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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尊敬的各位读者，大家好！第二十二期《华孙欧洲知识产权通

讯》（以下简称《华孙通讯》）如期和您见面了。在此，我谨代

表参与本期《华孙通讯》筹备和制作工作的华孙全体同仁，感谢

您对我们始终如一的关注与支持！ 

 

本期《华孙通讯》有下述主要亮点值得关注： 

 

一、 备受瞩目的“中国创造”和“中国申请” 

在欧洲专利局于2021年5月4日公布的入围2021年欧洲发明家大奖决赛的名单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在该大奖

历史上第一次有来自中国企业的发明家入围决赛，他们是来自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皮波先生和何

毅先生。这两位发明家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既能检查指纹图样又能辨别血流是否存在的指纹传感器，众多智

能手机品牌中的多个型号皆使用该创新技术来防止未经授权的使用，全球超过10亿人每天都在应用该项发明

技术。这体现出“中国创造“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的日益扩大。 

根据2021年5月19日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的新闻公告，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已于5月19日当天正式加入

TMview商标检索系统，这意味着超过3200万件中国商标的信息现已能够通过TMview商标检索系统进行检

索。自此，TMview工具中涵盖的国际和地区知识产权局数量达到75个。欧盟知识产权局公告还特别指出，

欧盟知识产权局是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首个与之共享商标信息的知识产权局，这体现了两局长期以来密切、

持续的合作关系。 

此外，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的一份关于欧盟商标和注册式欧盟外观设计的中国专题报告显示，2010-2019这

十年之间，来自中国的欧盟商标和欧盟外观设计的申请数量逐年递增。2010至2019年间，来自中国的欧盟商

标申请数量年平均增长率为33.2%，其中2019年度的申请量与2010年度相比增长了1027.9%；而同期来自中

国的直接申请注册式欧盟外观设计案件数量年平均增长率为31.4%，其中2019年度的申请量与2010年度相比

增长8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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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主管机构陆续发布2020年度数据 

2021年6月9日德国专利商标局在其官网公布了2020年度报告，其中特别值得中国申请人关注的是：源自中国

大陆的德国发明专利申请以499件的申请量排名第八位，与去年相比上升一位；在德国实用新型和德国商标

申请方面，中国大陆分别以1052件和2253件蝉联德国境外申请的第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德国外观设计申请

量为69件，仍列申请来源国榜单的第十名。 

欧洲专利局也于2021年3月16日发布了关于2020年度专利指数的新闻公告。此次新闻公告重点指出，在2020

年COVID-19疫情的大背景下，医疗领域相关发明成为2020年专利活动的主要驱动力——其中医疗技术领域

是2020年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技术领域，制药和生物技术领域也都呈现突出的增长态势。尽管受COVID-19

疫情影响，2020年提交至欧专局的专利申请总量仍达到180250件，与2019年相比仅下降了0.7%，反映出欧

洲专利保护需求依然十分旺盛。 

 

三、 自2021年7月1日起来自中国在先申请不再需要提交在先申请的检索结果 

本期《华孙通讯》还收录了一篇最新答疑，向读者介绍了在先申请来自哪些国家的欧专申请无需按照Rule 

141(1) EPC规定向欧专局提交在先申请的检索结果。Rule 141(1) EPC规定申请人有义务在提交申请的同时向

欧专局提交作为优先权基础的在先申请的检索结果，如果在申请提交时尚未获得该检索结果，则至迟应在申

请人获得该检索结果时提交；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同条第（2）段规定该义务在欧专局局长就此事项有做出

特别决定的情况下可以得到豁免。根据最新欧专局局长决定，自2021年7月1日起，来自中国和瑞典的在先申

请也可豁免Rule 141(1) EPC所规定的提交在先申请检索结果的义务。 

 

本期《华孙通讯》最后一个部分主要向读者介绍我所近期的主要动态。首先值得介绍的是2021年第1期德国

专利律师协会会刊（“Kammerrundschreiben 1/21”）收录并推广宣传了我所成功代理的一起德国联邦专利

法院前德国实用新型删除程序申诉程序的裁定要旨（案号：35 W (pat) 434/18）。在经过2020年6月23日的口

审程序后，三位法官批准了删除请求人（即我方委托人）的请求，做出了在其请求范围内删除该德国实用新

型并由权利人承担一审和二审全部程序费用的决定。此外，我所负责人孙一鸣、北京办公室负责人黄若微应

中国知识产权报社邀请，于2021年6月9日作为主讲嘉宾出席了2021年首场智南针线上沙龙活动。本次活动为 

 



线上参会的约100位来宾介绍了去年由智南针网发布、华孙事务所撰写的《欧洲发明专利实务指引》《欧盟

商标和欧盟外观设计实务指引》的主要内容，同时就欧洲发明专利的分案和分离、英国脱欧对于欧盟知识产

权制度的影响等议题和与会来宾进行了分享和互动。 

 

最后，再次感谢您阅读本期《华孙通讯》。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是促使我们不断完善的动力！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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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动态  

中国企业创造历史首次入围欧洲发明家大奖决赛 

在该大奖历史上，第一次有来自中国企业的发明家入围决

赛，他们是来自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皮波先生和

何毅先生。两位发明家在智能手机指纹验证领域做出了卓著

的贡献。 

 

2021年度“抄袭奖”再次由中国企业“摘得桂冠” 

本届抄袭奖的冠亚军皆由中国的企业赢得，这样的“好成

绩”反映出中国仍是仿冒商品的主要来源国。如何解决仿冒

品的泛滥，并以此减少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负面形象已

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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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专利商标局发布2020年度报告 

2020年度德国专利商标局新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受新冠疫情

影响而减少，不过实用新型和商标申请数量反而有所增长。

2020年中国大陆仍是德国境外德国商标申请数量最大的国

家，来自中国大陆的实用新型申请数量也是除德国本土之外

其他国家中最多的，发明专利申请也较去年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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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专利商标局发布2020年度主要数据 

根据年度统计数据显示，商标和实用新型领域的申请皆有显著增长，而发明专利以及注册式外

观设计方面的申请数则依旧呈下降态势。德国专利商标局局长鲁道夫·舍费尔女士表示：此次

年度统计数据比以往更能反映出科技的变革。 

 

欧洲专利局发布2020年度专利指数 

尽管受COVID-19疫情影响，2020年提交至欧专局的专利申请总量仍达到了180250件；从申请总

量和增长幅度来看，2020年医疗相关领域的专利活动最为活跃；来自中国的申请数量依然保持

强劲的增长态势（增幅达9.9%）。 

 

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欧盟商标和外观设计中国专题报告 

报告显示，2010至2019年间来自中国的欧盟商标申请数量的累计增长率达1027.9%；同期来自中

国的直接申请注册式欧盟外观设计申请数量的累计增长率达890.4%。2020年COVID-19疫情虽然

在年初造成了申请数量锐减，但之后的强势反弹使得来自中国的申请在申请总量中的占比进一

步提高。  

 

欧盟知识产权局和欧洲专利局就知识产权对欧盟企业发展的影响发布联合报告  

报告显示，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在人员规模、营业收入和平均工资水平方面均高于没有知识产

权的企业；知识产权最密集的是信息通讯行业；知识产权与企业发展状况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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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TMview商标检索系统 

自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1年5月19日加入TMview商标检索系统后，该商标检索系统涵盖的国

家和地区知识产权局数量已达到75个，可通过该系统进行信息检索的商标总数也从原先的6200万

件左右增加至9000余万件。  

 

欧盟知识产权局eRegister功能正式上线 

该功能目前已被嵌入欧盟知识产权局在线检索工具eSearch Plus数据库中，通过该功能用户可以按

照时间顺序更加直观简便地查询到某一欧盟商标或注册式欧盟外观设计的详细档案历史，包括权

利的创设、变更、许可、转让等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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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局（EPO）于2021年5月4日公布了入围2021

年欧洲发明家大奖决赛的名单。值得欣喜的是，在该大

奖历史上，第一次有来自中国企业的发明家入围决赛，

他们是来自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皮波先生和

何毅先生。两位发明家在智能手机指纹验证领域做出了

卓著的贡献。全球超过10亿人每天都在应用该项发明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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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楊筑荃 （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中国企业创造历史首次入围欧洲发明家大奖决赛 

