿埃内西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维

权费用共计 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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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知名度较高的轩尼诗酒瓶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因涉案权利人系法国

知名公司，涉案作品为公众熟知、被诉行为规模较大，受业内广泛关注与高度评

价。本案结合轩尼诗酒瓶本身情况，生动演绎了实用艺术品作为美术作品受著作

权法保护的要件，并在判赔问题上，充分考虑作品美感与知名度、被诉行为性质

与规模、侵权恶意与后果等，全额支持权利人提出的赔偿 50 万元经济损失诉请，

充分体现平等保护精神，彰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同类案件的裁判提供指

引。

案例七

曾永福诉东莞怡信磁碟有限公司等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报酬纠纷案

一审：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7）粤 73 民初 3581 号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终 230 号

【案情及裁判】

怡信公司系“便携可充式喷液瓶”实用新型专利权人，专利证书记载的发明

人为许贻明、曾永福、王智。怡信公司以涉案专利权被侵害为由提起多起诉讼，

主张涉案专利产品给其带来经济效益，并在诉讼获得判决支持侵权赔偿数额合计

1125000 元。曾永福从怡信公司离职后提起诉讼，诉请怡信公司支付职务发明报

酬 100 万元。

法院认为，涉案专利证书记载的发明人为许贻明、曾永福和王智，结合曾永

福在怡信公司工作期间从事的工作岗位和职务等证据应认定曾永福系涉案专利

发明人之一。怡信公司虽主张涉案专利技术方案存在缺陷，但其主张的技术缺陷

仅为一项权利要求的一项附加技术特征，不能证明其他权利要求同样存在技术问

题导致整项专利无法实施。且怡信公司在涉案专利有效期间实际购买了侵权产品

并据此提起多起诉讼，证明涉案专利可以实施并已实际投入市场，怡信公司在前

后诉讼中言行不一、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明显违反诚信原则。怡信公司基于专利

维权行为获得的损害赔偿款，应视为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八条规定中所指的营

业利润。综合考虑涉案专利发明人数量、怡信公司获判的侵权损害赔偿数额以及

涉案专利价值等因素，判令怡信公司一次性支付报酬 20 万元。

【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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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涉及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报酬的法律适用问题。法院在仔细查明证据事

实、谨慎认定法律事实的基础上，认定原告系诉争专利设计人，并根据诚实信用

原则推定用人单位存在实施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的事实。在职务发明报酬数额的确

定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基于专利维权行为获得的损害赔偿款，系专利权人禁止他

人未经许可实施专利而获得的收入，在扣除必要的维权成本及支出后，该经济效

益应当视为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八条规定中所指的营业利润，应据此基础给予

职务发明人合理的报酬。本案从审判实务角度对专利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实施”、

“经济效益”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八条规定的“营业利润”的理解和适用

进行了明确，对类案的法律适用具有指导意义。

案例八

泉芯公司诉微盟公司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

一审：深圳市中级人法院（2012）深中法知民初字第 398 号

二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知民终 1号

【案情及裁判】

泉芯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登记 QX2304 布图设计，并提交了布图设计

图样的纸件、电子版以及芯片样品，后该布图设计获准登记。泉芯公司主张微盟

公司制造、销售的 ME2180A28PG 芯片复制使用了其布图设计中具有独创性的 A、

B、C、D、E、G、H、I、M共 9个区域，因而侵害了其布图设计专有权。

法院认为，布图设计专有权范围应当以登记备案的布图设计复制件或者图样

为主，以集成电路样品为辅予以确定，虽然泉芯公司提交的布图设计复制件或者

图样与集成电路样品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但复制件或者图样中所载布图设计仍应

受到专有权保护。被诉芯片复制使用了布图设计中具有独创性的 C、D、E、H、I、

M六个区域，故微盟公司侵害了泉芯公司布图设计专有权。关于赔偿数额，因泉

芯公司的侵权损失以及微盟公司的侵权获利均难以确定，在此情况下，可以根据

侵权责任法并参照其他知识产权关于法定赔偿的规定，予以酌定，一审法院综合

本案具体情况酌情确定微盟公司赔偿泉芯公司经济损失 300 万元，并无不当。

【典型意义】

集成电路产业是信息产业的核心，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关键

力量，也是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

业。本案明确了以图样为主、样品为辅确定专有权范围，以及侵权获利和损失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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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查明时可以酌定赔偿数额这两项基本规则，解决了因立法不明给布图设计保

