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通知公告 1

第九条当事人提交商标电子申请后， 国家

知识产权局不再接受以纸件形式提交的与本次

申请相关的后续材料， 但是必要时， 可以要求

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对应的纸件材料、 实

物证据等。

第十条国家知识产权局电子送达商标文件

的日期， 以文件发出之日起满15 日视为送达当

事人。

第十一条对千国家知识产权局电子送达的

商标文件， 当事人应当及时登录国家知识产权

局商标网上服务系统查看；未登录或者未查看

的， 不属千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无法

送达的情形， 不再通过公告方式送达。

第十二条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关千商标

申请和商标文件的所有规定， 除专门针对以纸

件形式提交的商标申请和商标文件的规定之外，

均适用千商标电子申请。

第十三条本规定自2019年9月1 日起施行。

关千调整商标注册收费标准的公告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千降低 商标注册费、 补发商标注册证费、 受理转让注

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 册商标费、 受理商标续展注册费、 受理续展注

2019) 914号）规定， 自2019年7月1日起， 降 册迟延费、 受理商标评审费、 出具商标证明费、

低部分商标注册收费， 现将具体收费标准公告 受理栠体商标注册费、 受理证明商标注册费、

如下： 商标异议费、 撤销商标费、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一、 受理商标续展注册费， 由1000元降为 备案费， 按现行标准的90％收费。

500元；

二、 变更费收费标准， 由250元降为150元；

对提交网上申请并接受电子发文的商标变更业 特此公告。

务， 免收变更费；

三、 对提交网上申请并接受电子发文的其 国家知识产权局

他商标业务， 涉及下列收费项目的， 包括受理 2019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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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企业创品牌、 大众爱品牌的氛围日益浓

厚， 中国优质品牌不断涌现。 不久前刚刚发布

的BrandZ全球最具价值品牌百强榜中， 中国上

榜品牌数量增加到15个， 全球消费者对中国品

牌的认可度也正在不断提升。

三是不断加大商标品牌保护力度。 一 方面，

推动健全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今年4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商标法做出修改， 将恶意侵

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 由修改前的最高三

倍提高到五倍， 将法定赔偿额上限从三百万元

提高到五百万元， 大幅提高了侵权违法成本。

同时， 国家知识产权局与有关部门联合开展知

识产权执法专项行动， 集中力量查处商标侵权

假冒违法行为， 今年上半年共查处商标违法案

件1.15万件。

四是积极推动商标品牌国际合作。 中国不

仅是商标申请大国， 也是国外企业注册商标的

主要目的地， 特别是作为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

联盟重要成员国， 去年， 中国申请人提交的马

1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 I

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达到6900件， 今年上半

年接近3000件， 在欧盟、 美国之后， 稳居联盟

第三； 上半年国外来华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

请3.67万件， 位居联盟前两位， 可以说， 中国

已经成为推动马德里申请整体增长的重要力量。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高锐赞扬中国正逐步

成为全球创新和品牌的引领者。 下 一步， 将进

一步深化商标领域国际合作， 为实现商标品牌

国际化发展、 打造全球知名品牌创造更好的国

际营商环境。

申长雨表示， 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迄今已

成功举办了十届， 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已经成为展示中外商标品牌文化， 推动中国品

牌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 希望大家借助这次活

动， 相互交流经验， 分享信息， 深化合作， 为

加强商标品牌建设， 助推品牌经济发展， 共同

建设创新之路， 贡献智慧和力量。

（来源：中华商标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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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工作研究 1

第三， 创新驱动， 为商标品牌培育营造良 本， 充分发挥法律威慑作用， 有效提升商标行

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一是深化商标品牌国际化 政执法工作效能， 助力企业高质量、 高水平发