欧洲发明家大奖旨在表彰对技术、社会和经济增长做出

特殊贡献的杰出发明家。该大奖由五个项目组成，分别

为：工业奖、研究奖、非欧专组织国家奖、中小企业奖

和终身成就奖。此外，全球观众可通过线上投票选出

“大众奖 ”（投票活动已开放，于2021年6月17日截

止）。 

2021年（第十五届）欧洲发明家大奖在2021年6月17日

中欧时间19:00（中国时间2021年6月18日01:00）举行颁

奖典礼。国际评审团从近400名发明家和团队中选出最

终的15名决赛选手。他们分别来自奥地利、中国、丹

麦、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荷兰、挪威、塞尔维

亚、西班牙、瑞士、瑞典、英国和美国。 

欧专局就皮波和何毅两位发明家的介绍由我方翻译如

下： 



为皮波和何毅投票 

https://popular-prize.epo.org/i/i/bo-pi-and-yi-he-cn/

#inventor-bo-pi-and-yi-he-cn 

入围类别：非欧专组织国家奖 

领域：指纹验证 

公司：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henzhen Goodix 

Technology Co., Ltd.） 

专利号：EP3072083（点击此处下载该欧洲专利文本或

点击此处下载其中国同族专利文本） 

发明：安全的人体指纹传感器 

创新者皮波和何毅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既能检查指纹图

样又能辨别血流是否存在的指纹传感器。众多智能手机

品牌中的多个型号皆使用该创新技术来防止未经授权的

使用，为数百万用户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安全保障。 

大多数智能手机都有指纹扫描仪，能够验证用户身份、

解锁设备、并进行在线支付等功能的操作。然而，这项

技术并非没有风险。传统的指纹传感器可被2D指纹，甚

至是3D的硅树脂手指所蒙骗。 

研究人员皮波和何毅了解传统传感器的局限性，而决定

开发出解决方案。皮波是物理学家和技术专家，具有广

泛的电子传感知识，而何毅是前光电子学教授，具有光

纤和光学设备方面的经验。两人在各自专长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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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了后来成为他们发明基础的两关键发现。第一，

通常由医生用于医疗诊断的红外光传感器可用于测量手

指脉搏。第二，手指压在传感器上会迫使血液从毛细血

管中流出。这些发现促使新的光学传感器得以被开发，

不仅能捕捉到这些变化，同时也追踪用户的指纹图。上

述多种技术的结合使皮波和何毅开发的世界上第一个集

成的活体指纹检测（LFD）传感器几乎不可能被欺骗，

为智能手机的安全树立了新的基准。 

寻找新市场 

皮波和何毅的专利发明由深圳汇顶科技公司（Goodix）

商业化，该公司在世界各地约有2200名员工。其传感器

在2016年推出后便迅速获得知名度。LG电子、华为和

三星电子等制造商皆使用汇顶科技的解决方案。该科技

公司正计划将其技术也推广到汽车领域的各种设备中。 

皮波为汇顶科技现任首席技术官，何毅为研发总监。两

人将在汇顶科技位于美国圣地亚哥的研发办公室持续他

们的先锋合作工作，找出影响社会的技术挑战并探索克

服方法。 

欧专局对2021年欧洲发明家大奖入围决赛名单的公

布： 

https://www.epo.org/news-events/
news/2021/20210504.html 

 

欧专局对皮波和何毅的介绍（内嵌有约6分钟的视

频介绍）： 

https://www.epo.org/news-events/events/european-
inventor/finalists/2021/pi.html 

https://popular-prize.epo.org/i/i/bo-pi-and-yi-he-cn/#inventor-bo-pi-and-yi-he-cn
https://popular-prize.epo.org/i/i/bo-pi-and-yi-he-cn/#inventor-bo-pi-and-yi-he-cn
http://www.huasun.org/sites/default/files/EP3072083B1.pdf
http://www.huasun.org/sites/default/files/CN105981039B.pdf
https://www.epo.org/news-events/news/2021/20210504.html
https://www.epo.org/news-events/news/2021/20210504.html
https://www.epo.org/news-events/events/european-inventor/finalists/2021/pi.html
https://www.epo.org/news-events/events/european-inventor/finalists/2021/p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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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反抄袭运动协会(Aktion Plagiarius e. V.) 于2021年

4月16日举行第45届抄袭奖颁奖典礼。该奖项创办于

1977年，其旨是要唤起产品和商标仿冒者的良心，引起

产业、政治圈和消费者对这类问题的关注，同时也彰显

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镶有金色鼻子的黑色小矮人奖

杯象征抄袭者窃取设计师和企业的创造成果。 

据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和反抄袭运动

协会证实，越来越多的仿冒者会特意检查原制造商的产

品是否受工业产权保护。仿冒品有可能出自竞争者，也

可能来自曾经合作过的供应商、生产商或销售商等生意

伙伴。该联合会的2020年度产品盗版报告指出，仿冒品

有61％来自中国大陆，其次是德国占19%，以及俄罗斯

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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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抄袭奖”再次由中国企业“摘得桂冠” 

根据欧盟委员会统计，2019年欧洲各海关当局在欧盟外

部边界查获的侵权产品超过4100万件，价值逾7.6亿欧

元。主要的产地包括中国、香港和土耳其。大量被扣押

的产品是网上订购的小型包裹。另外，海路也仍然是运

送假货的一个重要渠道。欧盟知识产权局和经合组织关

于国际集装箱运输的研究指出，所有集装箱中只有不到

2%能够接受实物检查。此缺点使犯罪网络得以更猖狂的

滥用这一供应链渠道。  

一如往年，德国反抄袭运动协会此次也决选出三个主要

奖项和七个不分排名的一般奖项。来自中国的企业获得

本年度三个主要奖项中的冠亚军，突显出中国仍是仿冒

市场中的主要来源国。惟有重视抄袭议题和知识产权的

保护，才能逐渐减少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负面形

象。 



关于2021年抄袭奖的主要奖项我们概述如下： 

第一名由杭州的古力园林机械有限公司夺得。该公司复

制了德国斯蒂尔公司的油锯（型号MS 250），不仅将原

创商标的STIHL字样改为STHIL，也侵犯了受到保护的

橙色和浅灰色颜色商标。古力是斯蒂尔产品在中国大陆

的前三名仿冒商之一，其客户群主要位于东南亚、非洲

和南美州。斯蒂尔目前已在法庭上赢得了对该仿冒商的

八场诉讼，并获得总计17万欧元的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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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由一家英国公司赢得。该公司仿冒克罗埃蒂亚知

名家具品牌Prostoria的一沙发床系列。该仿冒商复制众

多家具品牌的产品，并标榜其复制品的规格和原产品相

同，而且价格只有原品的九折。事实上，仿冒家具的用

料和做工都非常粗糙，也有使用上的安全疑虑。 

（上为原件，下为仿制品） 

获得第二名的仿冒品也是由中国的企业制造再经由捷克

的卖家于知名电商平台上进行分销。仿冒的产品为德国

MANOTEC工业自动化公司的电动刹车放气装置ERS 

5，不仅质量低劣、接线危险，还存在电流单位标示错

误、设备泄漏等严重问题。 

（左边为原件，右边为仿制品） 

（左边为原件，右边为仿制品） 



其他七个不分排名的一般奖项包含混合式连帽夹克、糕

点机、扶手椅、折迭式沥水架、阶梯式钻头、圣诞树架

和门挡。得奖的仿冒商来自英国、荷兰、德国、捷克以

及土耳其。详细内容可到反抄袭运动协会的网站上浏

览。 

仿冒品不仅侵犯了原创作者的知识产权，更在拙劣的造

假过程中使用了不符合安全规范和法律要求的材料，消

费者很可能因此付出健康和安全的代价。此次的评选结

果显示中国企业的抄袭行为仍有待改善。相应的，发明

人也可通过商标注册和发明专利申请等来保护创新的想

法和技术，避免竞争对手不当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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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的具体奖项报告以及原件与仿冒产品的照片

可参考下述链接： 

https://www.plagiarius.com/index.php?
ID=59&SETSPRACHE=1 

  

德国专利商标局关于本年度抄袭奖的英文介绍： 

https://www.dpma.de/english/our_office/publications/
background/plagiarius2021/index.html 

  

https://www.plagiarius.com/index.php?ID=59&SETSPRACHE=1
https://www.plagiarius.com/index.php?ID=59&SETSPRACHE=1
https://www.dpma.de/english/our_office/publications/background/plagiarius2021/index.html
https://www.dpma.de/english/our_office/publications/background/plagiarius2021/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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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专利商标局发布2020年度报告 