护造成的两大障碍，切实加强了对布图设计的保护力度，发挥了知识产权审判激

励创新创造的重要作用。

案例九：刘忠炎侵犯商业秘密案

一审：广东省惠来县人民法院（2020）粤 5224 刑初 129 号

二审：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 52 刑终 203 号

【案情及裁判】

被告人刘忠炎原系远景公司现地现物技术团队负责人、机械工程师。2019

年 2 月，刘忠炎到惠来县明阳公司涉案风电机组安装现场，携带佳能照相机等工

具，伪装进入正在安装的风电机组内部，对机组的内部结构、相关设备及技术参

数等信息进行测量和拍照，共计拍摄 617 张照片及录制 15 个视频。经鉴定及评

估，涉案机组的五项技术点在案发前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与刘忠炎

所拍摄照片中记载的技术信息相同；该技术点的自主研发成本为 403 余万元，许

可费用为 5767 余万元；涉案机组因被非法侵入造成检测费损失 30 余万元，生产

误工费损失 40 余万元。

法院认为，刘忠炎的行为已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刘忠炎任职的公司与明阳

公司实力接近，竞争激烈，案发时涉案的风电机组系亚洲最大海上单机容量的抗

台风风电机组，创新程度及商业价值均较高。刘忠炎对窃取行为所造成的严重损

害具有清晰认识，事先经过精心谋划，并选择在风电机组整机调试的关键阶段实

施犯罪，既反映涉案商业秘密有较高的专业性、实用性和价值性，也说明刘忠炎

犯罪意图明显、动机卑劣、社会危害性较大。结合刘忠炎的犯罪手段、后果、社

会影响以及涉案设备的直接损失及许可费用等因素，依法判处刘忠炎有期徒刑三

年，并处罚金一百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为典型的“获取型”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属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新类型案

件。本案在审理中做到依法严惩知识产权刑事犯罪，重点解决了“获取型”侵犯

商业秘密罪与非罪、“非公知性”认定问题及其特征、犯罪形态、损失数额计算

等问题，具有新颖性，在同类案件审理中具有典型示范意义。本案生效后，《关

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公布。该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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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释不仅明确法律适用、统一司法标准，降低了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入罪标准，

还构建了体系化的定罪量刑体系，佐证了一、二审裁判思路。

案例十：广州蓝鲸短视频科技有限公司不服广州市越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

政处罚纠纷案

一审：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 0101 行初 4号

【案情及裁判】

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字节跳动公司）是“抖音”“”“”

等商标的注册人。原告广州蓝鲸短视频科技有限公司原名广州抖音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其在经营场所内有大量上述商标标识及“抖音”相关宣传标语，并在与客

户签订合同时约定为客户提供抖音短视频 APP 的信息运营服务。被告广州市越秀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为原告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责令原告

立即停止混淆的违法行为，办理名称变更登记，并处罚款 9万元。原告不服该行

政处罚决定，起诉请求撤销。

法院认为，原告企业名称中包含“抖音”，与“抖音”APP 名称以及相关商

标重合；而原告恰恰是从事提供“抖音”APP 账号及内容服务的经营活动，且在

经营场所中大规模使用相关商标标识，在合同文本中又有“北京抖音总部”等字

样，根据公众的一般认知理解，极易认为原告公司及其提供的服务与“抖音”等

商标或 APP 的权利人存在特定联系。且从对原告的相关客户所作询问来看，事实

上也已经产生了混淆的后果。故被告认定原告的企业名称以及相关经营行为构成

不正当竞争，理据充分。被告基于此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并无不当，遂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后，

原被告均服判息诉。

【典型意义】

本案判决明确了以他人注册商标以及运营手机 APP 名称“抖音”作为字号登

记，又以相关商标标识从事经营“抖音”APP 账号及内容业务引人混淆的，构成

不正当竞争；同时也明确了申请企业名称登记用于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因具有不

当性而不适用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有利于指引经营者在新型市场环境下合法经营，

共同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优化营商环境，起到良好社会效果。

（来源：广东高院 原标题：《2020 年度广东省知识产权审判十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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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2020 年度知识产权十大案例、

五十件典型案件

2020 年中国法院 10 大知识产权案件简介

一、“小 i机器人”发明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

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上海智臻智能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

法行再 34 号行政判决书〕

【案情摘要】上海智臻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臻公司）是

名称为“一种聊天机器人系统”的发明专利（以下简称本专利）的权利人。本专

利是实现用户通过即时通讯平台或短信平台与聊天机器人对话，使用格式化的命

令语句与机器人做互动游戏的专利。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苹果公司）请求宣告本专利无效。国家知识产权局及一审法院均认为本领域技术

