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以案说法 L___ ____J 以案说法 1

利益受损，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亦未损害六福 或者容器上， 或者 用千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

集团的在先字号权。综上，法院 一审判决驳回 他商业活动中“ ，从立法目的来讲，一是为了纠

六福集团的诉讼请求。

六福集团不服一审判决， 向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引证商标经宣传、使用已

达到驰名程度，诉争商标在其核定使用商品上

的注册易误导公众，降低引证商标的驰名程度，

从而损害该公司利益，应当予以无效宣告。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北京知

识产权法院的判决和原商评委的裁定结果无误，

终审驳回了六福集团的上诉请求， 维持 一审

判决。

行家点评

李纪刚 山东法匠法律咨询有限公司创始

人、法律咨询 总监：根据我国商标法第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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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中， 我国给予了驰名商标相对千 普通

商标更大的保护范围，如及千不相同或不相类

似的商品，但同时也 做出了一定的限制，如满

足对商标注册人之间的关系产生错误联想、误

导公众、淡化驰名商标的显著性、削弱其知名

度、致使权利人利益可能受损等基本条件才会

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笔者认为，我国商标法中规定 “生产、经营

者不得将 ＇驰名商标 ＇ 字样用于商品、商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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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将 驰名商标视为荣誉称号进行广告宣传的错

误做法，二是再次突出强调驰名商标被动认定、

个案认定与保护的法律性质。驰名商标的认定

仅局限千个案中，对后案并不当然有效，更不

能在案外生效。驰名商标的认定是一 种法律事

实，不能违背驰名商标制度的立法本意而将之

转化为客观事实，进而在案外发生法律效力。

驰名商标跨类保护不等同千全类保护， 给

予其跨类保护的基础是应与驰名商标的知名度

和显著性相当，避免损害驰名商标权利人的合

法权益。因此，在某些商品上获得驰名商标保

护，可在符合商标法的条件下，在关联 度紧密、

有可能损害权利人利益的其他 类别上获得 一定

的被动保护，但并不意味着其在关联性不强、

甚至毫无 关联性的类别上获得当然保护。

就该 案而言，若他人在金属加工、银器制

作等相关服务上申请注册 “六福“ 商标，六福集

团引证其在宝石、贵重金饰品（首饰）等商品上

达到驰名程度的 “六福 “ 商标请求对他人的商标

不予注册，则有可能获得支持。

笔者 认为， 驰名商标在特定的条件下确实

能获得更大范围的被动保护，但是不能过度依

赖千此，已认定的驰名商标也不是 “ 万能灵药 ” ,

企业应在所涉及的经营范围内尽早地主动进行

商标注册以获得在先权利。

（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报）

如何判断商标是否以
“

其他不正当手段
”

取得注册？

在判断 一件商标是否系以 我国商标法第 14日， 王某某提交了第14368244号 “MIUI"商

四十四条第一 款规定的 “其他不正当手段“ 取得 标的注册申请，2015年5月28日被核准注册使

注册时， 应考械哪些因素？在小米卫浴有限公

司（下称小米卫浴公司）及其原法定代表人王某

某与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小米科技公

司）围绕4件 “MIUI"商标展开的商标权无效宣

告请求行政纠纷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日

前作出的终审判决给出了答案。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小米卫浴公司与

王某某在多个商品或服务类别上申请注册了大
蜇商标，其中包括 “ 小米 ” “XIAO MI" "MI"“ 小
米之家” “米优” “ 七牧王” 等众多与他人具有较

高知名度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其行为扰乱

了正常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有损千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 ，构成我国

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所规定的情形。

据了解，小米卫浴公司于 2014年4月3日注

册成立，经营范围包括生产、加工、销售卫浴

洁具配套产品、五金制品及配件、家具 、陶瓷

制品、日用品等。记者通过中国商标网查询了

解到，早在该公司成立两年前，其原法定代表

人王某某千 2012年3月5日提交了第16493289

号 “MIUI" 商标的注册申请，2016年6月7日

被核准注册使用 在灭火器、 计步器等第9 类

商品上；2013年11月25日， 王某某提交了第

13595158号、 第13595159号 “MIUI"商标的注

册申请，2015年2月28日分别被核准注册使用

在家庭用陶瓷制品、垃圾桶等第21 类商品与家

具、竹木工艺品等第20 类商品上；2014年4月

用在金属水管阀、普通金属艺术品等第6 类商品

上。后经核准，王某某将其提交注册申请的上

述后3件 “MIUI“ 商标转让予小米卫浴公司。

2018年1月中旬与2月初， 小米科技公司

针对上述4件 “MIUI“ 商标（下统称涉案商标）向

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下称

原商评委）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主张其在先注册

的 “MI及图“ 商标经过大晕使用和宣传，已具有

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已被相关公众所熟知，

涉案商标摹仿其在先知名度较高的商标，扰乱

了市场经济秩序，属千以 “其他不正当手段 “ 取

得注册的情形，请求宣告4件涉案商标无效。

小米卫浴公司与王某某辩称， 涉案商标的

注册和使用基千诚实善意的经营目的， 涉案商

标应予维持。

针对小米科技公司就涉案商标提出的无效

宣告请求， 原商评委作出裁定认为， 小米卫浴

公司与王某某在多个类别的商品或服务上申请

注册了数十件与小米科技公司在先具有较高知

名度的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其行为已经超

出了正常的经营使用需要，二者既未提供证据

证明其有使用上述商标的真实意图， 也未能提

供申请注册上述商标的合理之处，其行为难谓

正当，不仅会导致相关消费者 对商品来源产生

误认，更扰乱了正常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并

有损千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属千以 “其他不正

当手段 “ 取得注册的情形。综上，原商评委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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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问有答 L___ ____J地理标志传说 I