 文字：楊筑荃（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2021年6月9日，德国专利商标局（Deutsches Patent- 

und Markenamt, 以下简称DPMA）在其官网公布了2020

年度报告。该报告共96页，主要就2020年度德国专利商

标局前各知识产权类型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详细总结，并

介绍了德国境内各知识产权类型的发展及创新趋势。德

国专利商标局局长鲁道夫·舍费尔女士在报告开篇说

到，过去一年新冠疫情给社会带来诸多挑战，不过人们

在这样的危机下展现了无限的创意和变通能力。这种创

造力也给予人们信心，因为发明正是克服危机的驱动力

之一。 

就2020年度德国专利商标局前的各类工业知识产权申请

情况而言，值得中国申请人关注的是：源自中国大陆的

德国发明专利申请以499件的申请量排名第八位，与去

年相比上升一位；在德国实用新型和德国商标申请方

面，中国大陆分别以1052件和2253件蝉联德国境外申请 

的第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德国外观设计申请量为69

件，仍列申请来源国榜单的第十名。 

此次年度报告的主要内容由我们总结如下： 

1. 德国发明专利 

2020年度DPMA受理发明专利申请案件总量62105件，

较上一年度下降7.9%。其中54580件为直接申请，7525

件为通过PCT途径进入德国国家阶段。在2020年有约

86.9%的发明专利申请通过电子方式递交，这一比例较

上一年度提升了0.5%。 

2020年度DPMA受理的德国发明专利申请中，源自德国

本土的案件量为42249件，占总申请数量的68.0%，同期

相比下降9,4%；来自海外的案件申请量则呈现不同的趋

势：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的申请数量分别增长了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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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1.4%，而美国（-5.2%）和日本（-8.9%）的申请数

量则持续下降。  

以DPMA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总量为标准，排名前十的

申请来源国的案件数量及在总量中所占比重如下： 

• 德国：42249件，占比68.0% 

• 日本：7247件，占比11.7% 

• 美国：5882件，占比9.5% 

• 韩国：1617件，占比2.6% 

• 台湾地区：933件，占比1.5% 

• 瑞士：777件，占比1.3% 

• 奥地利：765件，占比1.2% 

• 中国大陆：449件，占比0.8% 

• 瑞典：321件，占比0.5% 

• 法国：301件，占比0.5% 

在德国境内的发明专利申请中，巴登符腾堡州的申请数

量仍排名第一（-10.2%），共计13687件。巴伐利亚州

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分列第二及第三位。 

DPMA发明专利申请大多来自于工业企业，前三名的企

业具体如下： 

• Robert Bosch GmbH（罗伯特·博世有限责任公

司）：4033件 

• Schaeffler Technologies AG & Co. KG（舍弗勒公

司）：1907件 

• Bayerische Motoren Werke AG（宝马汽车公

司）：1874件 

从技术领域来看，发明专利申请的前三名为交通运输

（-16.6%）、电气设备能源（-2.9%）以及测量技术（-

9.9%）。电脑技术领域的申请数量较2019年度大幅增涨

了17.6%，并进到技术领域排名中的第五。值得一提的

是，医疗技术领域的申请数量达2383件，较去年足足上

涨了10.1%，其中防疫方法和设备领域的申请增长了

175.8%，口罩和防护服领域的申请增长了417.6%。 

2. 德国实用新型 

德国实用新型申请量仍呈现上涨态势，2020年申请总量

为12323件，相较2019年度上升约5.6%。在2020年度审

结案件中，有10736件实用新型申请成功注册（占总量

的87.8%），1496件申请被驳回、撤回或者出于其他原

因未被注册。这一年度总计18166件实用新型通过缴纳

维持费效力得到延续，另有12796件实用新型因未延续

效力或有效期届满而失效。 

德国实用新型的申请来源仍以德国为主；海外申请为

3426件，占总量约27.8%，其中来自非欧盟国家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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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2267件。主要申请来源国的案件量及其占申请总数

的比重排序如下： 

• 德国：8897件，占比72.2% 

• 中国大陆：1052件，占比8.5% 

• 台湾地区：403件，占比3.3% 

• 美国：347件，占比2.8% 

• 瑞士：200件，占比1.6% 

• 奥地利：194件，占比1.6% 

• 日本：179件，占比1.5% 

• 意大利：147件，占比1.2% 

• 韩国：131件，占比1.1% 

• 法国：98件，占比0.8% 

与往年一样，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实用新型申请案件

量仍为德国国内最多，共2251件（占德国国内申请总量

的25.3%）；第二、三位分别为巴伐利亚州2023件

（22.7%）和巴登符腾堡州1577件（17.7%）。 

3.德国商标 

2020年，DPMA受理德国商标申请共89438件，较2019

年同比增加13.5%，其中84619件是直接申请德国商标， 

4819件是商标国际注册的延伸。在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

全球的请况下，德国商标申请量反而达到二十年来的最

高水平。 

在2020年，有60428件商标被成功注册，成为历史新

高；不过撤回的申请有超过12000件，被驳回的也有

6000件以上。 

德国境内商标申请最主要的来源地是：北莱茵威斯特法

伦州（18151件）、巴伐利亚州（14451件）以及巴登符

腾堡州（10139件）。以商标申请人均数量来看，汉堡

和柏林分别以222件/10万人及162件/10万人位居德国前

两位。2020年度注册数量最多的德国企业为Henkel AG 

& Co. KGaA （汉高股份有限公司）的92件，以及宝马

公司的90件。 

报告中也提到了在德国本土之外商标申请数量位列前两

名的来源国：中国大陆以2253件申请蝉联第一，这一数

字几乎是位居第二的美国（778件）的三倍。 

根据报告统计，2020年度商标申请数量最多的前三名类

别和2019年度相同：第一名为第35大类（办公室服务、

广告和商业管理等服务）的29378件，第41大类（教

育、培训、娱乐、体育和文化活动）和第9大类（计算

机硬件、软件以及其他电子设备）分别以20728件和

16338件位居第二、三名。 

4. 德国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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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DPMA共受理外观设计申请案件6113组

（2.7%），共计39450件外观设计（-8.5%）。 DPMA

在2020年度共审结41350件外观设计，其中37124件予以

注册，授权注册率达到89.8%，较2019年度（91.5%）有

所下降。 

从分类来看，虽然第6类（家具）下的外观设计件数比

2019年下降了约18.2%，但仍然以9337件成为申请时被

选择最多的洛迦诺分类下的产品类别。 

以DPMA受理的外观设计申请所包含的外观设计总量为

标准，申请来源国的排序如下： 

• 德国：33207件，占比89.4% 

• 意大利：1913件，占比5.2% 

• 瑞士：884件，占比2.4% 

• 奥地利：192件，占比0.5% 

• 美国：151件，占比0.4% 

• 捷克：136件，占比0.4% 

• 日本：118件，占比0.3% 

• 波兰：113件，占比0.3% 

• 荷兰：94件，占比0.3% 

• 中国大陆：69件，占比0.2% 

来自德国国内的外观设计申请中，有31.9%来自于北莱

茵威斯特法伦州（10596件），这也是北莱茵威斯特法

伦州在这一榜单上领跑的第十三年。巴伐利亚州（6143

件）和巴登符腾堡州（5037件）分别以18.5%和14.2%的

占比位列第二、三位。     

德国专利商标局关于此次年度报告的新闻公

告，请参见： 

https://www.dpma.de/service/presse/
pressemitteilungen/09062021/index.html 

 

《德国专利商标局2020年度报告》德文版下载

链接： 

https://www.dpma.de/docs/dpma/
veroeffentlichungen/jahresberichte/
jahresbericht2020.pdf 

https://www.dpma.de/servic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09062021/index.html
https://www.dpma.de/servic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09062021/index.html
https://www.dpma.de/docs/dpma/veroeffentlichungen/jahresberichte/jahresbericht2020.pdf
https://www.dpma.de/docs/dpma/veroeffentlichungen/jahresberichte/jahresbericht2020.pdf
https://www.dpma.de/docs/dpma/veroeffentlichungen/jahresberichte/jahresbericht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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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专利商标局发布2020年度主要数据 

 文字：楊筑荃（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总部位于慕尼黑的德国专利商标局（DPMA）于2021

年3月5日线上发表了2020年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商标

和外观设计等各知识产权领域的年度统计数据。尽管自

2020年3月起欧洲多地受新冠疫情肆虐，欧洲最大的国

家专利局DPMA在封城政策下仍全面运作，完成的案件

审查甚至多过2019年。其中，发明专利以及实用新型的

检索报告共发出18435份，比2019年增加8.9%。发明专

利程序中的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也发出远远超过4.2

万份，较上一年度增加近24%。因应现况以及当前的科 

技趋势，医疗和电脑相关的发明申请显著增加。德国专

利商标局局长鲁道夫·舍费尔女士表示：全球疫情导致严

重的经济损失，却也刺激了某些特定领域的经济增长。

越来越多的创意解决方式因为新冠危机而蓬勃发展。 

德国专利商标局（DPMA）2020年度各知识产权类型相

关数据如下： 

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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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危机也是申请人在各知识产权领域中做申请考量的

