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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卷首语（第三期） 

 

    各位好，最新一期《华孙欧洲知识产权通讯》（以下简称《华

孙通讯》）又和您见面了。在此我谨代表华孙事务所参与本期《华

孙通讯》撰写和编辑的全体同仁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注与支持！ 

 

    在此也向各位简要介绍一下《华孙通讯》的本期亮点： 

 

中欧知识产权交流与合作成果丰硕 

今年中欧迎来了双边知识产权对话机制实施十周年，同时也是中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与欧洲专利局建立合作关系30周年。本期《华孙通讯》在“资讯动态”栏目中收录了相关的新闻报道，

并对相关纪念活动情况和双边日益深入、广泛的合作发展进程做了简要介绍。 

 

欧盟商标法律实践最新动态一览 

近期，关于欧盟商标的法律实践有一些新的发展值得关注，本期《华孙通讯》在“资讯动态”栏目也做了相应介绍：首

先，包括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在内的参与欧洲商标和外观设计网络的各知识产权局就包含描述性/非显著性文字内容的图

形商标的显著性的判断又达成了一项新的共同实践做法；其次，欧盟普通法院就“鳄鱼”商标纠纷案做出的最新判决

中，法院再次强调了其在对商标“混淆可能性”进行判断时一贯的“global assessment”（全面审查）标准，也重申了

已为判例法所认可的“在先商标的显著性越高，则冲突商标构成混淆可能性的几率越大“的原则。 

 

知识产权侵权对欧洲相关产业造成的冲击不容忽视 

本期《华孙通讯》的“报告数据”栏目选取了欧洲知识产权侵权观察组织（The European Observatory on 

infringemen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近期发布的两份关于知识产权侵权对相关产业造成损失的调查报

告。报告显示，知识产权侵权造成欧盟范围内服饰行业每年263亿欧元的收益流失，同时直接或间接地造成518281个工作

岗位丧失；对于欧盟的运动设备行业，相关侵权活动则导致生产商每年遭受近5亿欧元的收益损失，同时造成了约2800个

工作岗位的丧失。 

 

相关知识产权数据库以及官方资源更新 

近期，欧专局（EPO）和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OHIM）主办或参与建设的数据库均有新进展，此外官方资源也做了相应更

新。其中值得一提的包括：（1）同族专利信息数据库Global Dossier现已实现涵盖五大局（中、欧、日、韩、美）的同

族专利档案的目标；（2）英国、中国、加拿大、美国等知识产权局加入外观设计检索数据库Designview；（3）加拿

大、瑞士、日本等国商标局加入商标检索数据库TMview。前述动态均可在本期《华孙通讯》的“工具资源”栏目中查

看。 

主
编         

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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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植物新品种申请简介：基本信息、申请流程和相关费用 

本期《华孙通讯》的“答疑选摘”栏目中，我们对国内企业以及同行关心的欧盟植物新品种申请中可能遇到的基本问题

（包括程序语言、效力范围、递交申请、技术审查、优先权，等等）做出解答，并对程序各阶段中可能发生的官费进行

了介绍。 

 

    在本期《华孙通讯》的最后一部分，我们也简要介绍了我所的最新动态，包括新QQ服务平台的启用以及冬令时期间

华孙事务所慕尼黑和北京办公室的工作时间安排，以便于您相应安排和我们的业务沟通和交流。 

 

    感谢您阅读本期《华孙通讯》。您对《华孙通讯》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是促使我们不断完善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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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动态  

  

庆祝中欧知识产权对话机制十周年 

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筹备的中欧知识产权对话机制十周年纪念活动

2015年6月29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已签订新的谅解备忘录，双方

知识产权合作将进一步得到深化。知识产权领域重要人士纷纷致

辞，就过去10年所取得的成就和未来10年发展规划进行了探讨。  2 

中欧专利合作30周年庆祝研讨会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欧洲专利局合作30周年庆祝大会于2015年10

月9日在法国里昂举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和欧专局局

长Benoît·Battistelli均出席会议并讲话。与会者还包括中欧双方

政府、学术界、企业界和知识产权界的高级代表约140余人。   4 

自2015年11月1日起欧洲发明专利效力及于摩尔多瓦 

申请日不早于2015年11月1日的欧洲发明专利申请将被默认为提起了

在摩尔多瓦生效的请求。在摩尔多瓦生效后的欧洲发明专利将与摩

尔多瓦国内专利享有同等的权利并获得同样的法律保护。    5 

欧专局对外公布其《人事管理规则》 

欧专局于2015年9月底在网上公布了其员工条例和相关规定，即《人

事管理规则》。该守则介绍了欧专局内部的工作条件以及雇佣条款

等。这一举措使得原先仅提供给内部员工的守则如今能被外界知

晓，全面提升了欧专局内部管理的透明度。   6 

关于含描述性/非显著性文字内容的图形商标的显著性判断的

共同实践做法发布 

该共同实践做法针对含描述性/非显著性文字内容的图形商标的显著

性的判断确立了一系列原则，如，本身不具备显著性的文字要素与

同样不具备显著性的图形要素结合而成的商标一般也不具备显著

性。  7 

欧盟普通法院就“鳄鱼”商标纠纷案做出判决 

此次判决的要点包括：（1）即使在视觉上的近似度并不高，但是

在其他方面（例如本是概念方面）较高的近似度，也可以认定冲突

商标之间存在近似；（2）在先商标的显著性越高，则冲突商标构成

混淆的几率越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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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数据 
 

欧盟《在第三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实施报告》认为中国知识产权问题最为严重  

该报告对17个在知产领域被欧盟认为非常重要的国家进行了情况分析。报告指出中国的知识产权

问题最为严重。2013年间，欧盟在边境所扣押涉嫌知识产权侵权货物的三分之二源自中国大陆。  12 

欧盟就知产侵权给服装、饰品和鞋袜行业造成的经济损失发布调查报告  

报告指出，知识产权侵权造成欧盟范围内题述行业每年263亿欧元收益流失；同时直接或间接地造

成518281个工作岗位丧失。报告也举例说明了涉及中国的仿冒品相关犯罪活动的问题严重性。   13 

 

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新审查指南已正式实施生效 

继2014年初生效的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的更新之后，此次更新后的审查指南第二部分也于2015年8月

1日正式开始生效实施。至此，审查指南的本轮更新已经完成。网站用户可以在官网对应的专题页

面中查阅更新后的商标和外观设计审查指南。更新后的审查指南有英、法、德、意、西五种语言

的版本。   15 

 

欧盟就知产侵权给运动设备行业造成的经济损失发布调查报告   

该报告指出知识产权侵权造成欧盟范围内该行业生产商每年近5亿欧元的收益损失；同时造成了约

2800个工作岗位的丧失。该报告将为政策制定者以及欧盟境内的公民提供有益的信息参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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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资源  

欧专局发布2014年申诉委员会及扩大申诉委员会案例法总结  

该公报分两部分介绍和总结了2014年欧专局申诉委员会的主要活动及做出的申诉决定。公报旨在为

公众提供了解欧专局申诉委员会最新工作进程和发展动态的信息渠道，从而使得公众在可专利性、

专利申请及修改、欧专局程序规则等方面获取更加实用的信息。   20 

Global Dossier五大局同族专利数据涵盖范围  

Global Dossier是由五大知识产权局（IP5）发起的同族专利档案服务。它涵盖了自1978年6月以来

提交的欧洲专利申请、自2003年1月以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自2010年2月10日以来提交的中国专

利申请及相关日、韩申请。   22 

中、美、英、加等国加入Designview系统  

随着中英美加等国的加入，Designview系统所连接的参与国知识产权主管机构共增至38处。根据统

计，Designview系统现拥有30种官方语言（包括简体中文）供用户选择，约880万件的外观设计可供

检索。  24 

加拿大、瑞士、日本等国加入TMview商标检索系统 

自2015年11月起，塞尔维亚、加拿大、瑞士和日本商标的相关信息可以通过TMview检索工具进行检

索。至此，TMview工具涵盖的知识产权局数量达到43个，可检索信息的商标总数共计约3450万件。 

自2010年4月13日正式启用以来，TMview这一检索工具已经为来自149个国家、超过了1680万次商标

信息检索提供了服务。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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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欧知识产权对话机制十周年 

2 015年6月29日，中欧知识产权对话机制十周年纪

念活动在布鲁塞尔举行。此次活动由作为IP Key项目实

施机构的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OHIM）组织筹备。 

 

当天出席活动的有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欧盟内部市场

协调局副局长，来自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欧洲

专利局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官员们，以及来自欧盟

和中国的产业界代表等重要人士。代表们就中欧知识产

权合作过去10年所取得的成就和未来10年的发展规划进

行了探讨。 

 

 

 

 

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马尔姆斯特伦为此次重要活动发表

了开场致辞。致辞中提到中欧已签订了新的谅解备忘 

录，双方知识产权合作将进一步得到深化。 

 

十周年纪念的第二次活动将于2015年9月末在北京举

行。 

 

 

 

文字/吴小亚（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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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欧知识产权对话机制大事件 

（摘选自“十年中欧知识产权对话机制大事年

表”）

 

◇ 2013年7月1日：IP Key项目（新中欧知识产权合

作）启动。项目为期三年，至2016年6月。 

 

◇ 2013年11月21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和欧

盟贸易委员 Karel de Gucht 签署了行政协

议，加强双方知识产权合作，构成新的“中国-

欧盟基于活动的知识产权合作”，共同开展一系

列“符合双方利益的活动”。 

 

◇ 2014年3月：中国加入TMclass。TMclass是由

OHIM开发的在线商品/服务商标分类工具。用

于商标申请。申请人使用TMclass提出申请可以

消除商品/服务名称的不规范风险 

 