人员根据其普通技术知识能够实现本专利利用聊天机器人系统的游戏服务器进

行互动的游戏功能，符合专利法对充分公开的要求，故维持本专利有效。二审法

院认为，根据本专利授权历史档案，智臻公司认可游戏服务器功能是本专利具备

创造性的重要原因，本专利说明书对于游戏服务器与聊天机器人的其他部件如何

连接完全没有记载，未充分公开如何实现本专利限定的游戏功能，据此判决撤销

一审判决和被诉行政决定。智臻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

法院认为，本专利中的游戏服务器特征不是本专利与现有技术的区别技术特征，

对于涉及游戏服务器的技术方案可以不作详细描述。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根据本

专利说明书的记载就可以实现相关技术内容，因此，本专利涉及游戏服务器的技

术方案符合专利法关于充分公开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遂提审后撤销二审判决，

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本案涉及我国计算机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专利。“以公开换保

护”是专利制度的基本原则，判断作为专利申请的技术方案是否已经充分公开，

不仅是人工智能领域专利审查和诉讼中的疑难问题，也直接决定了专利申请人能

否对有关技术方案享有独占权。本案再审判决明确了涉及计算机程序的专利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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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充分公开的判断标准，充分保护了企业的自主创新成果，在确保公共利益和激

励创新兼得的同时，助力加强关键领域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和储备。

二、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禁诉令”案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终端有限公司、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与康文森无

线许可有限公司确认不侵害专利权及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系列案〔最高人民法

院（2019）最高法知民终 732、733、734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案情摘要】2018 年 1 月，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终端有限公司、华为

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华为公司）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

诉讼，请求确认未侵害康文森无线许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文森公司）三项中

国专利权并请求确认中国地区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费率。2018 年 4 月，为反制

华为公司的本案诉讼，康文森公司向德国杜塞尔多夫法院提起专利侵权诉讼，请

求判令华为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2019 年 9 月 16 日，一审法院判决确定华

为公司及其中国关联公司与康文森公司所涉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费率。康文森公

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期间，2020

年 8 月 27 日，德国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华为公司及其德国关联公司侵害康

文森公司欧洲专利，判令禁止华为公司及其德国关联公司提供、销售、使用或为

上述目的进口或持有相关移动终端，销毁并召回侵权产品等。该判决可在康文森

公司提供 240 万欧元担保后获得临时执行。该判决认定，康文森公司向华为公司

提出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要约未违反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原则。

康文森公司的前述要约中多模 2G/3G/4G 移动终端产品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

约为本三案一审判决所确定中国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的 18.3 倍。当日，华为

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行为保全申请，请求禁止康文森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终

审判决作出前申请执行德国法院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在要求华为公司提供担保的

基础上，作出行为保全裁定，即：康文森公司不得在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前，

申请执行上述德国判决。如违反本裁定，自违反之日起，处每日罚款人民币 100

万元，按日累计。该裁定于当日送达。康文森公司在复议期内提起复议。最高人

民法院组织双方听证后，裁定驳回康文森公司的复议请求。

【典型意义】本案是我国知识产权诉讼首例具有“禁诉令”性质的行为保全

裁定，明确了采取禁止申请执行域外法院判决的行为保全措施时应考虑的必要性、

损害程度、适应性、公共利益以及国际礼让因素等，并首次探索日罚金制度，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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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构建起中国“禁诉令”的司法实践路径。本案裁定促成当事人最终达成全球一

揽子和解协议，结束了在全球多个国家的平行诉讼，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

三、“红牛”商标权权属纠纷案

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与天丝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商标权权属纠纷案〔最高

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 394 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天丝医药保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国天丝公司）与案外人签

订合资合同，约定成立合资公司，即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牛公

司），泰国天丝公司为红牛公司提供产品配方、工艺技术、商标和后续改进技术。

双方曾约定，红牛公司产品使用的商标是该公司的资产。经查，17 枚“红牛”

系列商标的商标权人均为泰国天丝公司。其后，泰国天丝公司与红牛公司先后就

红牛系列商标签订多份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红牛公司支付了许可使用费。此后，

红牛公司针对“红牛”系列商标的产品，进行了大量市场推广和广告投入。红牛

公司和泰国天丝公司均对“红牛”系列商标进行过维权及诉讼事宜。后红牛公司

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享有“红牛”商标权，并判令泰国

天丝公司支付广告宣传费用 37.53 亿元。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红牛公司的全部诉讼