关键因素。2020年第一季度的申请数量与2019年同期相

比差距不大，不过自2020年3月起全球受疫情重创后，

每个月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都明显少于2019年同期。 

电动车的流行趋势也将为汽车业的未来发展带来影响。

一般电池和燃料电池相关的发明明显增加（+15.4%）；

然而与内燃机相关的发明数量则少于2019年。交通运输

（-16.6%）、机械部件（-18%）、以及发动机、泵和涡

轮机（-22%）等技术领域的申请数量均比2019明显减

少。 

尽管交通运输领域的申请数量下滑，该领域仍是DPMA

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技术领域，总计为10758件。

排在第二位的是电气机械和仪器、电能，共6992件申

请，较2019年减少2.9%。其次是测量技术，共4565件申

请，较2019年减少9.9%。 

疫情也刺激其他领域的创新。医疗技术领域在该年度的

申请数为2383件，较2019年度增加10.1%。口罩及防护

衣领域的申请翻了五倍 (+417.6%)。预防感染的方法和

装置的领域申请上涨175.8%。其他消费品的技术领域的

申请也有显著增长（+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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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电脑技术领域也收到3080件申请，较

2019年度大幅增加17.6%。人工智能以及机器学习尤其

占有重要地位。自DPMA年度主要数据开始统计以来，

该技术领域首次进到前五名，也反映出电气工程这一技

术领域不断提高的重要性。2019年，该领域占DPMA总

申请量的比例为23.8%，2020年已经达到26.1%。美国英

特尔集团作为半导体领域的一家公司也进入了最活跃的

发明专利申请者前十名名单（第9名）。 

在2020年最活跃的发明专利申请者中，Robert Bosch  

GmbH（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再登榜首，申请数为

4033件，其次是Schaeffler Technologies AG & Co. KG 

（舍弗勒集团）的1907件。Bayerische Motoren Werke 

AG（宝马公司）排名第三，申请数为1874件。尽管汽

车行业（尤其是大型供应商）的年度统计数据有所下

降，该行业仍然持续占据主导地位。前10名申请者中有

9名是汽车制造商或供应商，他们在长期的创新成功中

继续发挥着关键作用。 

实用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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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实用新型的申请数量首次上升。2020年度DPMA

总共受理12323件实用新型申请，较上一年度增长

5.6％。 

无需实质审查的实用新型可更快速地提供申请人产品保

护，这项特点似乎更符合申请人的需求。也因此在疫情

期间，实用新型的申请数量增加。 

其他消费品的技术领域申请数量大幅增长（84%）， 

取代2019年度排名第一的交通运输领域，跃升为申请最

集中的技术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大陆在德国实用新型方面的申请共

计1052件，较2019年增长近50%，依然是德国境外申请

数量最多的国家。 

商标 



  
报告·数据 

Report • Data 

 

      16 华孙欧洲知识产权通讯总第22期 

 

 

 

尽管新冠疫情带来种种不确定性，过去一年德国专利商

标局受理的商标申请数量反而急剧增长。 

2020年度德国专利商标局受理的商标申请总数为89438

件，与上一年度相比增加13.5%，创下20年以来的纪

录。（目前的历史纪录为2000年左右因特网迅速发展

时）2020年度最终获得注册的商标数量也首次超过6万

件。 

对抗疫情的商品和服务类有显著的增长，尤其是医疗器

材、药品以及消毒产品。 

商标中的广告和商业管理、服饰和电子等领域也是较受 

欢迎的类别。防疫期间许多销售活动转往线上，也同时

增加商业模型的数位化。许多线上店家为求能在网络平

台经营成功，都意识到了商品及服务受到商标保护的重

要性。许多大型电商平台也对此有相应的要求。 

在商标排行榜上，Henkel AG & Co. KGaA （汉高股份

有限公司）的92件商标拔得头筹，其次为宝马公司的90

件，以及营销公司 DFO Global Performance Commerce 

Ltd.的59件。 

注册式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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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设计的每份申请最多可包括100件设计。 虽然2020

年度的外观设计总申请数较2019年增加了2.7%（6113

份），总设计数却下降8.5%，共计39450件。 

德国国内获得授权的注册式外观设计中，有31.9%来自

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而巴伐利亚州和巴登符腾堡州

的申请量则分别以18.5%和15.2%的占比位列第二、三

位。第6类的家具依然最受欢迎，2020年度共有9337件

外观设计寻求该分类下的保护，但较上一年度的数量减

少18.2%。反而是第25类的建筑物和建材大幅增加

88.2%，设计数为4560件，进到排行榜中的前五名。 

德国专利商标局关于2020年度主要数据新闻公

告： 

德文版 https://www.dpma.de/service/presse/

pressemitteilungen/05032021/index.html 

英文版 https://www.dpma.de/english/services/

public_relations/press_releases/20210305.html 

  

德国专利商标局统计数据专题页面： 

德文版 https://www.dpma.de/dpma/

veroeffentlichungen/statistiken/index.html 

英文版 https://www.dpma.de/english/our_office/

publications/statistics/index.html 

https://www.dpma.de/servic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05032021/index.html
https://www.dpma.de/servic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05032021/index.html
https://www.dpma.de/english/services/public_relations/press_releases/20210305.html
https://www.dpma.de/english/services/public_relations/press_releases/20210305.html
https://www.dpma.de/dpma/veroeffentlichungen/statistiken/index.html
https://www.dpma.de/dpma/veroeffentlichungen/statistiken/index.html
https://www.dpma.de/english/our_office/publications/statistics/index.html
https://www.dpma.de/english/our_office/publications/statistic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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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局发布2020年度专利指数 

 文字：杨晓敏（HUASUN） 审校：黄若微（HUASUN）  

2021年3月16日，欧洲专利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

了关于2020年度专利指数的新闻公告。 

此次新闻公告重点指出，在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以下采用英文缩写“COVID-19”）疫情的大背景

下，医疗领域相关发明成为2020年专利活动的主要驱动

力——其中医疗技术领域是2020年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 

 

技术领域，制药和生物技术领域也都呈现突出的增长态

势。 

如下图所示，尽管受COVID-19疫情影响，2020年提交

至欧专局的专利申请总量仍达到180250件，与2019年相

比仅下降了0.7%，反映出欧洲专利保护需求依然旺盛。 



  

欧专局局长Antonio Campinos认为，2020年度的数据尚

不能反映出COVID-19疫情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不

过，他也指出，虽然目前难以对将来数月或数年的专利

发展趋势做出有确定性的估计，但可以确信的是，以完

备的知识产权体系作为支撑的创新和科研活动将引领世

界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并使得经济发展更加强健、更

具备可持续性。 

以下是对此次新闻公告主要内容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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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相关领域专利活动最为活跃 

如下图所示，2020年COVID-19疫情背景下，医疗领域

相关专利活动相比其他技术领域更加活跃。从申请总量

来看，医疗技术领域以14295件申请超越数字通信领域

成为2020年度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技术领域；从增长幅

度来看，制药和生物技术分别以10.2%和6.3%的增幅在

排名前十的技术领域中领跑。 

（欧洲发明专利申请总量近五年趋势图） 



  

• 来自中国和韩国的欧洲发明专利申请量增长显著 

从申请来源地看，如下图所示，2020年度的欧洲发明专

利申请量前五名仍然是美国（44293件）、德国（25954

件）、日本（21841件）、中国（13432件）和法国

（10554件）。 

然而，各专利申请来源国的欧洲发明专利申请增长率存

在较大差异。在排名前十的申请来源国中，来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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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韩国的申请数量增长幅度最大，分别为9.9%和9.2%；

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申请数量也有小幅增长；其他国家

则都出现不同幅度的下跌。 

欧专组织成员国的申请总量也有一定幅度下降（比2019

年总量下降了约1.3%），不过芬兰、法国和意大利则逆

势上涨，芬兰的增长率更是达到了11.1%（主要得益于

数字技术领域申请量的增长）。 

（2020年度欧洲发明专利申请十大技术领域 ） 



  

• 三星、华为和LG位列欧洲发明专利申请人排行

榜前三 

2020年申请人排名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自中国

和韩国的欧洲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增长。如下图所示，从

申请数量来看，三星（3276件）位居榜首，华为（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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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LG（2909件）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排名前十的

公司中，有五家欧洲公司（这也是自2014以来最多

的）、两家韩国公司、一家中国公司、一家日本公司以

及一家美国公司。     

（2020年度欧洲发明专利申请排名前50的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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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新闻公告原文，请参见： 

https://www.epo.org/news-events/
news/2021/20210316.html 

  