◇ 2014年5月16日：第七次中国-欧盟联合海关合

作委员会（JCCC）签署新的新的《中欧海关

2014-2017年合作战略框架》，关注贸易便利、

供应链安全和打击假冒和非法贸易 

 

◇ 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北

京，上海，广州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 

 

◇ 2015年5月10日：第一次中欧知识产权学者论

坛,讨论了有关知识产权法律、政策和教育发展

方面的大量重要问题 

 

◇ 2015年6月29日：中欧签署未来十年双方知识产

权合作备忘录 

  

◇ 2015年6月30日：中欧知识产权对话机制10周年

纪念活动在布鲁塞尔举行，将该对话机制提升

为副部级 

 

 

OHIM就此次活动发布的新闻：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

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

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

lumn-

1&p_p_col_pos=1&p_p_col_count=3&journalId=2235

272&journalRelatedId=manual/ 

 

庆祝活动发言人名单: 

http://www.ipkey.org/en/activities/past-

activities/item/3321-10-year-anniversary-

brussels-flagship-event-3321 

 

庆祝中欧知识产权对话机制十周年官网: 

http://www.10ip.org/#section2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pos=1&p_p_col_count=3&journalId=2235272&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pos=1&p_p_col_count=3&journalId=2235272&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pos=1&p_p_col_count=3&journalId=2235272&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pos=1&p_p_col_count=3&journalId=2235272&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pos=1&p_p_col_count=3&journalId=2235272&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pos=1&p_p_col_count=3&journalId=2235272&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www.ipkey.org/en/activities/past-activities/item/3321-10-year-anniversary-brussels-flagship-event-3321
http://www.ipkey.org/en/activities/past-activities/item/3321-10-year-anniversary-brussels-flagship-event-3321
http://www.ipkey.org/en/activities/past-activities/item/3321-10-year-anniversary-brussels-flagship-event-3321
http://www.10ip.org/#secti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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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5年10月9日，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欧洲专利

局合作30周年庆祝大会在法国里昂举行，中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局长申长雨、欧洲专利局局长Benoît·Battistelli均

出席会议并讲话。此外，还有来自中欧双方政府、学术

界、企业界和知识产权界的高级代表140余人出席此次

大会。大会在有着悠久历史并与中国渊源颇深的法国第

二大城市里昂举行。 

从双方合作的历史来看，双方的合作经历了一个从以技

术协助为主到成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的过程。在早期的

合作关系中，欧洲专利局与中国专利局（中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的前身）的合作内容主要集中于人员培训（将近

1000名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员工到欧洲来接受了欧专

局的培训）、技术协助等方面。从1993年到2011年，双

方的合作拓展到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中欧合作项目、知识

产权相关法律政策等众多领域，这一系列合作为中国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和建立现代专利系统提供

了助力。 

在此次庆祝大会上，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和

欧洲专利局局长Benoît·Battistelli首先回顾了中欧两局30

年合作的发展历程，并对所取得的累累硕果给予高度评

价。 

欧洲专利局局长Benoît·Battistelli 

中欧双方的密切合作对于建立健全中国现代、高

效的知识产权制度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也有助

于双方的创新型企业的发展。中欧专利制度的相

似性对双边贸易大有助益。随着全球范围内对专

利保护需求的增强，双方的合作也已经成为了全

球专利制度的中流砥柱。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 

中方一向很重视和欧洲专利局的合作。中国从逐

步建立知识产权系统到如今成为知识产权大国，

走过了三十年的风风雨雨。鉴于知识产权在世界

范围内愈加重要的地位，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

欧洲专利局将会开展更加深入、更加密切的合

作，而这一举措定将进一步推动双方经济、技术

和文化的发展，并同时为全球的知识产权和创新

企业做出进一步的贡献。 

近年来，中欧贸易合作日益密切并且增长迅速。中国已

经成为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合作伙伴，而欧盟则是

中国近十年来的第一大合作伙伴。数据显示，中欧之间

的日均贸易额已超过10亿欧元。有鉴于此，对于双方希

望进入对方市场的企业而言，运行良好的专利体系将为

此等合作提供坚实的基础。 

 

 

中欧专利合作30周年庆祝研讨会 

文字/孙靖洲（HUASUN）   审校/黄若微（HUASUN）  

合作30周年庆祝大会:     

www.epo.org/learning-events/events/conferences/2015/30y-

epo-sipo.html 

 

背景资料：30年合作回顾(PDF)： 

http://mediacentre.epo.org/razuna/raz1/dam/index.cfm?fa=c.sf

&f=DD6E584168D44323A1C531879ED8D971&v=o  

 

数据：中国和欧洲的专利申请 (PDF)： 

http://mediacentre.epo.org/razuna/raz1/dam/index.cfm?

fa=c.sf&f=C5934D6AD04C4978A7BD3B26172A9F52&v=o 

 

国际合作：http://www.epo.org/about-us/office/international-

european-cooperation.html 

http://www.epo.org/learning-events/events/conferences/2015/30y-epo-sipo.html
http://www.epo.org/learning-events/events/conferences/2015/30y-epo-sipo.html
http://mediacentre.epo.org/razuna/raz1/dam/index.cfm?fa=c.sf&f=DD6E584168D44323A1C531879ED8D971&v=o
http://mediacentre.epo.org/razuna/raz1/dam/index.cfm?fa=c.sf&f=DD6E584168D44323A1C531879ED8D971&v=o
http://mediacentre.epo.org/razuna/raz1/dam/index.cfm?fa=c.sf&f=C5934D6AD04C4978A7BD3B26172A9F52&v=o
http://mediacentre.epo.org/razuna/raz1/dam/index.cfm?fa=c.sf&f=C5934D6AD04C4978A7BD3B26172A9F52&v=o
http://www.epo.org/about-us/office/international-european-cooperation.html
http://www.epo.org/about-us/office/international-european-cooper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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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11月1日起欧洲发明专利效力及于摩尔多瓦  

2 015年10月8日，欧洲专利局（EPO）局长Benoît 

Battistelli和摩尔多瓦共和国知识产权局（the State Agen-

cy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Republic of Moldova, 英

文缩写为AGEPI）局长Octavian Apostol在瑞士日内瓦举

行会晤，并宣布EPO和AGEPI之间签署的关于欧洲发明专

利在摩尔多瓦生效的协议将于2015年11月1日起正式实

施生效。自此，欧洲发明专利将可以在摩尔多瓦共和国

生效，这意味着生效后的欧洲发明专利将与摩尔多瓦国

内专利享有同等的权利并获得同样的法律保护。 

前述协议是在2013年10月16日由欧专局局长和摩尔多瓦

共和国知识产权局局长共同签署的。该协议的生效也将

欧洲发明专利的效力扩展到了42个国家，其中包括38个

欧洲专利组织成员国、2个延伸国（波黑和黑山）、摩

洛哥（2015年3月1日起开始生效，详细中文介绍可参见

http://www.huasun.org/ipnews/339）和此次的摩尔多

瓦。 

该协议的生效是双方十五年来密切合作的成果之一，对

于双方也都有各自的积极意义：对欧洲企业而言，该协

议的生效将简化在摩尔多瓦获得专利保护的程序，从而

有助于开启新的商机；对摩尔多瓦而言，该协议的生效

也标志着其在与欧盟签署的全面深入自由贸易区（Deep 

and Comprehensive Free Trade Area，英文缩写为DCFTA)

合作框架下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请注意，欧洲发明专利在摩尔多瓦共和国的生效是基于

申请人的请求而发生的。 

1. 时间限制：不早于2015年11月1日提交的欧洲发明

专利申请或国际申请将被默认为提起了在摩尔多瓦

生效的请求。前述规则不适用于申请日早于2015年

11月1日的欧洲发明专利申请或欧洲发明专利。 

2.  费用信息：请求在摩尔多瓦生效的官费200欧元。

在直接申请的情况下，该项费用需在欧洲检索报告

公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欧专局缴纳；在Euro-PCT途

径下，则需在PCT申请进入欧洲阶段期限届满

之前向欧专局缴纳。在未缴纳指定国家费但符

合提起继续处理程序的条件的情况下，前述请

求在摩尔多瓦生效的官费可以在提起继续处理

请求时随指定国家费一并缴纳。如果该笔官费

未能按时缴纳，则在摩尔多瓦生效的请求将被

视为撤回。 

3. 3. 效力：一件在摩尔多瓦成功生效后的欧洲发

明专利将与一件摩尔多瓦国内专利享有同等的权利

并获得同样的法律保护。 

 

 

文字/黄若微（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欧专局相关公告请参见：http://www.epo.org/news-

issues/news/2015/20151008.html  

 

欧专局2015年10月官方公报请参见： http://

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

journal/2015/10.html 

 

最新版《与欧洲专利公约有关的成员国国内法》信息手

册：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

html/natlaw/index.html 

相关提示 

http://www.epo.org/news-issues/news/2015/20151008.html
http://www.epo.org/news-issues/news/2015/20151008.html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15/10.html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15/10.html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15/10.html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natlaw/index.html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natla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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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专局对外公布其《人事管理规则》 

 

2 015年9月30日，欧专局在网上公布了其《人事管

理规则》（Service Regulations），公开了原来仅供内部

参阅的与人事管理相关的规则和实施条例。这一举措使

得欧专局在内部员工管理方面的透明度达到了国际性机

构的领先地位。 

  

“《人事管理规则》是保障欧专局有效运行的基石，它

进一步保证了欧专局工作程序的合法性。”欧专局局长

Benoît Battistelli如是说，“将获得38个成员国首肯并不断

完善的《人事管理规则》发布在网上，会极大促进外界

对于欧专局内部管理的认识并从而提升欧专局工作的可

信度。” 