请求。红牛公司不服，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原始取得

与继受取得是获得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两种方式。判断是否构成继受取得，应当审

查当事人之间是否就权属变更、使用期限、使用性质等做出了明确约定，并根据

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实际履行情况综合判断。在许可使用关系中，被许可人

使用并宣传商标，或维护被许可使用商标声誉的行为，均不能当然地成为获得商

标权的事实基础。最高人民法院遂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是当事人系列纠纷中的核心争议。本案判决厘清了商标转

让与商标许可使用的法律界限，裁判规则对同类案件具有示范意义，释放出平等

保护国内外经营者合法权益的积极信号，是司法服务高质量发展，助力改善优化

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

四、“锂电池保护芯片”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侵权案

苏州赛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裕昇科技有限公司、户财欢、黄建东、黄

赛亮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终

490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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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摘要】苏州赛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芯公司）申请登记了

名称为“集成控制器与开关管的单芯片负极保护的锂电池保护芯片”的集成电

路布图设计。赛芯公司认为，深圳裕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昇公司）、户

财欢、黄建东、黄赛亮未经许可，复制、销售的芯片与涉案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实

质相同，侵害了涉案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故诉至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一审法院认为，经鉴定，被诉侵权芯片与涉案布图设计具有独创性的部分实

质相同，构成侵权，判决裕昇公司赔偿赛芯公司经济损失 50 万元；户财欢、黄

建东、黄赛亮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裕昇公司、户财欢、黄建东、黄赛亮不

服，提起上诉称：涉案布图设计图样的纸件不清晰，不应得到保护；不能以芯片

样品确定布图设计专有权的保护范围，且涉案布图设计不具有独创性。最高人民

法院经审理认为，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并不以公开布图设计的内容为条件。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对象是为执行某种电子功能而对于元件、线路所作的具

有独创性的三维配置，对于独创性的证明，不能过分加大权利人的举证责任。权

利人主张其布图设计的三维配置整体或者部分具有独创性应受保护时，应当对其

独创性进行解释或者说明，然后由被诉侵权人提供相反证据，在此基础上综合判

断该布图设计的三维配置是否具备独创性。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典型的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判决

厘清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行为的性质，明确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独创性判断

的基本思路，对司法实践中的难点问题作出具体指引，有力地维护了集成电路布

图设计权利人的利益。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加大对关键领域、重点环节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力度，促进自主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使命担当。

五、员工违反保密义务刑民交叉案

武汉大西洋连铸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宋祖兴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最高

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 135 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宋祖兴与武汉大西洋连铸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

西洋公司）签订《离职后义务协议》，约定竞业限制及保密义务。大西洋公司认

为，宋祖兴向案外人武汉恒瑞谷冶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瑞谷公司）提供

注册资金和技术支持，并披露了大西洋公司的商业秘密，违反了协议约定，遂诉

至法院，请求判令宋祖兴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经查，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

院已在恒瑞谷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杨玉祥（大西洋公司的前员工）涉嫌损害大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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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公司商业秘密的刑事诉讼程序中，认定恒瑞谷公司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本案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恒瑞谷公司及杨玉祥涉嫌

侵犯商业秘密罪刑事案，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侦查结果不涉及宋祖兴，亦无宋

祖兴侵犯大西洋公司商业秘密的事实认定。根据刑事案件的侦查结果，恒瑞谷公

司及杨玉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与宋祖兴无关，故驳回大西洋公司的诉讼请

求。大西洋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检察机关

并未对宋祖兴提起公诉，故刑事判决不涉及宋祖兴是否参与实施犯罪行为的认定。

因此，在刑事诉讼程序未对宋祖兴与恒瑞谷公司的关系进行审查与认定的情况下，

不构成对本案民事诉讼程序的预决事实，也不应直接据此认定宋祖兴与恒瑞谷公

司无关。本案中，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宋祖兴是恒瑞谷公司的实际出资人，

其在离职后两年内以隐蔽手段隐名组建了与大西洋公司具有同行业竞争关系的

恒瑞谷公司，违反了协议约定。最高人民法院遂提审本案，并再审改判撤销一、

二审判决，支持了大西洋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本案裁判充分彰显了严惩不诚信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的司法导向。同时，通过厘清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中的事实认定与证明标准，

促进了刑民交叉案件的协同审理机制，对此类案件的审理具有重要的规则指引意

义。

六、OPPO“禁诉令”案

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与夏

普株式会社、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2020）粤 03 民初 689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案情摘要】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统称 OPPO 公司）应夏普株式会社要求进行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