欧专局2020年度专利指数专题页面： 

https://www.epo.org/about-us/annual-reports-
statistics/statistics/2020.html 

  

欧专局2019年度专利指数主要内容图片总

结：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
eponet.nsf/0/837DBDFC91C99042C125869500
32FDBD/$File/
epo_patent_index_2020_infographic_en.pdf 

（2020年度申请数量排名前十的申请人 ） 

https://www.epo.org/news-events/news/2021/20210316.html
https://www.epo.org/news-events/news/2021/20210316.html
https://www.epo.org/about-us/annual-reports-statistics/statistics/2020.html
https://www.epo.org/about-us/annual-reports-statistics/statistics/2020.html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837DBDFC91C99042C12586950032FDBD/$File/epo_patent_index_2020_infographic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837DBDFC91C99042C12586950032FDBD/$File/epo_patent_index_2020_infographic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837DBDFC91C99042C12586950032FDBD/$File/epo_patent_index_2020_infographic_en.pdf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837DBDFC91C99042C12586950032FDBD/$File/epo_patent_index_2020_infographic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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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欧盟商标和外观设计中国专题报告  

 文字：熊亚男（HUASUN） 田敏（HUASUN） 审校：黄若微（HUASUN）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自中国的欧盟商标和欧盟外

观设计的申请需求也在持续增长。数据显示，2010-

2019这十年之间，来自中国的欧盟商标和欧盟外观设计

的申请数量逐年递增，并且在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以下采用英文缩写“COVID-19”）疫情影响

全球公共卫生和整体经济的大背景下依然延续了增长态

势。 

欧盟知识产权局（European Un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英文缩写为EUIPO）于2021年2月24日在其官方

网站上发布了一份关于欧盟商标和注册式欧盟外观设计 

的中国专题报告（PDF版本，大小为3.57 MB；英文标

题为：China: EUTM and RCD Focus – 2010 to 2019 Evo-

lution & 2020 COVID-19 Impact Analysis）。该报告就

2010至2019年间来自中国的欧盟商标和注册式欧盟外观

设计的申请情况、注册情况以及2020年COVID-19疫情

的影响进行分析统计，并且针对来自中国的欧盟商标和

欧盟外观设计的申请人、申请类别、注册数量等做了介

绍。 

本次专题报告共计52页，完整目录如下： 

1. 概述（EXECUTIVE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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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10至2019年间发展情况：概述和数据图表（2010 

to 2019 Evolution：Summary & Infographics） 

1.2 2020年COVID-19疫情影响分析：概述（2020 

COVID-19 Impact Analysis：Summary） 

2. 2010-2019年间发展情况（2010 to 2019 Evolution） 

2.1 欧盟商标申请情况（EUTM Filings） 

2.1.1 申请数量（Filing Volumes） 

2.1.2 排名前十的申请人（Top 10 Filing Applicants） 

2.1.3 2010年和2019年主要申请人比较（Comparison of 

2010 & 2019 Top Filing Applicants） 

2.1.4 排名前十的申请类别（Top 10 Filing Classes） 

2.1.5 2010年和2019年主要申请类别比较（Comparison of 

2010 & 2019 Top Filing Classes） 

2.2 欧盟商标注册流程（EUTM Route to Registration） 

2.2.1 不存在形式缺陷且未遭驳回的申请（Straight-

through Applications） 

2.2.2 存在绝对注册障碍的申请比例（Absolute Grounds 

Objection Rate） 

2.2.3 存在分类缺陷的申请比例（Classification Deficien-

cy Rate） 

2.2.4 存在形式缺陷的申请比例（Formalities Deficiency 

Rate） 

2.2.5 遭到异议的比例（Opposition Rate） 

2.3 欧盟商标注册情况（EUTM Registrations） 

2.3.1 注册数量（Registration Volumes） 

2.3.2 排名前十的注册商标权利人（Top 10 Registration 

Owners） 

2.3.3 排名前十的注册商标类别（Top 10 Registration 

Classes） 

2.4 有效的欧盟商标数量（EUTM In Force） 

2.5 注册式欧盟外观设计直接申请情况（Direct RCD 

Filings） 

2.5.1 直接申请数量（Direct Filing Volumes） 

2.5.2 排名前十的直接申请人（Top 10 Direct Filing Ap-

plicants） 

2.5.3 2010年和2019年主要直接申请人比较

（Comparison of 2010 & 2019 Top Direct Filing Appli-

cants） 

2.5.4 排名前十的直接申请类别（Top 10 Direct Filing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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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2010年和2019年主要直接申请类别比较

（Comparison of 2010 & 2019 Top Direct Filing Classes） 

2.6 注册式欧盟外观设计的直接注册流程（RCD Route to 

Direct Registration） 

2.6.1 没有缺陷的直接注册（Straight-through Direct Reg-

istrations） 

2.7 直接申请注册式外观设计情况（Direct RCD Registra-

tions） 

2.7.1 直接申请注册式外观设计数量（Direct Registration 

Volumes） 

2.7.2 排名前十的直接申请注册式外观设计权利人（Top 

10 Direct Registration Owners） 

2.7.3 排名前十的直接申请注册式外观设计类别（Top 10 

Direct Registration Classes） 

2.8 有效的注册式欧盟外观设计数量（RCD In Force） 

3. 2020年COVID-19疫情影响分析（2020 COVID-19 

IMPACT ANALYSIS） 

3.1 导论（Introduction） 

3.2 欧盟商标的申请情况（EUTM Filings） 

3.2.1 申请数量（Filing Volumes）  

 

3.2.2 中国申请所占份额的演变（Evolution of China’s 

Share of Filings） 

3.2.3 中国与其他非欧盟申请国家的对比（China vs. Oth-

er non-European Filing Countries） 

3.2.4 欧盟商标申请的类别（EUTM Class Filings） 

3.3 直接申请注册式欧盟外观设计的申请情况（Direct 

RCD Filings） 

3.3.1 申请数量（Filing Volumes） 

3.3.2 中国申请所占份额的演变（Evolution of China’s 

Share of Filings） 

3.3.3 中国与其他非欧盟申请国家的对比（China vs. Oth-

er non-European Filing Countries） 

3.3.4 直接申请注册式欧盟外观设计的申请类别（Direct 

RCD Class Filings） 

3.4 结论（Conclusion） 

4. 附件：尼斯分类标题和洛迦诺分类标题（ANNEX: 

NICE & LOCARNO CLASS HEADINGS） 

我们在此摘选本次专题报告中的重要内容介绍如下： 

一、2010至2019年间来自中国的欧盟商标申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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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2010至2019年间，来自中国的欧盟商标申

请数量年平均增长率为33.2%，其中2019年度的申请量

与2010年度相比增长了1027.9%。报告还显示，2010- 

2019年间，来自中国的47292名申请人共提交63075件欧

盟商标申请，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度来自中国的欧盟

商标申请中，有将近63.5%通过“快速通道”（FAST 

TRACK）完成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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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反映了2010至2019年间来自中国的排名前十位的欧

盟商标申请人，可以看到这些申请人都是在不同工商业

领域经营的大型企业，涵盖的行业范围主要是消费类电

子产业、电信设备、系统和服务、汽车设计与制造以及

互联网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华为作为著名的电信设备制 

造和服务提供商，其欧盟商标申请数量在中国申请人中

位居榜首，中兴、OPPO紧随其后。但值得注意的是排

名前十位的申请人的欧盟商标申请量只占到了来自中国

的欧盟商标总申请量的4.0%，统计结果显示来自中国的

欧盟商标申请绝大部分是由中小企业提交的。 

如下图所示，2010至2019年间，在来自中国的欧盟商标

申请中，排名位居前列的商品/服务类别依次为第9类

（电气设备和计算机，占比高达20.2%）、第25类（服 

装和鞋履，占比7.3%）、第11类（照明及暖通空调设

备，占比7.1%）和第35类（广告和商业管理，占比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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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在2019年，来自中国的欧盟商标

申请中有87.3%是不存在缺陷、也未遭到异议而注册成

功的，这一比例显著高于欧盟知识产权局同期受理的欧

盟商标申请的平均水平（为71.8%）；与此同时，欧盟

知识产权局受理的欧盟商标申请中有6.8%被发现存在绝

对注册障碍，而其中来自中国的欧盟商标申请只有2.8%

被认为存在绝对注册障碍。前述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体现出来自中国的欧盟商标申请的质量要高于平均水