 该《人事管理规则》长达446页，分为7部分，内容详

细且全面，涵盖了内部用人机制，员工福利等多项内

容，为了解欧专局内部管理机制提供了详实的文本，也

为同领域的其它机构提供了清晰的范本。 

 

 

 

文字/孙靖洲（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第I部分 ：人事管理规则及实施条例

Service Regulations and implementing 

rules） 

 

第II部分：其他雇用条款（Other 

terms of employment） 

 

第III部分：退休金计划及实施条例

（Pension scheme regulations and im-

plementing rules）  

 

第IV部分：  退休基金和社会保险及条

例（Reserve funds for pensions and 

social security and regulations） 

 

第V部分：  新退休金计划及实施条例

（New pension scheme regulations and 

implementing rules 

 

第VI部分：  长期护理保险（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第VII： 指导方针（Guidelines） 

《人事管理规则》中欧专局局长Benoît Battistelli的前言请

参见 ：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
ac4179d70d826a22c1257ed0002b1afb/$FILE/
Service_Regulations_Foreword_en.pdf 

 

《人事管理规则》PDF版请参见 ：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
ac4179d70d826a22c1257ed0002b1afb/$FILE/
Service_Regulations_en.pdf 

 

介绍欧专局2014年内部管理发展的报告“2014 Social 

Report”PDF版请参见：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
eponet.nsf/0/2C48AA959CF42EDCC1257E7C004AA356/
$File/epo_social_report_2014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ac4179d70d826a22c1257ed0002b1afb/$FILE/Service_Regulations_Foreword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ac4179d70d826a22c1257ed0002b1afb/$FILE/Service_Regulations_Foreword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ac4179d70d826a22c1257ed0002b1afb/$FILE/Service_Regulations_Foreword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ac4179d70d826a22c1257ed0002b1afb/$FILE/Service_Regulations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ac4179d70d826a22c1257ed0002b1afb/$FILE/Service_Regulations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ac4179d70d826a22c1257ed0002b1afb/$FILE/Service_Regulations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2C48AA959CF42EDCC1257E7C004AA356/$File/epo_social_report_2014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2C48AA959CF42EDCC1257E7C004AA356/$File/epo_social_report_2014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2C48AA959CF42EDCC1257E7C004AA356/$File/epo_social_report_2014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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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含描述性/非显著性文字内容的图形商标的显著性

判断的共同实践做法发布  

欧洲商标和外观设计网络（European Trade Mark and 

Design Network）是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重点推动的商

标和外观设计领域的合作项目。在过去的几年中，欧盟

内部市场协调局和各成员国国内知识产权局的合作得到

显著增强，各欧盟成员国国内知识产权局和区域性知识

产权主管机构都在欧洲商标和外观设计网络中扮演着活

跃的角色，此外用户组织也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该合作项目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在参与的各知识产权局间

形成一系列共同实践做法，从而提高现有知识产权体系

对于各国审查员和相关用户的透明度、确定性和可预见

性。 

  

包括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在内的参与欧洲商标和外观设

计网络的各知识产权局就包含描述性/非显著性文字内

容的图形商标的显著性的判断达成了一项新的共同实践

做法，并于2015年10月2日发布了关于该共同实践做法

的官方公报。 

  

  

 

一、包含描述性/非显著性文字内容的图形商标的 

文字要素： 

  

  字体与字形 

原则：以一般或标准字体或手写体呈现的描述性/  

非显著性文字要素，不具备显著性（无法克服绝

对注册障碍）。 

例外：如果前述标准字体的文字要素中包含了具

有足够的显著性的图形设计，则商标整体具备显

著性。前述“足够的显著性“的判断标准为：图形

要素的显著性足以转移消费者对于文字要素的描

述性的注意力，或可能使消费者产生对于商标的

持续印象。 

  

 与颜色的结合 

原则：仅是单纯为文字本身添加颜色或为背景添

加颜色并不能使商标获得显著性。 

例外：如果颜色设计/安排足够特殊且易于被相关

消费者记住，则商标可能因此获得显著性。 

 

 与标点/其他符号的结合 

原则：仅添加标点符号或其他符号并不能使商标

获得显著性。 

  

    文字要素的位置安排 

原则：一般的位置安排（例如将文字垂直、倒置

或分行排列）并不能使商标获得显著性。 

例外：如果文字位置安排方式足够特殊（标准：

足以使一般消费者将其注意力集中在这种特殊的

文字排列方式上，而不至于立即注意到文字内容

所具有的描述性），则可能因此获得显著性。 

  

 

文字/黄若微（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内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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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包含描述性/非显著性文字内容的图形商标的图

形要素： 

   

 

几何图形的使用 

原则：仅是将几何图形与描述性/非显著性文字内

容简单结合（尤其是将几何图形作为文字内容的

边框），不能使商标获得显著性。 

例外：当几何图形与其他要素在呈现方式、排列

方式或组合方式上足够特殊，则可能会使得商标

整体具有显著性。 

 

    图形要素与文字要素的相对位置和比例

（大小） 

原则：一个本身具有显著性的图形要素与描述性/

非显著性文字要素结合，只要该图形要素的大小

和位置足以在商标中被清晰识别，则使得商标整

体具有显著性。 

 

   图形要素是否与拟保护的商品和/或服务有

直接关联 

原则：如果图形要素是拟保护商品/服务的直观呈

现或符号化、风格化呈现或与其有直接关联，则

不具备显著性。 

  

 图形要素是否为与拟保护的商品和/或服务

有关的商业实践中的通用图形 

原则：如果图形要素是拟保护的商品和/或服务有

关的商业实践中的通用图形，则不具备显著性。 

  

三、包含描述性/非显著性文字内容的图形商标的文

字要素与图形要素的结合方式： 

  

原则：如果文字要素与图形要素分开来看其本身

均不具备显著性，则二者结合而成的商标也不具

备显著性。 

例外：如果二者的结合给消费者带来的整体印象

足以将消费者的注意力从文字要素的描述性上转

移开，则商标整体可能具备显著性。 

  

和之前几次发布的共同实践做法一样，上述新的

共同实践做法将自其公布之日起三个月内生效，

各知识产权局自行决定是否实施。截至官方公报

拟定之日，共有25个知识产权局（含德国专利商

标局和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确定将实施上述新

的共同实践做法，另外有三个知识产权局（芬

兰、意大利和波兰）则表示暂不实施。 

  

  

 

 

官方公报全文: https://www.tmdn.org/network/

documents/10181/278891cf-6e4a-41ad-b8d8-

1e0795c47cb1 

关于此次共同实践做法的常见问题解答（FAQ）：

https://www.tmdn.org/network/documents/10181/

dbd112e2-535f-488a-a73e-683ea70415a2 

https://www.tmdn.org/network/documents/10181/278891cf-6e4a-41ad-b8d8-1e0795c47cb1
https://www.tmdn.org/network/documents/10181/278891cf-6e4a-41ad-b8d8-1e0795c47cb1
https://www.tmdn.org/network/documents/10181/278891cf-6e4a-41ad-b8d8-1e0795c47cb1
https://www.tmdn.org/network/documents/10181/dbd112e2-535f-488a-a73e-683ea70415a2
https://www.tmdn.org/network/documents/10181/dbd112e2-535f-488a-a73e-683ea70415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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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普通法院就“鳄鱼”商标纠纷案做出判决  

 

 

 一家名为Eugenia Mocek, Jadwiga Wenta KAJMAN 

Firma HandlowoUsługowo-Produkcyjna的波兰公司（以

下简称“Mocek and Wenta公司”）于2007年向欧洲内部

市场协调局(Office for Harmonization in the In-

ternal Market ，以下简称“OHIM”)申请注册一件欧盟

商标。该图形商标呈现了一个蓝色的鳄鱼形象（如下图

所示），并用蓝色文字“Kajman”组成鳄鱼的身体；其

拟保护的产品包括包、服装、鞋类以及宠物靠垫等。 

  

在异议期内，法国Lacoste公司基于其在先申请的欧盟

商标（如下图所示）向OHIM提出了针对前述商标申请的

异议。 

  

OHIM部分支持了Lacoste公司的异议请求，驳回了前述

商标在皮具、服装和鞋类产品上的注册申请。Mocek 

and Wenta公司不服，并向欧盟普通法院请求撤销OHIM

前述决定。 

 

  

 

Mocek and Wenta公司此次申诉的实体法基础为《欧盟

商标条例》第8条第(1)款第(b)段关于混淆可能性

（“likelihood of confusion”）的规定。具体言之，

Mocek and Wenta公司认为OHIM的决定在下述方面存在

错误： 

 

  对“相关公众”（the relevant public）界

定错误 

 承认冲突商标之间从发音、视觉上均存在不

同的前提下却认定冲突商标之间存在近似 

 在其对混淆可能性进行全面审查时未能充分

考虑视觉因素 

  

 

 

欧盟普通法院于2015-09-30做出的判决(第T‑364/13号

案)支持了OHIM做出的驳回 Mocek and Wenta公司的商

标在皮具、服装和鞋类产品上的注册申请的决定。 
 

 

文字/孙靖洲（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法院判决 

争点概述 

案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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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公众”的界定 