判。谈判过程中，夏普株式会社在域外针对 OPPO 公司提起专利侵权诉讼。OPPO

公司认为，夏普株式会社单方面就谈判范围内的专利提起诉讼并要求禁令的行为

违反了 FRAND 义务，遂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就夏普

株式会社拥有的相关标准必要专利对 OPPO 公司进行许可的全球费率作出裁判。

同时，鉴于夏普株式会社可能以“域外禁令”胁迫其进行谈判，OPPO 公司提出

行为保全申请。一审法院裁定，夏普株式会社在本案终审判决作出之前，不得向

其他国家、地区就本案所涉专利对 OPPO 公司提出新的诉讼或司法禁令，如有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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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处每日罚款人民币 100 万元。在一审法院发出“禁诉令”后 7小时，德国慕

尼黑第一地区法院向 OPPO 公司下达了“反禁诉令”，要求 OPPO 公司向中国法院

申请撤回禁诉令。一审法院围绕“禁诉令”和“反禁诉令”，进行了法庭调查，

固定了夏普株式会社违反行为保全裁定的事实和证据，并向其释明违反中国法院

裁判的严重法律后果。最终，夏普株式会社无条件撤回了本案中的复议申请和向

德国法院申请的“反禁诉令”，同时表示将充分尊重和严格遵守中国法院的生效

裁决。

【典型意义】本案颁发全球“禁诉令”、成功化解“反禁诉令”，表明了中

国司法机关的鲜明态度，为企业公平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对

中国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跟随者”转变为“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引导者”具有

重要的推动意义。

七、“斗罗大陆”手游著作权侵权案

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成都吉乾科技有限公司、四三九九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 1164 号民

事判决书〕

【案情介绍】《斗罗大陆》系唐家三少（张威）创作的奇幻小说。张威将该

小说的游戏改编权独家授予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玄霆公

司）。同时，张威还创作了《斗罗大陆外传：神界传说》。成都吉乾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吉乾公司）通过多次转授权获得《斗罗大陆：神界传说》的游戏改

编权。后吉乾公司开发了新斗罗大陆（神界篇）游戏软件，并与四三九九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三九九公司）签订了分成合作协议，协议载明游戏的著

作权人是吉乾公司。玄霆公司认为，吉乾公司、四三九九公司未经许可，侵害了

其对涉案《斗罗大陆》作品的改编权，遂诉至法院。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涉

案游戏属于大型游戏，如对所有章节进行公证，玄霆公司需要支出巨大成本，无

疑增加了权利人的举证难度和维权成本，有违公平、效率原则。电子游戏与小说

是不同的作品表达方式，判断二者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时，不能仅以游戏使用小

说文字数量的比重进行判断，应综合判断其是否使用了小说中独创性表达的人物、

人物关系、技能、故事情节等元素，并考虑小说中独创性的内容在游戏中所占比

重。在判断游戏所使用文字的比重时，可以对游戏资源库文件反编译，以辅助确

定游戏是否使用了文字作品中具有独创性的内容。吉乾公司开发的游戏大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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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斗罗大陆》小说中人物和魂兽名称、人物关系、技能和故事情节等元素，与

涉案《斗罗大陆》小说构成实质性相似。吉乾公司未经玄霆公司许可开发涉案游

戏，侵害了玄霆公司享有的改编权，故判决吉乾公司赔偿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

500 万元。

【典型意义】本案涉及手机游戏侵犯文字作品改编权的认定问题。首次通过

对游戏软件资源库反编译，提取其中的内容与文字作品的内容进行比对的方式，

确定侵权游戏利用他人作品独创性内容的比重，提高了审判效率、拓宽了审理思

路，是维护文化创意产业健康发展、妥善处理涉互联网著作权保护新问题的鲜活

司法实践。

八、数据权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浙江搜道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杭州聚客通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浙江省杭州铁路

运输法院（2019）浙 8601 民初 1987 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以下统称腾讯公司）开发运营个人微信产品，为消费者提供即时社交通讯服务。