千商品和服务的审查较为严格， 过于宽泛的商 通过此途径进行商标注册， 需委托当地律师向

品和服务是不被接受的。 因此申请人在指定这3 商标主管机关提交商标申请。 值得注意的是，

个国家时， 可在不超出原商品和服务范围的情

况下， 对相关商品和服务进行细化或删除。

第二， 通过区域组织进行商标注册。 欧盟

知识产权局与非洲知识产权组织是世界范围内

两大商标区域性注册组织， 两大组织均具有覆

盖范围广、 成员国多的特点， 也是众多国内企

业进行海外商标申请注册时的主要选择。 欧盟

知识产权局与非洲知识产权组织均采用申请在

先的原则， 均为一标多类申请， 商标注册有效

期均为1 0 年， 官方均不会基千在先相同或近似

商标而驳回申请商标， 即仅进行绝对理由的审

查， 不进行相对理由的审查。 但不同之处在于，

欧盟知识产权局在商标审查完成后进行公告，

任何人均可在3个月的公告期内对商标提出异

议； 非洲知识产权组织是在商标注册完成后进

行公告， 即公告后置， 只有非洲知识产权组织

的商标申请人或注册人才可以对商标提出异议，

商标公告期为6个月。

第三， 通过单 一 国家途径进行商标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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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商标在核准注册后、 下

发注册证书前， 不需要提交商标使用证据或声

明， 但是若以意图使用为基础在美国和加拿大

提出商标注册申请， 在商标被核准注册后、 下

发商标注册证前， 申请人必须要向官方提交商

标使用证据和声明（如美国） 和商标使用声明

（如加拿大）。 而菲律宾无须在下发商标注册证

前提交公证的商标使用声明和证据， 柬埔寨、

莫桑比克无须在下发商标注册证前提交商标使

用声明。

综上， 若从节约成本、 简化手续的角度考

虑， 申请人可优先考虑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若

上述区域组织成员国能够涵盖申请人的产品目

标国， 申请人可考虑区域组织商标申请； 对千

非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体系、 欧盟知识产权局

和非洲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 亦或是非常重要

的产品目标国， 笔者建议申请人考虑单一国家

商标注册。

（中国知识产权报杨硕）

福鼎黄枙子的传说

相传 一 天， 美丽的枙子花仙遇到了麻烦，

无意中坠落在一个老婆婆的房子里， 婆婆看见

可爱的枙子花仙喜欢得不得了， 她帮枙子花仙

包好伤口， 给她擦掉身上的烂泥和树叶。 枙子

花仙醒了， 发现婆婆一个人生活， 甚是孤单。

枙子花仙便化作一 棵黄枙子陪在老婆婆身边，

黄枙子花开后可以食用， 黄枙子结果时可以做

药。 枙子花仙用自己的力量帮助老婆婆度过了

一 段快乐的时光。 同时也在福鼎这片土地上留

下了一片黄枙子，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
“

福鼎黄枙

子
“

。

福鼎市， 是福建省宁德市下辖的一个县级

市， 位千福建省东北部， 东南濒东海， 东北接

浙江省苍南县， 西北邻浙江省泰顺县， 西接拓

荣县， 南连霞浦县， 陆地面积1461 . 7平方公里，

海域面积14959. 7平方公里。 福鼎属中亚热带季

风气候区， 海洋性气候特征显著。 沿海的秦屿、

店下两镇为福鼎的主粮区， 建立万亩水稻高产

示范片。 山区大片丘陵地可以造林、 种茶、 种

果以及发展其它经济作物。 黄枙子， 又称枙子、

黄枙子、 山枙子， 是福鼎市的主要种植物之一。

福鼎市海拔高度、 土壤成分、 气候条件都

能满足黄枙子种植， 在福鼎市区域内， 90％以上

陆地均可种植。 一年种植、三年结果、六年盛产，

产蜇逐年翻倍， 生产期一 般在三十年以上。 福

鼎市有很多生长了几十年的黄枙子， 产晕并没

有因为它 的年岁久远而下降。

（宁德市工商局陈可凡整理）

福鼎黄枙子 商标释义

札欣分畸

注 册号：11794318

商 品：黄枙子（原料药）

注 册 人：福鼎市福鼎黄枙子协会

注册时间：2013 年 9月 21日

地 域 范 围： 福 建 省福 鼎 市行政区

域 内 （北纬26 ° 5 2' �21 ° 26 ' 东经

119 ° 55' �120 °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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