在该案中，欧盟普通法院首先界定了“相关公

众”，认为本案中并不存在原告所指出的理由，即

因为法国鳄鱼品牌所涉商品属于昂贵、高档商品，

所以消费者应当被认为会更加认真、仔细地检查商

品的商标。法院认为，Lacoste公司的在先商标所涉

商品（皮具、服装、鞋类）尽管不是每日都要购买

的商品，但其指向的消费群体显然大于原告所指，

并不局限于特定的部分公众，因此其注意水平只能

被设定为一般水平，而不是如原告所称的较高的注

意水平。即，OHIM对于本案“相关公众”的界定是正

确的。 

 涉案商标的近似度 

接下来，在简单比较了在先商标和原告商标的商品

保护范围并得出二者相同或近似的结论之后，欧盟

普通法院重点审查了在先商标和原告商标的近似

度。法院从视觉近似度、发音近似度和概念近似度

方面比较了两个商标，并认为： 

1. 二者在视觉上的近似度确实较低； 

2. 由于Lacoste商标不包含文字要素，因此无法从

发音是否近似来进行比； 

3. 对于仅具备一般注意水平的普通公众而言，在看

到原告商标时，从概念上对于该商标的认知就是

鳄鱼或与之类似的爬行动物，而不会关注其具体

的特征，因此二者在概念上具有近似性。 

 

在先商标的显著性 

随后，法院还提及了Lacoste在先商标通过使用所获

得的较高的显著性，并再次强调了已为此前判例法

所确认的原则，即显著性较高的商标相比显著性较

低的商标而言享有更大的保护范围。易言之，在先

商标的显著性越高，则冲突商标构成混淆可能性的

几率越大。 

  

在考虑了上述因素所做的对混淆可能性的全面审查之

后，法院认为，在诉争商品范围内，原告商标和在先商

标之间确实存在混淆可能性，导致消费者有可能认为原

告商标是Lacoste的鳄鱼商标的一种变体，从而认为

Mocek and Wenta公司的产品与法国鳄鱼公司的产品来

源于同一生产者，或认为两个公司之间存在商业上的联

系。 

 

判决公告：  

http://curia.europa.eu/jcms/upload/docs/application/
pdf/2015-09/cp150109en.pdf 

  

判决原文： 

http://curia.europa.eu/juris/document/document.jsf?
text=&docid=168887&pageIndex=0&doclang=en&
mode=req&dir=&occ=first&part=1&cid=6540 

http://curia.europa.eu/jcms/upload/docs/application/pdf/2015-09/cp150109en.pdf
http://curia.europa.eu/jcms/upload/docs/application/pdf/2015-09/cp150109en.pdf
http://curia.europa.eu/juris/document/document.jsf?text=&docid=168887&pageIndex=0&doclang=en&mode=req&dir=&occ=first&part=1&cid=6540
http://curia.europa.eu/juris/document/document.jsf?text=&docid=168887&pageIndex=0&doclang=en&mode=req&dir=&occ=first&part=1&cid=6540
http://curia.europa.eu/juris/document/document.jsf?text=&docid=168887&pageIndex=0&doclang=en&mode=req&dir=&occ=first&part=1&cid=6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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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5年7月中旬，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两年一度的《在

第三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实施报告》。该报告是欧盟委

员会关于在第三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方针的一部分。报

告不止有利于更新欧盟对这些关键第三国知识产权环境

的了解，也有助于这些第三国认识欧盟对待其知识产权

系统的态度。 

 

报告全长共27页，分别针对中国、阿根廷、印度、俄罗

斯、土耳其、巴西、加拿大、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

朝鲜、马来西亚、墨西哥、菲律宾、泰国、乌克兰、美

国、越南这17个对欧盟而言非常重要的第三国的知识产

权情况进行了分析报告。 

 

中国仍然是欧盟眼中知识产权问题的“重灾区”。在对上

述17个国家按问题严重性进行优先级划分时，中国为第

一优先级中唯一一个国家。第二优先级中包括：阿根

廷、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其余国家的知识产权问题

严重性均属第三优先级。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在2015年

07月16日就该报告发布的新闻中提到：2013年间，欧盟

在边境所扣押涉嫌知识产权侵权货物的三分之二源自中

国大陆。多年来，欧盟一直尝试与中国发展知识产权领

域的合作关系。中欧更是于2015年签署了新的谅解备忘

录以加强这一合作关系。 

  

  

 

中国近年来一直努力完善国内知识产权体系、加大监管

力度。欧盟已认识到中国对此的重视程度且看到中国知

识产权日渐发展，并对中国做出的努力和已经达成的进

步表示赞赏。尽管如此，对于70%在中国的欧盟产业，

其相关人士仍然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是妨碍他们在

当地健康发展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专利系统虽然在申请量上呈现迅速的增长，但发

明专利的质量仍然备受质疑。质量问题的根结，主要涉

及对优先权的检索和对非常简单的技术解决方案采取的

态度和实施的待遇。此外，大量的实用新型导致所谓的

“专利灌木丛”。 

  

根据欧盟委员会2013年调查数据，欧盟于2013年间在边

境扣押的涉嫌知识产权侵权的全部货物中，有66.12%源

自中国大陆；有13.31%源自中国香港。尽管中国有采取

相应控管措施，但目前的控管力度对于规模浩荡的侵权

行为而言仍可谓杯水车薪。 

  

在中欧知识产权对话机制十周年纪念活动上，中欧总结

了知识产权领域已实现的进展和正在着手实施的举措，

并探讨了对未来合作方向的设想和规划。双方知识产权

合作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欧盟《在第三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实施报告》认为 

中国知识产权问题最为严重 

文字/吴小亚（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就此发表的新闻链接如下：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

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
=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

1&p_p_col_count=2&journalId=2256591&journalRelatedId=manu

al/  

 

报告全文链接如下：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documents/11370/0/

Re-

port+on+the+protection+and+enforcement+of+intellectual+propert

y+rights+in+third+countries 

报告内容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count=2&journalId=2256591&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count=2&journalId=2256591&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count=2&journalId=2256591&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count=2&journalId=2256591&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count=2&journalId=2256591&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documents/11370/0/Report+on+the+protection+and+enforcement+of+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in+third+countries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documents/11370/0/Report+on+the+protection+and+enforcement+of+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in+third+countries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documents/11370/0/Report+on+the+protection+and+enforcement+of+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in+third+countries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documents/11370/0/Report+on+the+protection+and+enforcement+of+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in+third+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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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就知产侵权给服装、饰品和鞋袜行业造成的经济损失

发布调查报告 

欧 洲知识产权侵权观察组织于2015年7月下旬发布

了“知识产权侵权造成的经济损失量化”研究项目下的第

二份部门性研究报告：“知识产权侵权给服装、饰品和

鞋袜行业造成的经济损失”。 （我所此前就该项目下的

第一份部门性报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总结，详情请参

见：http://huasun.org/ipnews/345） 

 

  

 报告摘要 

 引言 

 产品仿冒对服装、饰品和鞋袜行业的 

 结论与展望 

 附件A. 第一阶段预测模型 

 附件B. 第二阶段计量经济学模型 

 附件C. 欧洲共同体内部经济活动订正统计分类

（NACE Rev 2）中的描述 

 附件D. 检验回归模型假设的诊断测试 

 附件E. 国家层面结果 

 参考文献 

  

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OHIM）于2015年7月21日就此在

其官方网站上发表了新闻。 

 

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局长就该报告做出如下发言 

 

“该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仿冒给欧盟层面服装、饰

 

文字/吴小亚（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报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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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鞋袜行业带来的经济冲击的具体数据，也同

时通过收入和工作岗位这两个明确指标量化了由

此造成的损失。这些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政策决

定者完成工作，也帮助消费者基于更充分的信息

做出选择。” 

 

  

外衣：包括外套、西装、套装、夹克、裤、裙等。 

内衣和睡衣：包括男士衬衣、T恤、底裤、内裤、睡

衣、寝衣、晨衣、女士衬衫、衬裙、文胸、紧身衣等。 

其他服装及配饰：包括婴儿服、运动服、滑雪服、泳

衣、帽、手套、皮带、围巾、领带、领结、发网等。 

各种用途的鞋袜及鞋袜的皮革部分。 

  

  

 仿冒导致欧盟28个成员国范围内该行业损失9.7%的

销售额 

 知识产权侵权使得该行业每年流失263亿欧元收益 

 知识产权侵权造成相关产业170亿欧元的销售额损

失 

 知识产权侵权直接或间接地造成欧盟518281个工作

岗位丧失，其中363000个工作岗位的丧失由知识产

权侵权直接造成 

 知识产权侵权造成欧洲范围内81亿欧元的财政收入

损失 

 报告中特别引用了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

2012年一份报告中提到的案例，用以向读者介绍仿冒鞋

的产业规模和分配。在这件被命名为“AB”的案件中，

某犯罪组织专门生产和销售仿冒鞋。该犯罪组织拥有两

条供应链：一是通过中国的大型组织联系浙江省一带的

制造商，直接从中国进口；一是分散在意大利坎帕尼亚

区的工厂网络。为保证仿品与正品的相似度，在生产仿

品之前，组织成员会先购买正品用以研究并复制其细节

特点。仿品也划分等级，与正品的相似度高低将影响仿

品的销售价格。常见的情况是：中国的工厂白天为品牌

生产正品，到了晚上就开始生产仿品。这也是正品和仿

品的相似度高到令人惊讶的原因。因为仿品的生产使用

了与正品相同的方法和材料。 

 

欧洲刑警组织和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合作，通过欧洲知

识产权侵权观察组织调查发布的《2015欧盟仿冒品情况

报告》中也对中国犯罪组织在生产和分配仿冒纺织品、

以及为纺织品工厂提供被拐卖人员作为劳动力的恶行进

行了强调。集中在那不勒斯、伦巴第、马尔什、以及普

拉托和佛罗伦萨之间区域的中国仿冒活动已经被确认。

所有这些区域都与纺织品和时尚产业相关。马德里的部

分区域和其市郊也被认为已被中国犯罪组织渗透。上述

最后一点结论基于对130555家企业的调查结果得出。报

告中提及的各企业知识产权相关情况与ORBIS数据库中

的信息一致。该数据库为用户提供数百万欧洲企业的财

务和其他方面信息。 

 