个人微信产品中的数据内容主要为个人微信用户的账号数据、好友关系链数据、

用户操作数据等个人身份数据和行为数据。浙江搜道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杭州聚

客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统称两被告）开发运营的“聚客通群控软件”，利用

Xposed 外挂技术将该软件中的“个人号”功能模块嵌套于个人微信产品中运行，

为购买该软件服务的微信用户在个人微信平台中开展商业营销、商业管理活动提

供帮助。腾讯公司向浙江省杭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其享有微信平台的

数据权益，两被告擅自获取、使用涉案数据，构成不正当竞争。一审法院认为，

网络平台方对于数据资源整体与单一原始数据个体享有不同的数据权益。两被告

通过被控侵权软件擅自收集微信用户数据，存储于自己所控制的服务器内的行为，

不仅危及微信用户的数据安全，且对腾讯公司基于数据资源整体获得的竞争权益

构成了实质性损害。两被告的行为有违商业道德，且违反了网络安全法的相关规

定，构成不正当竞争。一审法院遂判决两被告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共同赔

偿腾讯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共计 260 万元。

【典型意义】本案系涉及数据权益归属判断及数据抓取行为正当性认定的典

型案件。本案判决兼顾平衡了各相关方的利益，合理划分了各类数据权益的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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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边界，为数据权益司法保护提供了理性分析基础，也为防止数据垄断、完善数

字经济法律制度、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司法例证。

九、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垄断纠纷案

惠州市欢唱壹佰娱乐有限公司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垄断纠纷案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8）京 73 民初 780 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惠州市欢唱壹佰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欢唱壹佰公司）曾三

次向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发送《签订著作权〈许可

使用合同〉要求书》，要求就音集协管理的相关曲目，直接与其签订使用合同。

音集协复函均未同意，并要求其与案外人广州天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合公司）沟通相关事宜。欢唱壹佰公司遂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称，音集协

通过与天合公司合作的方式对其集体管理的音像制品或作品曲库系统进行授权

签约，因天合公司提出不合理的签约条件导致双方协商无果，而音集协三次拒绝

与欢唱壹佰公司直接签约。前述行为系将音集协这一非盈利性著作权集体管理组

织引入天合公司商业性集体管理的捆绑交易行为，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

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相关市场应界定为中国大陆地区类电影作品或音像

制品在 KTV 经营中的许可使用服务市场，音集协目前是该相关市场中唯一的集体

管理组织，其获得授权管理的类电影作品或音像制品具有明显的数量和规模优势，

从而在 KTV 经营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故应当认定其在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

但根据现有证据，音集协与天合公司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天合公司并非反垄断

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所规定的音集协所指定的第三方经营者，尚不足以

证明音集协实施了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规制的限定

交易、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等垄断行为。一审法院遂判决驳回了欢唱壹佰公司

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本案涉及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运作机制、收费方式等诸多热点

问题。判决明确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仍受反垄断法规制，厘清了著作权集体管

理组织的行为性质，及时回应了反垄断执法司法的实践需求。本案判决积极倡导

加强集体管理组织的有序运行，有效保护权利人及各类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对推

动文化产业有序发展、规范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十、“乐高”侵犯著作权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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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鹏等 9人侵犯著作权罪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沪刑终 105

号刑事裁定书〕

【案情介绍】“Great Wall of China”拼装玩具等 47 个系列 663 款产品系

乐高公司（LEGO A/S）创作的美术作品，乐高公司根据该作品制作、生产了系列

拼装玩具并在市场销售。李海鹏指使杜志豪等人购买新款乐高系列玩具，通过拆

解研究、电脑建模、复制图纸、委托他人开制模具等方式，专门复制乐高公司前

述拼装积木玩具产品，并冠以“乐拼”品牌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销售。上海市

公安局在被告人李海鹏租赁的厂房内查获注塑模具 88 件、零配件 68 件、包装盒

289411 个、说明书 175141 件、销售出货单 5万余张、复制乐高系列的“乐拼”

玩具产品 603875 件。后经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版权鉴定委员会鉴定，“乐拼”品

牌玩具、图册与乐高公司的玩具、图册均基本相同，构成复制关系。上海市人民

检察院第三分院对本案提起公诉。一、二审法院均认为，李海鹏伙同闫龙军、张

涛、王沛圳、吕沛丰、王瑞河、余克彬、李恒等人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

许可，复制发行乐高公司享有著作权的美术作品，非法经营数额达 3亿 3千万余

元，杜志豪作为经销商之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行乐高公司享有著作权的美

术作品，非法经营数额达 621 万余元，情节均属特别严重，均已构成侵犯著作权

罪。

【典型意义】本案是加大知识产权刑事打击力度的典型案例。审理法院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判处主犯李海鹏有期徒刑六年，罚金人民币九千万元，对八

名从犯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至三年不等，并处相应罚金，充分体现了人民法

院加强刑事保护，严厉打击和震慑侵犯知识产权刑事犯罪的司法导向。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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