平。 

从成功获得注册的欧盟商标数量上来看，在2010至2019

年间，有53590件来自中国的欧盟商标申请成功获得了

注册，其中2019年来自中国的欧盟商标注册数量与2010

年相比增长了1127.1%，平均年增长率达到34.2%。 

二、2010至2019年间来自中国的直接申请注册式欧盟外

观设计申请情况： 

如前页图表所示，在2010至2019年间，来自中国的直接

申请注册式欧盟外观设计申请量总计达到56846件，年

平均增长率为31.4%，其中2019年度的申请量与2010年

度相比增长890.4%。 

如下图所示，来自中国的直接申请注册式欧盟外观设计

的排名前十位的申请人的申请量之和占来自中国的总申

请量的10.2%，其中大部分是设计密集型行业公司和商

业领域的大型跨国公司，主要涉及的行业包括家具、户

外用品、家居用品、纺织产品、电气设备、照明设备及

办公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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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2010至2019年间，按照洛迦诺分类，来自

中国的直接申请的注册式欧盟外观设计中所涉及的类别 

最多的是第26类（照明设备类，占比16%），其次是第

6类（家具类，占比11.3%），再次为第14类（录音与通

讯设备类，占比10.2%）。 

2010年至2019年间，共有54166件来自中国的欧盟外观

设计申请获得注册，其中2019年来自中国的欧盟外观设

计注册总量与2010年相比增长了892.7%，平均年增长率

达到31.2%。 

三、2020年COVID-19疫情对欧盟商标和欧盟外观设计

申请的影响： 

如下方两张图表所示，2020年COVID-19疫情在年初的

爆发使得2020年第一季度的欧盟商标、欧盟外观设计申

请量与2019年度同期相比都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中 

以2020年3月份为例，欧盟商标申请量相较于2019年同

期减少了7.3%，注册式欧盟外观设计申请量比2019年同

期减少了11.1%。 

但是，总体来说，从2020年第二季度开始，欧盟商标与

欧盟外观设计申请量开始呈增长态势，其中以2020年12

月份为例，欧盟商标申请量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

37.8%，欧盟外观设计申请量更是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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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反映了2020年COVID-19疫情期间来自中国的欧盟

商标申请在总申请量中所占比例的变化。2020年1月，

来自中国的欧盟商标申请量占欧盟商标总申请量的 

10.3%，随着下半年中国疫情防控措施取得初步成功以

及整体经济的恢复，2020年12月自中国的欧盟商标申请

量在欧盟商标总申请量中的占比已经上升到约20%。 

下图反映了2020年COVID-19疫情期间来自中国的直接

申请的注册式欧盟外观设计申请在总申请量中所占比例

的变化。2020年1月，来自中国的欧盟外观设计申请量 

占欧盟外观设计总申请量的13.1%，而到了2020年12

月，来自中国的欧盟外观设计申请量在欧盟外观设计总

申请量中的占比已经达到约25%（全年峰值出现在9

月，高达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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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在欧盟知识产权局受理的第

10类（医疗器械和设备）相关的欧盟商标申请中有超过

25%来自中国。这反映了疫情期间快速增长的对于个人

防护设备的全球性需求与中国相关产能和供应量的扩大

之间的密切关联性。 

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新闻公告原文： 

https://euipo.europa.eu/ohimportal/en/news/-/action/
view/8545844 

  

欧盟商标和欧盟外观设计中国专题报告全文（英

文，PDF版本）： 

https://euipo.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
guest/document_library/contentPdfs/news/China-
EUTM-RCD_2010-2019_Evolution-2020_COVID-
19_Impact_Analysis.pdf 

 

https://euipo.europa.eu/ohimportal/en/news/-/action/view/8545844
https://euipo.europa.eu/ohimportal/en/news/-/action/view/8545844
https://euipo.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contentPdfs/news/China-EUTM-RCD_2010-2019_Evolution-2020_COVID-19_Impact_Analysis.pdf
https://euipo.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contentPdfs/news/China-EUTM-RCD_2010-2019_Evolution-2020_COVID-19_Impact_Analysis.pdf
https://euipo.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contentPdfs/news/China-EUTM-RCD_2010-2019_Evolution-2020_COVID-19_Impact_Analysis.pdf
https://euipo.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contentPdfs/news/China-EUTM-RCD_2010-2019_Evolution-2020_COVID-19_Impact_Analysi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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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知识产权局和欧洲专利局就知识产权 

对欧盟企业发展的影响发布联合报告 

 文字：熊亚男（HUASUN） 庞博（HUASUN） 审校：黄若微（HUASUN）  

欧盟知识产权局（European Un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英文缩写EUIPO）和欧洲专利局（European 

Patent Office，英文缩写EPO）于2021年2月8日在各自

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两局关于知识产权对欧盟企业发展影

响的联合报告。报告标题为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Firm-level 

analysis report，主要分析了截至2020年1月1日前来自28

个欧盟成员国（英国此前仍是欧盟成员国）超过127000

家企业的样本数据，就知识产权对欧盟企业的发展如何

产生影响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本报告是欧盟知识产权局和欧洲专利局又一次通力合作

的结果。2019年，欧盟知识产权局和欧专局曾就知识产

权对欧盟经济的影响发布联合报告，其中分析了2014年

至2016年期间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欧盟经济的总体影

响。而本次发布的联合报告则是进一步从企业层面研究

知识产权对欧盟经济的影响及重要性。本报告显示：拥

有知识产权的企业在人员规模、营业收入和平均工资水

平方面显著高于没有知识产权的企业；知识产权最密集

的行业是信息和通讯行业；知识产权与企业绩效/发展

状况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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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报告共计70页，PDF文件大小约934 KB，主体部分

目录如下： 

1. Executive summary - 内容提要 

2. Introduction - 导论 

3. Data and methodology - 数据和研究方法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 描述性资料 

5. IPRs and firm performance: economic analysis - 知识产

权与企业表现：经济分析 

6. Conclusion - 结论 

Annex/Supplementary econometric analysis - 附件/补充的

计量经济分析 

References - 参考文献 

在此，我们选取本篇报告的主要内容简要总结如下： 

一、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的人员规模、营业收入和工资

水平高于没有知识产权的企业 

如下表E1所示，本报告按照企业员工数量、单个员工创 

造的营业收入数额和员工工资数额来对企业状况进行描

述。在针对2015年度至2018年度的欧盟的样本企业进行

分析后可以发现： 

• 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规模往往比没有知识产权的

企业规模要大得多，如至少拥有一种知识产权企

业（Any IPRS：是指至少拥有一项知识产权，无

论是发明专利、商标或外观设计或是若干类型知

识产权的组合）的平均员工数量为13.5，而没有

任意一种知识产权企业的平均员工数量为5.1。 

• 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的单个员工创造的营业收入

数额显著高出没有知识产权的企业逾20个百分

点，其中拥有发明专利的企业的单个员工创造的

营业收入数额更是超过那些没有知识产权的企业

约36.3%。 

• 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比没有知识产权的企业的员

工平均工资水平高出19.3%，特别是拥有发明专

利的企业的员工平均工资水平比没有知识产权的

企业高出约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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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 

下表E2按照样本企业中持有知识产权的企业在总数中所

占比例列出了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的主要行业分布。可 

以看到知识产权最密集的行业是信息通讯行业，样本中

该行业内有近18%的企业拥有知识产权；紧随其后的是

制造业（14.42%）和其他服务业（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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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的发展情况优于没有知识产权

的企业 

调查显示，不同规模的企业拥有知识产权的情况差别较

大：在欧盟，约60%的大型企业拥有知识产权，但只有

不到9%的中小企业拥有知识产权。如下表E3所示，在 

样本中的120983家企业（区分了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

的调查基础上，总体来看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在单个员

工创造的营业收入数额上比没有知识产权的企业要多出

55%，这一差异在中小企业体现得尤为明显：拥有知识

产权的中小企业比那些没有知识产权的中小企业在单个

员工创造的营业收入数额上要高出约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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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还指出，企业绩效/发展情况与知识产权的类型及

其结合之间存在着显著关联。以单个员工创造的营业收

入而论，知识产权对企业发展正向影响最为显著的是商

标与外观设计的结合（高出没有知识产权的企业约

63%），其次是发明专利、商标和外观设计的结合（高

60%），再次是发明专利和商标的结合（高58%）。 

欧盟知识产权局网站新闻原文链接： 

https://euipo.europa.eu/ohimportal/en/news/-/action/

view/8510485   

  

欧洲专利网站新闻原文链接： 

https://www.epo.org/news-events/

news/2021/20210208.html  

 