 

 

 

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官网相关新闻请见：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

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

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

1&p_p_col_count=2&journalId=2267775&journalRelatedId=manual/ 

 

 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关于“知识产权侵权造成的经济损失量化”项目

的专题页面：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web/observatory/

quantification-of-ipr-infringement 

 

 该报告全文（英文）：https://oami.europa.eu/tunnel-web/secure/

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resources/research-and-
studies/ip_infringement/study2/

the_economic_cost_of_IPR_infringement_in_the_clothing_footwear_an

d_accessories_sector_en.pdf  

 

 研究结果 

覆盖产品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count=2&journalId=2267775&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count=2&journalId=2267775&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count=2&journalId=2267775&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count=2&journalId=2267775&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web/observatory/quantification-of-ipr-infringement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web/observatory/quantification-of-ipr-infringement
https://oami.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resources/research-and-studies/ip_infringement/study2/the_economic_cost_of_IPR_infringement_in_the_clothing_footwear_and_accessories_sector_en.pdf
https://oami.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resources/research-and-studies/ip_infringement/study2/the_economic_cost_of_IPR_infringement_in_the_clothing_footwear_and_accessories_sector_en.pdf
https://oami.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resources/research-and-studies/ip_infringement/study2/the_economic_cost_of_IPR_infringement_in_the_clothing_footwear_and_accessories_sector_en.pdf
https://oami.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resources/research-and-studies/ip_infringement/study2/the_economic_cost_of_IPR_infringement_in_the_clothing_footwear_and_accessories_sector_en.pdf
https://oami.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resources/research-and-studies/ip_infringement/study2/the_economic_cost_of_IPR_infringement_in_the_clothing_footwear_and_accessories_sector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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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前，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的官方实践做法主要

有两个来源，一为《实务手册》

（“Manuals”），一为《审查指南》

（“Guidelines”）。自2013年开始，欧盟内部市场协调

局开始致力于将二者合并为一套全新的审查指南，新的

审查指南将成为参考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官方实践做法

的唯一来源。 

上述工作的第一部分成果已经在2014年2月1日发布，即

为新的审查指南第一部分（“Work Package 1”）。根据

2015年7月8日局长决定（EX-15-2号），更新后的欧盟

内部市场协调局审查指南第二部分（“Work Package 

2”）于2015年8月1日正式开始生效实施。至此，审查指

南的本轮更新已经完成。 

网站用户已经可以在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网站中的“当

“当前外观设计实践做法”（“Current designs prac-

tice”）专题页面中查阅更新后的审查指南。更新后的审

查指南有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版

本。官方在清洁版之外还提供了修改模式版本，用户可

以从修改模式版本中看到相关实践做法的变迁 

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2015年7月的官方新闻公报

（Alicante News）中对此次审查指南的更新情况做了总

结。我们在此择其要者，不完全列举如下： 

 欧盟商标审查指南的修改要点： 

 通知方式与期限（Part A: General Rules. Section 

1,    Means of communication, time limits） 

 

 决定的撤销、登记簿信息的取消和错误的更正

（Part A: General Rules. Section 6,     

 

 

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新审查指南已正式实施生效 

文字/黄若微（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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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cation of decisions, cancellation of entries in 

the Register and correction of errors） 

 

 驳回商标申请的绝对理由（Part B: Examination. 

Section 4, Absolute grounds for refusal）  

 

 异议程序中的商标权利人的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

（Part C: Opposition. Section 3, Unauthorised filing 

by agents of the TM proprietor (Article 8(3) CTMR)） 

  

 异议程序中的商标权利人的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

（Part C: Opposition. Section 3, Unauthorised filing 

by agents of the TM proprietor (Article 8(3) CTMR)） 

 

 无效程序中的实体法规定（Part D: Cancellation. 

Section 2, substantive provisions） 

 

 商标注册的变更（Part E: Register Operations. 

Section 1, Changes in a registration） 

 

 

 

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最新一期官方新闻公报（Alicante News）的下载

地址： 

https://oami.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

contentPdfs/about_ohim/alicante_news/alicantenewsJuly2015_en.pdf 

  

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网站“当前商标实践做法”（“Current trade mark 

practice”）页面：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manual-of-trade-mark-practice 

  

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网站“当前外观设计实践做法”（“Current de-

signs practice”）页面：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manual-of-designs-practice 

  

关于审查指南第一部分修改情况的中文介绍，请参见： 

http://huasun.org/ipnews/237 

欧盟外观设计审查指南的修改要点： 

 

与欧盟商标审查指南相比，外观设计部分修改较

少。此次修改要点主要包括对优先权的审查做法、

官费支付方式以及对申请中的缺陷的补正方式等。 

 

 据悉，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将在2015年9月9日以

线上研讨会的形式向用户全面介绍此次审查指南的

修改情况。相关动态可关注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官

方网站的最新消息。 

https://oami.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contentPdfs/about_ohim/alicante_news/alicantenewsJuly2015_en.pdf
https://oami.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contentPdfs/about_ohim/alicante_news/alicantenewsJuly2015_en.pdf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manual-of-trade-mark-practice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manual-of-designs-practice
http://huasun.org/ipnews/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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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就知产侵权给运动设备行业造成的经济损失 

发布调查报告  

欧 洲知识产权侵权观察组织(The European Ob-

servatory on infringements of Intellectual Pro-

perty Rights)于2015年9月上旬发布了“知识产权侵权

造成的经济损失量化”研究项目下的第三份部门性研究

报告：“知识产权侵权给运动设备行业造成的经济损

失”。我所此前已经就该项目的第一份部门性报告以及

第二份部门性报告的内容进行了总结，详情请参见：

http://huasun.org/ipnews/345以及http://

huasun.org/ipnews/376。 

 

引言 

仿冒产品对运动行业的影响 

结论与展望 

附件A：第一阶段预测模型 

附件B：第二阶段计量经济学模型 

参考文献 

 此次研究调查主要覆盖的是体育和运动用品（不包

括运动服装和运动鞋），报告涉及的户外和户内运动设

备有，比如： 

 软、硬、充气球 

 球拍和球棒 

 滑雪板、滑雪杆等 

 滑雪靴 

 帆板及冲浪板 

 钓鱼用品 

 

文字/周弘（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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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猎用品及登山用品等 

 运动手套及运动头盔 

 游泳池及充气游泳池等 

 溜冰鞋、旱冰鞋等 

 弓、弩 

 健身中心及健身器材 

  

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OHIM）也同时于2015年9月10

日就此报告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新闻。 

 

 仿冒产品导致欧盟28个成员国范围内运动设备行业

（如网球拍，滑雪用具，健身器材等）损失6.5%的销售

额 

 知识产权侵权导致该产业（不包括运动服装）的生

产商每年损失5亿欧元 

 知识产权侵权间接造成相关行业约3.6亿欧元的销

售额损失 

 知识产权侵权造成欧盟约2800个工作岗位丧失 

 知识产权侵权造成欧洲范围内每年约1.5亿欧元的

财政收入损失 

 针对此报告，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局长指出： 

“欧盟数以百万的运动爱好者每天都享受运动带来

的快乐。但是很少有人了解运动设备行业的仿冒产品给

他们的国家甚至整个欧盟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经济损失。

通过针对不同行业发布的调查报告，将量化财政收入和

工作岗位两个明确指标的经济损失。同时，这一系列的

研究将为政策制定者以及欧盟境内的公民提供有益的信

息参考。” 

 截至2015年9月，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共发布三份

部门性研究系列报告，每一份报告都针对某个容易受到

仿冒产品侵害的行业进行重点研究和分析。 

 

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官网相关新闻请见：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
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
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
1&p_p_col_count=2&journalId=2367906&journalRelatedId
=manual/ 

  

该报告全文（英文）请见： 

https://oami.europa.eu/tunnel-
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re
sources/research-and-
studies/ip_infringement/study3/sports_reports_en.pdf 

 报告结果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count=2&journalId=2367906&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count=2&journalId=2367906&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count=2&journalId=2367906&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count=2&journalId=2367906&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news?p_p_id=csnews_WAR_csnews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p_p_col_count=2&journalId=2367906&journalRelatedId=manual/
https://oami.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resources/research-and-studies/ip_infringement/study3/sports_reports_en.pdf
https://oami.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resources/research-and-studies/ip_infringement/study3/sports_reports_en.pdf
https://oami.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resources/research-and-studies/ip_infringement/study3/sports_reports_en.pdf
https://oami.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resources/research-and-studies/ip_infringement/study3/sports_reports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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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专局发布2014年申诉委员会及扩大申诉委会 

案例法总结 

欧 洲专利局（以下简称EPO）于2015年7月31日发

布的公报主要是关于申诉委员会和扩大申诉委员会的案

例法。该公报全长共191页，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了2014年EPO申诉委员会的主要活动

以及相关数据。比如，2014年申诉委员会新收到的申诉

案件中，30.9%来自机械领域，30.5%来自化学领域，

27.9%来自电子领域，其余的10.7%则来自物理领域。 

 

 第二部分主要总结了2014年EPO做出的申诉决定以

及2015年第1季度公布的部分决定。报告总结了在可专

利性、专利申请及修改、欧专局程序规则等方面的案例

决定，为公众就所上述领域提供了具有实践意义的重要

信息。 

 

 申诉委员会案例法的公布主要在于为公众提供了解

EPO申诉委员会的最新工作和发展动态的渠道。报告将

申诉委员会的案例决定进行分类，并在不同的类别中选

取有代表性的决定进行针对性的总结和讨论。该公报可

以完整且免费地从欧专局官方网站上获取。 

 

 