战略， 加强商标国际注册的培训和指导工作， 展。 三是以更高的标准建立标准化的指导流程，

积极鼓励和支持出口企业开展境外商标注册， 引导企业自主、 灵活地创造商标品牌文化， 对

提升海外品牌扩张能力， 提高产品知名度， 赢 著名商标认定标准中涉及企业商标品牌运行质

得国际市场竞争主动权。 二是对商标专用权采 歌部分评价指标有效借鉴并积极探索加以规范，

取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相结合的双轨制， 要将 建立标准化的指导流程， 引导企业自主、 灵活

优质的服务寓千精准的监督管理工作中， 依法 运用在自我的商标品牌市场塑造实务中； 通过

为企业商标品牌发展保驾护航；积极探索区域性 可靠的行政指导， 使企业更加务实， 在不偏离

商标品牌保护的分级联动机制， 围绕区域内
“
三 国家商标品牌战略的总体框架下， 更加客观自

名
“

培育企业商标品牌及成长型中小微企业商标 主地探寻出符合市场运行规则、 适合企业自身

品牌为保护凰点， 加强双向联动协作， 进 一 步 特点的商标品牌运行方式且来自千市场的柔性

提升辖区商标品牌保护培育工作水平；加大对商 评价， 植根千市场， 竞争千市场， 在公平、 公

标侵权案件源头追溯力度， 对商标侵权商品生 正、 公开的市场环境中打造企业自身的商标品

产、 销售及注册商标标识制造等环节开展全链 牌文化。

条打击， 完善加大执法力度， 显著提高违法成 （来源：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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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案说法 1

最高法审理后认为， 滨河集团生产、 销售

被诉侵权商品的行为构成对五粮液注册商标专

用权的侵害。 对此上述律师指出， “最高法再审

判决与一审、 二审判决结果不同， 与我国对知

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也有关系， 各地专门

审理知识产权法庭也在逐渐增多。 ”

产品线杂乱或为被 “ 山寨“ 因素之 一

除了 “九粮液“ 外， 还有 “七粮液“ 、 “大午

粮液” 等也成为五粮液的被告， 最后被法院判商

标侵权。 据了解在中国商标网， 以 “四川省宜宾

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 作为申请人进行搜索， 检

索到3090件商标， 包括 “一粮液“ 、 “二粮液“ 、
“三粮液＂ 、 “四粮液＂ 、 “五粮液＂ 、 “六粮液"、
“七粮液“ 、 “八粮液＂ 、 “九粮液“ 、 "十粮液“ 、
“千粮液” 等。 除 “三粮液“ 外都属生效商标。 此

外，还注册了 “五琅液“ 、“五银液“ 、“五梁液“ 、
“五根液“ 、 “五浪液“ 、 “五浪液” 等数百种与
“五粮液” 类似的商标。 这些商标绝大多数注册

系列酒侵犯了五粮液商标专用权， 要求北京寅

午宝立即停止生产、 销售七粮液酒， 并赔偿五

粮液损失。 法院认为， “七粮液” 与 “五粮液“ 构

成近似， 被告生产、 销售七粮液酒的行为侵犯

了原告的 “五粮液“ 商标专用权。 被告的抗辩理

由不成立；被告北京市寅午宝公司应立即停止、

生产销售七粮液酒， 并赔偿原告五粮液股份有

限公司损失5万元。

与五粮液遭遇大面积 “ 山寨 ” 相比， 同意臼

酒巨头的茅台集团以及与五粮液同处四川的泸

州老窖集团则相对要好一些， 对此有臼酒业内

人士指出， 这主要与五粮液此前过度扩张， 品

牌线杂乱， 与各种贴牌产品遗留也有一 定的关

系。 事实上过千杂乱的品牌线确实也影响了五

粮液的近年的发展， 使其被茅台超越并差距

越拉越大。 五粮液集团新任堇事长李曙光上台

之后开始对品牌线进行梳理， 希望能够重回臼

酒第一的宝座， 对千后续品牌打假及产品线的

千2006年3月31日。 调整。

2011年7月22口， 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宣判，北京市寅午宝公司生产、销售的 “七粮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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