欧盟知识产权局和欧洲专利局就知识产权对欧盟

企业发展的影响发布的联合报告原文（PDF版

本）： 

https://euipo.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
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documents/
reports/IPContributionStudy/
IPR_firm_performance_in_EU/2021_IP_Rights_and
_firm_performance_in_the_EU_en.pdf 

https://euipo.europa.eu/ohimportal/en/news/-/action/view/8510485
https://euipo.europa.eu/ohimportal/en/news/-/action/view/8510485
https://www.epo.org/news-events/news/2021/20210208.html
https://www.epo.org/news-events/news/2021/20210208.html
https://euipo.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documents/reports/IPContributionStudy/IPR_firm_performance_in_EU/2021_IP_Rights_and_firm_performance_in_the_EU_en.pdf
https://euipo.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documents/reports/IPContributionStudy/IPR_firm_performance_in_EU/2021_IP_Rights_and_firm_performance_in_the_EU_en.pdf
https://euipo.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documents/reports/IPContributionStudy/IPR_firm_performance_in_EU/2021_IP_Rights_and_firm_performance_in_the_EU_en.pdf
https://euipo.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documents/reports/IPContributionStudy/IPR_firm_performance_in_EU/2021_IP_Rights_and_firm_performance_in_the_EU_en.pdf
https://euipo.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documents/reports/IPContributionStudy/IPR_firm_performance_in_EU/2021_IP_Rights_and_firm_performance_in_the_EU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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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TMview商标检索系统 

件中国商标的信息现已能够通过TMview商标检索系统

进行检索。 

自此，TMview工具中涵盖的知识产权局（包括各国商

标主管机构，以及部分区域性商标主管机构，例如主管

欧盟商标的欧盟知识产权局）数量达到75个，可通过

TMview进行信息检索的商标总数从此前的约6200万件

增加到9000余万件。 

以下是最新的TMview检索系统入口页面（可选择中文

作为显示语言）： 

TMview商标检索工具是一项由欧盟知识产权局

（European Un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英文缩写为

EUIPO）牵头、世界范围内多个知识产权局共同参与的

商标信息共享与检索工具项目。用户可以通过TMview

在线检索工具，对已加入该项目的知识产权局的商标信

息进行检索。 

根据2021年5月19日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的新闻公告，

中国知识产权局（China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ion，英文缩写为CNIPA）已于5月19日当天

正式加入TMview商标检索系统，这意味着超过3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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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公告中特别指出，欧盟知识产权局是中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首个与之共享商标信息的知识产权局，这体现了

两局长期以来密切、持续的合作关系。 

新闻公告也附上了一个介绍中国加入TMview商标检索

系统的专题视频，观看地址：https://

youtu.be/8IeWtmMyZYM     

欧盟知识产权局新闻公告原文请参见： 

https://euipo.europa.eu/ohimportal/en/news/-/
action/view/8705992 

  
TMview商标检索工具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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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outu.be/8IeWtmMyZYM
https://youtu.be/8IeWtmMyZYM
https://euipo.europa.eu/ohimportal/en/news/-/action/view/8705992
https://euipo.europa.eu/ohimportal/en/news/-/action/view/8705992
https://www.tmdn.org/tmview/%23/t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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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知识产权局eRegister功能正式上线 

包括权利的创设、变更、许可、转让等具体信息。 

在此我们将eRegister的操作要点介绍如下，结合欧盟知

识产权局提供的例子（已注册的第015408586号欧盟商

标）说明： 

用户首先在eSearch Plus（入口链接：https://

euipo.europa.eu/eSearch/#basic；操作说明可参见：http://

www.huasun.org/eu_trademark/legal_status）中输入需要

查询的申请号或注册号，然后点击位于屏幕右上角的

eRegister按钮（如下图红圈所示），即可进入电子登记

簿中查询详细档案历史。 

根据2021年3月30日欧盟知识产权局第EX-21-4号局长

决定，欧盟知识产权局的第一个官方电子登记簿

（eRegister）功能经过一段时间试运行和用户反馈收

集，现已正式上线。用户可以通过eRegister查询欧盟商

标和欧盟外观设计的详细档案历史，查看它们的哪些信

息曾经被变更、被变更的时间以及具体事由。 

目前，电子登记簿（eRegister）功能已被嵌入欧盟知识

产权局现有的在线检索工具eSearch Plus数据库（该数据

库用于在线查询欧盟商标和注册式欧盟外观设计）中。

通过eRegister功能，用户可以按照时间顺序更加直观简

便地查询到某项知识产权在其有效期内所经历的变化， 

https://euipo.europa.eu/eSearch/#basic
https://euipo.europa.eu/eSearch/#basic
http://www.huasun.org/eu_trademark/legal_status
http://www.huasun.org/eu_trademark/legal_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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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登记簿eRegister界面如下所示，可以看到该商标的档案历史，包括何时进入审查、何时公告、何时注册以及后

续发生的转让、许可等事项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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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知识产权局新闻公告原文请参见： 

https://euipo.europa.eu/ohimportal/en/news/-/
action/view/8618002 

  
eSearch Plus检索工具入口： 

https://euipo.europa.eu/eSearch/ 

此外，在该界面中，用户还可以通过点击Download 

certified extract from the register按钮（如上图红圈所

示）下载欧盟商标或欧盟外观设计的经认证电子登记簿

副本，不过该功能需要用户登录方可使用。 

https://euipo.europa.eu/ohimportal/en/news/-/action/view/8618002
https://euipo.europa.eu/ohimportal/en/news/-/action/view/8618002
https://euipo.europa.eu/eSearch/


答疑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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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申请来自哪些国家的欧专申请无需按照Rule 141(1) 

EPC规定向欧专局提交在先申请的检索结果？ 
 

文字：HUASUN  审校：孙一鸣（HUASUN）  

答：《欧洲专利公约实施细则》第141条第（1）段（以下缩写为Rule 141(1) EPC）规定申请人有义务在提交申

请的同时向欧专局提交作为优先权基础的在先申请的检索结果，如果在申请提交时尚未获得该检索结果，则至

迟应在申请人获得该检索结果时提交；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同条第（2）段规定该义务在欧专局局长就此事项有

做出特别决定的情况下可以得到豁免。 

法条原文如下： 

Rule 141 Information on prior art 

(1) An applicant claiming priority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87 shall file a copy of the results of any search carried 

out by the authority with which the previous application was filed together with the European patent application, in the 
case of a Euro-PCT application on entry into the European phase, or without delay after such results have been made 
available to him. 

(2) The copy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shall be deemed to be duly filed if it is available to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and to be included in the file of the European patent applic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s determine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3) Without prejudice to paragraphs 1 and 2,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may invite the applicant to provide, within a 

period of two months, information on prior art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124, paragraph 1. 

 

根据2010年10月5日欧专局局长决定，如果欧专局已经为作为优先权基础的在先申请做出过以下类型的检索报

告，则对应的欧专申请无需提交在先申请的检索结果： 

• 欧洲检索报告（根据《欧洲专利公约》第92条） 

• 国际检索报告（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15(1)条） 

• 国际式检索报告（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15(5)条） 

 

 
答疑选摘 

Question 

问：在先申请来自哪些国家的欧专申请无需按照Rule 141(1) EPC规定向欧专局提交在先申

请的检索结果？ 



 
华孙新闻 

HUASUN NEWS 

 

      47 华孙欧洲知识产权通讯总第22期 

• 欧专局代表国家局就其国内专利申请做出的检索报告（截至2019年6月，欧专局为下述国家专利局进行检

索：比利时、塞浦路斯、法国、希腊、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摩纳哥、荷兰、圣

马力诺、英国） 

除此之外，截至2021年6月30日，根据欧专局与相关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可豁免提交在先申请的检索结果的义

务的在先申请来源国如下（共八个）： 

• 奥地利 

• 丹麦 

• 日本 

• 韩国 

• 西班牙 

• 瑞士 

• 英国 

• 美国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自2021年7月1日起，来自中国和瑞典的在先申请也可豁免Rule 141(1) EPC所规定的提交在先

申请检索结果的义务，详情请见下述局长决定： 

• 关于豁免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在先申请的提交Rule 141(1) EPC所规定的在先申请检索结果的义务的2021

年4月8日局长决定（Decision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dated 8 April 2021 exempting ap-

plicants claiming the priority of a first filing made in the Peopleʹ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filing a copy of the 

search results under Rule 141(1) EPC）：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1/05/

a38.html  

 

 
答疑选摘 

Question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1/05/a38.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1/05/a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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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豁免来自瑞典的在先申请的提交Rule 141(1) EPC所规定的在先申请检索结果的义务的2021年5月14日

局长决定（Decision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dated 14 May 2021 exempting applicants 

claiming the priority of a first filing made in Sweden from filing a copy of the search results under Rule 141(1) 