◇ 前言（FOREWORD by the Vice 

President） 

 

◇ 第I部分 ：2014年申诉委员会主要

活动总结（BOARDS OF APPEAL 

ACTIVITIES IN 2014） 

 

◇ 第II部分：2014年申诉委员会以及扩大申诉委员会

案例法总结（BOARD OF APPEAL AND EN-

LARGED BOARD OF APPEAL CASE LAW 

2014） 

 

I.    可专利性（PATENTABILITY） 

A. 可专利性的例外（Exceptions to patentability） 

B. 新颖性（Novelty） 

C. 创造性（Inventive step） 

D. 工业实用性（Industrial application） 

  

II.    专利申请及修改（PATENT APPLICATION 

AND AMENDMENTS） 

A. 权利要求（Claims） 

B. 发明的单一性（Unity of invention） 

C. 发明内容公开的充分性（Sufficiency of disclo-

sure） 

D. 优先权（Priority） 

文字/周弘（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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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修改（Amendments） 

F. 分案申请（Divisional applications） 

 

III.    适用于EPO所有程序的共同规则（RULES 

COMMON TO ALL PROCEEDINGS BEFORE 

THE EPO） 

A. 合法预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 

B. 听审请求权（Right to be heard） 

C. 口审程序（Oral proceedings） 

D. 权利恢复（Re-establishment of rights） 

E. 证据法（Law of evidence） 

F. 疑似偏颇（Suspected partiality） 

G. EPO各部门决定的形式方面（ Formal aspects 

of decisions of EPO departments） 

H. EPO决定中的错误更正-《欧洲专利公约实施

条例》第140条（Correction of errors in decisions – 

Rule 140 EPC） 

I. 中止诉讼程序（Stay of proceedings） 

J. 关于费用的细则（Rules relating to Fees） 

K. 代理（Representation） 

  

IV.    欧专局前的程序（PROCEEDINGS BE-

FORE THE EPO） 

A. 初步审查和形式审查（Preliminary and formali-

ties examination） 

B. 审查程序（Examination procedure） 

C. 异议程序和申诉程序的特殊方面（Special fea-

tures of opposition and appeal proceedings） 

D. 异议程序（Opposition procedure） 

E. 申诉程序（Appeal procedure） 

  

V.    与申诉委员会的纪律委员会相关的程序

（ PROCEEDINGS BEFORE THE DISCIPLI-

NARY BOARD OF APPEAL） 

  

VI.    组织事项（INSTITUTIONAL MAT-

TERS） 

  

附件1. 2014年案例法报告中讨论的决定

（Decisions discussed in the Case Law Report for 

2014） 

附件2. 引用的决定（Cited decisions） 

附件3. 2014年及2015年公开的（或将公开的）部

分决定的批注说明（Headnotes to published deci-

sions (or to be published) delivered in 2014 and 

2015; referring decisions can be found in Annex 4） 

附件4. 提至扩大申诉委员会的请求（Referrals to 

the Enlarged Board of Appeal） 

欧洲专利局就此发表的新闻链接如下：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
official-journal/2015/etc/se4.html 

  

报告全文链接如下：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
official-journal/2015/etc/se4/2015-se4.pdf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15/etc/se4.html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15/etc/se4.html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15/etc/se4/2015-se4.pdf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15/etc/se4/2015-se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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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Dossier五大局同族专利数据涵盖范围 

 

 

 

G lobal Dossier是由五大知识产权局，即欧洲专利局

（EPO）、日本专利局（JPO）、韩国知识产权局

（KIPO）、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以及美国专利

商标局（USPTO）合作推出的一项服务，其宗旨是更好

地为公众提供同族专利的信息。自2015年6月26日起，

Global Dossier服务已涵盖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数据。 

 

自此，Global Dossier现已实现涵盖五大局的 

同族专利档案的目标。 

  

 

 

欧专局2015年第03期的《专利信息新闻》(Patent Infor-

mation News)中介绍说明了Global Dossier的最新情况。

截至2015年9月底，Global Dossier涵盖了以下专利申请

数据： 

 

◇ 1. 欧洲专利局：自1978年6月以来提交的欧洲专利

申请； 

◇ 2. 日本专利局：2003年后提交的专利申请和实用

新型申请；2005年后进入日本的PCT国际申请； 

◇ 3. 韩国知识产权局：自1999年1月以来提交的专利

申请和实用新型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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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自2010年2月10日以来提

交的专利申请； 

◇ 5. 美国专利商标局：自2003年1月以来提交的专利

申请。 

 

五大知识产权局在Global Dossier上提供的信息都可以

通过欧洲专利登记簿数据库（EuropeanPatent Regis-

ter）和Espacenet进行免费查询。用户可通过欧洲专利

登记簿数据库检索某一专利或专利申请，进入检索结果

页面后，即可通过点击“patent familiy”而获取该专

利的同族专利信息。通过点击“Global Dossier”即可

直接获得五大知识产权局提供的同族专利申请的相关原

始文件。而即便在同族专利不含欧洲专利申请的情况

下，用户亦可通过Espacenet进行检索，点击Global 

Dossier即可直接读取中国、日本、韩国和美国的专利

申请信息。 

 

 

 

             

2015年03期《专利信息新闻》链接：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
eponet.nsf/0/25B086CD84A41483C1257EC000352BF5/$File/
patent_information_news_0315_en.pdf 

 

European Patent Register： 

https://register.epo.org/regviewer 

 

Espacenet： 

http://worldwide.espacenet.com/ 

 

五大知识产权局合作专题网站： 

http://www.fiveipoffices.org/index.html;jsessionid=17e3hewxsykxl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25B086CD84A41483C1257EC000352BF5/$File/patent_information_news_0315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25B086CD84A41483C1257EC000352BF5/$File/patent_information_news_0315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25B086CD84A41483C1257EC000352BF5/$File/patent_information_news_0315_en.pdf
https://register.epo.org/regviewer
http://worldwide.espacenet.com/
http://www.fiveipoffices.org/index.html;jsessionid=17e3hewxsyk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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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美、加等国加入Designview系统 

D esignview作为一项集中式访问端口，通过其独

有的呈现形式，使参与国知识产权主管机构有关注册式

外观设计的相关信息便于查看。这一项注册式外观设计

的检索工具包含并连接的全部数据来源于参与国知识产

权主管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以及欧洲内

部市场协调局（OHIM）。 

 

后半年以来，Designview检索系统迎来了7位新成

员，使得Designview系统所连接的参与国知识产权主管

机构共增至38处，可供检索的外观设计达至约880万

件。 

 

 2015年8月10日，英国知识产权局（UKIPO）所含

注册外观设计的相关数据与信息均可通过

Designview系统检索获得。 

 2015年9月14日，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在其官网发 

布了题为“中国、加拿大和美国加入Designview系

统”的新闻公告。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加拿大和美国的加入，

使得Designview系统现可供检索的外观设计数量翻

倍。 

 2015年10月5日，Designview系统连接了前南斯拉

夫马其顿共和国的商标管理机构。 

 2015年10月26日，波兰和塞尔维亚加入了

Designview系统。 

 

这一里程碑式的发展，是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拓宽

及深入与各大国际知识产权局合作的一项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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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系统一共有30种官方语言（包括简体中

文）供用户选择使用。 

在高级检索模式下，用户可以通过众多的搜索条件

进行检索，比如：国家局、产品说明、申请号、法律状

态、权利人名称、设计人名称、代理人姓名、洛迦诺分

类、注册日期、公告日期、生效日等。并可就检索结果

进行排序。 

目前通过Designview可以查询到以下知识产权局注

册的外观设计： 

 欧洲内部市场协调局（OHIM） 

 欧盟境内的国家／地区知识产权局：奥地利、保加

利亚、比荷卢、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

亚、西班牙、法国、英国、希腊、克罗地亚、匈牙

利、爱尔兰、意大利、立陶宛、拉脱维亚、马耳

他、葡萄牙、罗马尼亚、瑞典、斯洛文尼亚、斯洛

伐克 

 其他非欧盟知识产权局，比较重要的有：加拿大、

中国、韩国、墨西哥、挪威、俄罗斯、土耳其、美

国 

估计德国、芬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注册的外观设

计也将很快可以提供给公众查询。 

 

 

 

 更多有关Designview系统的信息请参见： 

https://www.tmdn.org/tmdsview-web/welcome 

系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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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瑞士、日本等国加入TMview商标检索系统 

T Mview商标检索工具是一项由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

牵头、世界多个知识产权局参与的商标信息共享与检索

工具。用户可以通过TMview检索工具，对已加入该工具

的知识产权局的商标信息进行检索。 

 

自2015年7月起，塞尔维亚、加拿大、瑞士和日本先后

加入了TMview商标检索工具系统，这就意味着，目前用

户可以通过该检索系统查询43个国家和地区的商标管理

机构中的商标注册信息。 

◇ 2015年7月6日：塞尔维亚加入TMview系统，增

加约4.6万件商标 

◇ 2015年9月14日：加拿大加入TMview系统，增

加约130万件商标 

◇ 2015年10月26日：瑞士加入TMview系统，增加

约36万件商标 

◇ 2015年11月23日：日本加入TMview系统，增加

约360万件商标 

 

上述国家商标信息的加入，将使得TMview工具涵盖的知

识产权局数量达到43个。至此，可通过TMview进行信息

检索的商标总数共计约3450万件。 

 

自2010年4月13日正式启用以来，TMview这一检索工具

已经为来自149个国家、超过了1680万次商标信息检索

提供了服务，其中来自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的用户最

为活跃。 

 

这一成就是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主导下与其全球合作伙

伴在国际合作项目中的又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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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view作为一个免费的在线检索工具，供任何互联网用

户快捷、准确地获取包括OHIM以及参与局的商标申请和

注册数据。这些数据由OHIM以及参与局独立负责且保持

每日更新的频率，用户可以由此更好地检索到在先权

利、市场发展趋势，从而更好地评判是否存在权利冲突

而降低风险、保护己方权利。除此之外，通过TMview用

户还可以获得参与局的官方链接，继而获得更多的第一

手信息与文件。 

 

 

 

目前该系统有30余种官方语言（尚未包括简体中文）供

用户选择使用。 

 

在高级检索模式下，用户可以通过众多的搜索条件进行

检索，比如：国家局、法律状态、权利人、代理人、注

册日期、公告日期、尼斯分类等，并可就检索结果进行

排序。 

 

现今通过TMview可以查询到以下知识产权局注册的外

观设计： 

 

 欧洲内部市场协调局（OHIM）、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 

 

 欧盟境内的国家／地区知识产权局：奥地利、保加

利亚、比荷卢、塞浦路斯、捷克、德国、丹麦、爱

沙尼亚、西班牙、芬兰、法国、英国、希腊、克罗

地亚、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立陶宛、拉脱维

亚、马耳他、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瑞典、斯

洛文尼亚、斯洛伐克 

 

 其他非欧盟知识产权局，比较重要的有：加拿大、

瑞士、日本、韩国、墨西哥、挪威、俄罗斯、土耳

其、美国 

 

 

 

 

 

塞尔维亚加入TMview系统：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de/web/guest/news/

-/action/view/2230661 

 

加拿大加入TMview系统：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de/web/guest/news/

-/action/view/2375780 

 

瑞士加入TMview系统：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de/web/guest/news/

-/action/view/2480760 

 

日本加入TMview系统：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de/news/-/action/

view/2548972 

 

TMview 商 标 检 索 工 具 入 口 ： 

https://www.tmdn.org/tmview/welcome 

系统简介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de/web/guest/news/-/action/view/2230661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de/web/guest/news/-/action/view/2230661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de/web/guest/news/-/action/view/2375780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de/web/guest/news/-/action/view/2375780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de/web/guest/news/-/action/view/2480760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de/web/guest/news/-/action/view/2480760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de/news/-/action/view/2548972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de/news/-/action/view/2548972
https://www.tmdn.org/tmview/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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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植物新品种如何申请？相应官费是多少？ 

答：欧盟植物新品种权（Community Plant Variety Right, 英文缩写为CPVR）是一项在欧盟全部成员国境内统一有

效、旨在对具备特异性（distinctness）、一致性（uniformity）、稳定性（stability）和新颖性（novelty）的植物新品

种提供保护的知识产权。 

 

 

1. 主管机构 

欧盟植物新品种权的主管机构为设在法国Angers的欧盟植物品种局（Community Plant Variety Office，英文缩写为

CPVO）。 

欧盟植物品种局英文官方网站：http://www.cpvo.europa.eu/main/en/home 

2.    语言 

申请人可使用欧盟各成员国的任一门正式官方语言提交申请，不过官方表格（例如技术问卷等）在多数情况下提

供英语、法语、德语和荷兰语版本。 

3.     保护期限 

根据《欧盟植物新品种条例》第19条的规定，一般而言，保护期限从授权所在日历年起算，最长保护期限25年；   

但是对于葡萄、马铃薯和树而言，保护期限为30年。 

4.      保护地域范围 

在欧盟全境统一有效。目前，欧盟包括28个成员国，分别为奥地利（AT）、比利时（BE）、 保加利亚（BG）、 

塞浦路斯（CY）、捷克（CZ）、德国（DE）、丹麦（DK）、爱沙尼亚（EE）、西班牙（ES）、芬兰（FI）、法国

（FR）、英国（GB）、希腊（GR）、克罗地亚（HR）、匈牙利（HU）、爱尔兰（IE）、 意大利（IT）、 立陶宛

（LT）、卢森堡（LU）、拉脱维亚（LV）、 马耳他（MT）、荷兰（NL）、 波兰（PL）、葡萄牙（PT）、罗马尼

亚（RO）、 瑞典（SE）、斯洛文尼亚（SI）、斯洛伐克（SK）。 

5. 效力 

欧盟植物新品种权的权利人对其所持有的受保护的新品种享有排他的权利，第三人如果希望对该植物新品种采取

生产、复制、销售等行为，必须获得权利人的准许，且权利人可以对该等准许施加相应条件或限制。 

6. 限制 

当第三人的行为是出于私人使用、非商业目的、实验目的等特定原因，则不被认为侵犯权利人所享有的欧盟植物

新品种权。 

文字/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基本信息 



  

 

 

 

 

 

1.       递交申请 

任何自然人或法人均可向欧盟植物品种局提起申请。不过，对于非欧盟申请人（住所地不在欧盟境内的自然人或

经营地不在欧盟境内的法人）而言，还必须指定一名住所位于欧盟境内的代理人。 

目前，申请人可以通过欧盟植物品种局的官方电子申请系统提交申请（电子申请系统入口：http://

www.cpvo.europa.eu/main/en/home/filing-an-application/online-applications），这也是官方目前推荐的申请途径；

当然，也可以通过邮递形式向欧盟植物品种局或其指定的欧盟成员国主管机构提交纸质申请。 

递交申请时的文件主要包括：申请表（可从欧盟植物品种局官网下载或订购）、技术问卷、秘密技术问卷（视情

况而定）、植物品种命名建议（可后补，并不需要在递交申请时同时提交）、通知表（仅在通过成员国主管机构

提交申请时需要）、支付详情（官方建议使用）、彩色照片（视情况而定，在植物品种为水果和观赏植物时必须

提交）、授权委托书（视情况而定），等等。 

申请被受理后，欧盟植物品种局会发出受理通知书。 

2.      公告 

符合条件的申请被受理后将在欧盟植物品种局的官方公报（一般在每个偶数月发布）中予以公告。 

3.       技术审查 

如果未在申请中发现缺陷或瑕疵，则欧盟植物品种局将安排技术审查。欧盟植物品种局将考量植物来源地、申请

人来源国、实践经验等因素选定并授权审查机构对申请的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和新颖性进行审查。 

 

 

1.       基本官费 

申请费： 650欧元 

审查费： 根据植物品种的不同而有所区别（1430欧元至3210欧元不等），且在技术审查经过的植物品种的每一

个生长周期都需要缴纳相应的审查费 

年费： 每一植物品种250欧元/年（第一年年费须自授权日起60日内完成缴纳，之后每年年费应于每一日历年的

授权日所在月的前一个月的第一天之前完成缴纳） 

 2.     其他可能发生的官费 

申诉费： 1500欧元 

  
答疑选摘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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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 

费用 
  

http://www.cpvo.europa.eu/main/en/home/filing-an-application/online-applications
http://www.cpvo.europa.eu/main/en/home/filing-an-application/online-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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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发明专利授权前就必须缴纳年费吗？ 

答：德国发明专利申请／发明专利从第三年起需要每年缴纳年费，以维持申请／专利的有效性。 

 

 

对于国际申请（PCT申请）进入德国的案件，年费的起算日期是其国际申请日，而不是进入德国的日期。 

  

缴费的期限为申请日所在月的月末。即使发明专利申请还没有授权，也需要缴纳相应的年费。 

  

逾期不缴纳的话，德国发明专利申请将视为被撤回（《德国专利商标局和联邦专利法院费用法》第六条第二款）。在

期限到期前，德国专利商标局并不会发官方通知提醒年费缴纳期限。 

  

  

德国发明专利的相关法条原文请查：http://www.huasun.org/de_patent/legal_documents 

 

文字/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 17 PatG: Für jede Anmeldung und jedes Patent ist für das dritte und jedes       

      folgende Jahr, gerechnet vom Anmeldetag an, eine Jahresgebühr zu  

      entrichten.  

 

     中文翻译：《德国专利法》第17条：从申请日起算，每件申请及每件发明专利需要为第

三年及第三年之后的每一 

http://www.huasun.org/de_patent/legal_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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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欧洲专利是否可以要求台湾、香港、澳门的优先权？ 

答：首先，根据《欧洲专利公约》第58条，任何人都可以申请欧洲专利（欧洲发明专利）。 

  

 

 中国1984年12月19日加入巴黎公约。巴黎公约自1985年3月19日起对中国生效。台湾、香港、澳门不属于巴黎公约成

员国。不过，自1997年7月1日起巴黎公约对香港生效，自1999年12月20日起对澳门生效。而中国、台湾、香港、澳

门均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 

  

因此，在满足要求优先权的其他条件（特别是12个月的优先权期限）情况下，申请欧洲专利时可以要求台湾、香

港、澳门首次申请的优先权。 

文字/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Art. 87(1) EPC:  

Any person who has duly filed, in or for 

(a) any State party to the 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or 

(b) any Member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 application for a patent, a utility model or a utility certificate, or his successor in title, shall     

enjoy, for the purpose of filing a European patent application in respect of the same invention, a 

right of priority during a period of twelve months from the date of filing of the first application. 

 

根据《欧洲专利公约》第87条第1款规定，首次申请在或为巴黎公约成员国或世界贸易组织成

员提出时，申请欧洲专利可以要求该首次申请的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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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欧洲检索报告（EESR）的答复是否可以申请延期？ 

答：直接申请（包括巴黎公约途径）欧洲发明专利

时，欧专局会出具一份欧洲检索报告（ESR: European 

search report），并附上欧洲检索意见（European 

search opinion）。含欧洲检索意见的欧洲检索报告

（ESR）也被称为扩展欧洲检索报告（EESR）。 

  

中国申请人提交的PCT申请进入欧洲时，国际阶段一般

不是欧专局进行国际检索，因此在进入欧洲地区阶段后

欧专局会另外出具一份补充欧洲检索报告（SESR: 

supplementary European search report），并附上欧

洲检索意见（European search opinion）。含欧洲检

索意见的补充欧洲检索报告（SESR）也被称为扩展欧洲

检索报告（EESR）。 

  

在扩展欧洲检索报告的检索意见中，欧专局会对申请的

实质授权条件（如新颖性和创造性等）进行详细的评

判，并指出申请含有的缺陷。 

  

直接申请（包括巴黎公约途径）时，根据R70a(1)及R70

(1)EPC，回复EESR的期限为自欧洲检索报告公布日起6

个月内。该6个月的期限是在EPC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

的，而不是欧专局规定的期限。因此不适用R132(2)EPC

请求延期的规定。 

 

PCT申请进入欧洲且欧专局出具补充检索报告时，根据

R70a(2)及R70(2)EPC，回复EESR的期限为自欧专局发出

R70(2)及R70a(2)EPC通知（询问申请人是否希望继续申

请程序）的送达日起6个月内。 

这里6个月的期限是欧专局规定的，而不是EPC法律条文

明确规定的。因此适用R132(2)EPC请求延期的规定。不

过根据R132(2)EPC，因为这里已经给出6个月的期限

（发其它官方通知时，欧专局一般规定4个月或2个月的

答复期，因此仅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如重病）才能请

求延期。 

  

不管是直接申请（包括巴黎公约途径），还是PCT申请

进入欧洲，错过回复EESR的6个月的期限的话，均可以

通过继续处理程序（A121EPC: Further processing）

补救。但无法通过恢复权利程序（A122EPC: Re-

establishment of rights）补救，因为R136(3)EPC明

文规定：“Reestablishment of rights shall be 

ruled out in respect of any period for which 

further processing under Article 121 is availa-

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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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发明专利相关的法律条文原文链接请参考华

孙欧洲知识产权网： 

 

http://www.huasun.org/eu_patent/

legal_documents 

http://www.huasun.org/eu_patent/legal_documents
http://www.huasun.org/eu_patent/legal_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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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可以向欧专局提交第三方意见？ 

答：首先，根据《欧洲专利公约》第115条，欧专申请公开后，任何人都可以在欧专局前的程序中提出第三方意

见（“Observations by third parties”）： 

Art. 115 EPC: "In proceedings before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the 

European patent application, any third party ma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present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patentability of the invention to which the application or pa-

tent relates. That person shall not be a party to the proceedings."  

  

提交第三方意见没有官费，在第三方意见中可以阐述专利申请或专利不满足授权条件的原因。根据欧专局审查指南

Part E-V, 3： 

"The observations are communicated to the applicant or proprietor without delay and he may comment 

on them. If they call into question the patentability of the inven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they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any proceedings pending before a department of the EPO until such pro-

ceedings have been terminated, i.e. they must be admitted to the proceedings... Observations by 

third parties received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proceedings will not be taken into account and will 

simply be added to the non-public part of the file." 

  

因此，如果欧洲局前的程序已经结束，则欧专局不会考虑第三方意见的内容，而仅仅是将第三方意见归入档案。 

  

对于申请程序而言，当授权决定书（"Decision to grant a European patent"）抵达欧专局内部负责送达的

部门时，授权决定书开始具有约束力，申请程序也就结束了（参见扩大申诉委员会决定G12/91, OJ 1994, 285）。

在此之后提交的第三方意见，欧专局不会考虑第三方意见的内容，而仅将其归入档案，除非之后有异议程序被提

起。提起异议的期限是欧洲专利授权公告日起九个月内。  

文字/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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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月中下旬，两组欧专局审查员随我所负责人孙一

鸣分别访问了我们的两家中国客户，并就欧洲专利实质

授权条件通过讲座进行了讲解。 

 

此次访问得以成行，其中一组起初是因为一位审查员在

海牙欧专局的一次活动上和我所孙一鸣相识后提出希望

拜访我所的中国客户，另一组是因为一位审查员注意到

孙一鸣代理有众多中国申请人的欧专案件而主动致电我

方提出希望拜访我所的中国客户。 

 

2015年10月16日，欧专局审查员Achim Müller先生（德

国）、David Njibamum先生（荷兰）、Jürgen Meiser

先生（德国）及Michael Lecointe先生（法国）随孙一

鸣访问了位于珠海的一家生产打印器材的企业集团。  

四位审查员都来自欧专局慕尼黑总部。 

 

在访问开始，欧专局审查员参观了我们这家客户的产品

展览厅，随后孙一鸣和审查员一起为该客户的知识产权

部门就欧洲专利实质授权条件进行了培训。 

 

在孙一鸣介绍了欧洲专利实质授权程序和各类实质授权

条件后，Müller先生就欧专局前创造性的评判标准以及

修改是否超出原始申请文件范围的评判标准结合实例进

行了细致的讲解。在午饭后，Meiser先生及Lecointe先

生在客户的一个对外活动中就欧洲专利申请向与会人士

做了介绍。  

 

两组欧专局审查员随我所负责人孙一鸣拜访中国客户 

2015年11月10日，HUA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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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7日，欧专局审查员Agnès Gamez女士（法

国），Jérôme Maître先生（法国），Christian 

Haering先生（法国）及Vagn Nissen先生（丹麦）随孙

一鸣访问位于南京的一家生产电动工具的企业集团。四

位审查员前两位来自欧专局海牙分部，后两位来自慕尼

黑总部。 

 

在访问开始，欧专局审查员参观了我们这家客户的产品

展览厅，随后孙一鸣和审查员一起为该客户的知识产权

部门就欧洲专利实质授权条件进行了培训。在孙一鸣介

绍了欧洲专利实质授权程序和各类实质授权条件后，

Nissen先生介绍了欧专局的概况，Maître先生讲解了欧

专局前创造性的评判标准，Haering先生讲解了修改是否

超出原始申请文件范围的评判标准及第三方意见。 

  

 

两次访问都收到了客户的好评，尤其此次访问是客户的知

识产权部门人员第一次和欧专局的审查员有机会进行面对

面的直接沟通，并就欧洲专利的相关问题和审查员展开讨

论。欧专局的审查员绝大部分也是第一次来中国，中国和

中国企业的发展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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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0月25日开始，德国正式进入冬令时，将持续

到明年3月27日。 

  

冬令时期间（每年十月最后一个周日至次年三月最后一

个周日）德国的时间比中国迟七个小时。北京时间下午

15:00，即德国上午8:00，是我们事务所慕尼黑办公室开

始工作的时间。我们事务所大部分工作人员目前在慕尼

黑办公，因此恳请广大国内客户留意： 

  

冬令时期间，我们慕尼黑办公室的工作时间为：北京时

间 15:00-24:00 

  

此期间（即国内下午和晚上）可以和我们慕尼黑办公室

即时电话（＋49 89 3838 0170）联系。国内客户拨打国

际长途电话不方便的话，请和我们约好时间，我们会从

德国给您打过去（我们和德国电信签订了包月服务，给

国内座机拨打时，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另外，也可以和我们北京办公室联系，我们北京办公室

的工作时间为：北京时间 09:00-18:00，电话是：＋86-

(0)10-82168300。 

  

为方便国内客户和我们联系，北京办公室会负责我们事

务所的QQ（800099654）。北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目

前由慕尼黑派驻北京）可以查到和客户之间的所有邮件

往来，并可以远程登录事务所设在慕尼黑的服务器查到

所有案件的整个电子档案。QQ记录每天会由专人检

查，以便在需要补充回答客户问题（或需要进一步电话

沟通）的情况下，再和客户进一步联系。 

  

正式的案件委托和正式指示请通过电子邮件和我们联

系，以便我们的档案存档管理。 

 

方便与中国客户的即时联系：德国和中国之间的时差

（夏令时相差6小时，冬令时相差7小时）造成的即时交

流的问题得以全面解决，中国客户将可以在工作日上午

和下午和北京办公室即时联系，下午和晚上和慕尼黑办

公室联系。另外，中国客户将可以直接给北京办公室电

话，而不再受国际长途电话的各类限制。 

 

冬令时期间华孙事务所（慕尼黑和北京）工作时间说明 

2015年10月23日，HUA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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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孙北京办公室自今年初开始正式运营，极大地

方便了国内客户与我们的联系和交流。鉴于当

前通过QQ进行咨询的人数和频率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

长，为适应日益扩大的咨询服务需求，我所于9月份开

始正式启用新的QQ服务平台（新QQ账号：

800099654），以期能够有效地提升我所在线咨询的服

务质量和用户体验。 

与旧的QQ服务账号相比，新的QQ服务平台具有以下优

势： 

可以实现多位客服（包括北京办公室和慕尼黑办公室）

同时在线，以确保客户的咨询需求能够得到及时和有针

对性的处理 

聊天记录在客服人员之间实现共享，让每一位提供咨询

服务的华孙同事能够全面掌握相关信息 

更多专属功能（企业空间、消息群发等）为客户提供一

站式欧洲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此外，关于QQ咨询烦请您注意下述事项： 

 

 1. 我所原QQ号（1467218646）将在过渡期届满

（2015年10月底）之后不再使用。 

 

 2. QQ咨询仅为补充交流方式。关于案件的正式指

示，还请注意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给我们。 

 

 3. 我所QQ服务时间为：北京时间9:00-18:00。 

 

我们希望，升级后的新QQ服务平台能够以更完善、更专

业的在线咨询服务提高您的用户体验。华孙全体同仁将

一如既往地为您提供优质高效的欧洲知识产权法律服

务！ 

 

 

我所新QQ服务平台已启用 

新QQ账号：800099654 

2015年9月24日，HUA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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