EPC）：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1/05/a39.html  

上述两个局长决定均于2021年7月1日开始生效，适用于在此日期前欧专局尚未根据《欧洲专利公约实施细则》

第70b(1)条针对其发出要求提交在先申请的检索结果的通知的欧洲专利申请。这意味着，如果申请人在2021年7

月1日前收到了欧专局前述通知，则仍有义务在通知所规定的两个月期限内向欧专局提交在先申请的检索结果。 

 
答疑选摘 

Question 

2021年5月欧洲专利公报发布的2021年5月14日欧专局关于豁

免Rule 141(1) EPC所规定的在先申请检索结果的提交义务的

通知（该通知总结了无需提交在先申请检索结果的不同情

形）：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
journal/2021/05/a40.html  

 

欧洲专利局审查指南中对于在先申请检索结果的提交义务的

说明：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guidelines/e/
a_iii_6_12.htm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1/05/a39.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1/05/a40.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official-journal/2021/05/a40.html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guidelines/e/a_iii_6_12.htm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guidelines/e/a_iii_6_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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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一起德国实用新型删除申诉程序的裁定要旨 

被德国专利律师协会会刊推广宣传 

2021年6月7日，HUASUN  

2021年第1期德国专利律师协会会刊

（“Kammerrundschreiben 1/21”）收录并推广宣传了我

所成功代理的一起德国联邦专利法院前德国实用新型删

除程序申诉程序的以下裁定要旨（案号：35 W (pat) 

434/18）： 

1. Zur Akte nachgereichte Schutzansprüche bewirken keine 

unmittelbsare inhaltliche Änderung eines eingetragenen 

Gebrauchsmusters. Löschungsanträge sind daher auch in 

diesem Fall gegen die eingetragenen Schutzansprüche zu 

richten. Ein (zusätzlich) an die nachgereichten 

Schutzansprüche angepasster Löschungsantrag lässt den 

weiterhin aufrechterhaltenen, ursprünglich gegen die 

eingetragenen Schutzanspräche gerichteten 

Löschungsantrag inhaltlich unberührt. 

2. Verteidigt ein Gebrauchsmusterinhaber ein mit einem 

gegen einzelne Schutzansprüche gerichteten  

 

Teillöschugnsantrag angegriffenes Gebrauchsmuster mit 

einem nicht-angegriffenen Unteranspruch, ist dies 

unzulässig. Die entsprechenden Grundsätze zur 

beschränkten Verteidigung eines mit einer 

Nichtigkeitsklage nur teilweise angegriffenen Patents sind 

insoweit auf das Gebrauchsmuster-Löschungsverfahren zu 

übertragen. Dies gilt insbesondere auch dann, wenn die 

angegriffenen Schutzansprüche nur noch im Umfang 

nachgereichter und im Übrigen zulässig geänderter 

Schutzasprüche verteidigt werden. 

以上裁定要旨翻译如下： 

1. 在实用新型注册后提交的权利要求不会对注册的实

用新型产生内容方面的变化。因此在该情况下删除请求

仍应针对注册的权利要求提起。即使又额外针对在实用

新型注册后提交的权利要求提起了删除请求，也不会在

内容上影响到仍有效的一开始提出的针对注册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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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提起的删除请求。 

2. 如果仅是针对部分权利要求提起了删除请求，则实

用新型权利人在防守时不得利用未被攻击的从属权利要

求。仅部分权利要求被攻击的发明专利无效诉讼程序中

相关的受限防守的基本原则也适用于实用新型删除程

序，而且仍然如此，即使被攻击的权利要求仅在注册后

提交的、且其修改被允许的新权利要求范围内被防守。 

案情介绍和裁定主文（记载于被公布的裁定书第1-19

页）： 

涉案德国实用新型DE 20 2014 010 338.0的标题是“一

种烧烤炉和木炭室”，申请日是2014年7月15日，注册

日是2015年6月17日，包含15项权利要求。 

实用新型权利人向删除请求人发出了一封日期为2015年

7月15日的警告函，指控请求人一件烧烤炉产品侵犯了

其德国实用新型，并设定了答复期限为2015年7月22

日。请求人于2015年7月22日致函要求权利人最迟于

2015年7月29日声明放弃执行其实用新型的权利，否则

将会提起针对部分权利要求的删除程序。权利人于2015

年7月27日向德国专利商标局提交了一套修改后的权利

要求，一共8项。 

请求人于2015年9月2日向德国专利商标局提起了针对原

注册权利要求1、6-10、12和15的删除程序。权利人于

2015年10月2日对删除请求提出了异议，但仅在注册后

提交的8项修改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提出异议。请求人 

于2015年12月14日书面意见中重复了其针对原注册权利

要求1、6-10、12和15的删除请求，并同时也提出了针

对注册后提交的权利要求1-4和8的删除请求。此后双方

又分别发表了进一步书面答辩的意见。 

删除程序一审的口审程序于2018年9月13日在德国专利

商标局举行。权利人在口审中提交了一套新的权利要

求，与2015年7月27日在注册后提交的权利要求1-8相

比，仅是权利要求8有细微修改。在口审程序中，权利

人就该套新权利要求1-8进行了防守。德国专利商标局

在口审后做出了维持涉案实用新型在该套新权利要求1-

8范围内有效并删除超出该范围的主题的一审裁定，同

时裁定程序费用的20%由请求人承担、80%由权利人承

担。书面裁定于2018年10月1日送达至当事人双方。 

针对一审裁定，当事人双方均向德国联邦专利法院提起

了申诉：删除请求人于2018年10月26日提起了申诉，提

出了与一审程序相同的删除请求；权利人于2018年10月

30日仅仅对程序费用分担的裁定提起了申诉。在当事人

双方交换意见后，口审程序于2020年6月23日举行。 

在口审程序中，权利人的以下权利要求书方案被进行了

讨论：2018年9月13日一审程序口审时提交的主请求，

依据其2020年6月8日书面意见提交的辅助请求1-5，以

及在2020年6月23日二审程序口审当天提出的辅助请求6

-8。 

以下现有技术证据材料被审查（裁定书第1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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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请求人于一审程序提交的38份证据文件，删除请求

人引用的其它并行的专利异议程序中被引用的21份证据

文件，于二审程序中被引用的20份进一步的证据文件。 

德国联邦专利法院第35庭（实用新型申诉庭）在经过

2020年6月23日的口审程序后，三位法官（Metternich, 

Fritze 和 Gruber）批准了删除请求人的请求，做出了在

其请求范围内删除该德国实用新型并由权利人承担一审

和二审全部程序费用的决定。 

德国联邦专利法院的主要裁定理由概括如下（裁定书第

19-45页）： 

1. 删除程序的标的仅仅是被注册的且被删除请求攻击的

权利要求1、6-10、12和15。 

2. 该实用新型在其权利要求6-10及12的范围内无需进一

步实质审查即应被删除，因为这些权利要求没有被权利

人限于其2015年7月27日提交的8项权利要求范围内提出

的异议涉及到。 

3. 权利人对于被攻击的权利要求1，以主请求和辅助请

求1-5来防守。主请求和辅助请求1-3的权利要求1虽然满

足新颖性，但不满足创造性。辅助请求4和5中对权利要

求1的修改因违反受限防守原则（仅在攻击范围内进行

防守，不得加入未被攻击的权利要求的主题）而不被允

许。辅助请求6-8涉及权利要求15的受限防守，参考以下

第4点。 

 

4. 权利人对于被攻击的权利要求15，以主请求和辅助请

求1-5的权利要求8或7来防守，并以辅助请求6-8的权利

要求1来防守。主请求和辅助请求1-3的权利要求8，以

及辅助请求6和7的权利要求1，虽然满足新颖性但不满

足创造性。辅助请求4、5和8因违反受限防守原则不被

允许。 

本案删除请求人在德国专利商标局前一审程序及联邦专

利法院前二审程序的代理人为我所德国专利律师孙一

鸣。本案由孙一鸣和我所德国专利律师Roland Künzel共

同负责。 

涉案实用新型注册版本的下载地址： 

https://register.dpma.de/DPMAregister/pat/

PatSchrifteneinsicht?

do-

cId=DE202014010338U1&page=1&dpi=300&la

ng=de&full=true 

本案裁定书可以从德国联邦专利法院网站以下链接地址

下载： 

http://juris.bundespatentgericht.de/cgi-bin/

rechtsprechung/document.py?

Gericht=bpatg&Art=en&sid=767b9d18d27b1ef8c

15c73dd7ff64b76&nr=40253&pos=0&anz=1&Bl

ank=1.pdf     

https://register.dpma.de/DPMAregister/pat/PatSchrifteneinsicht?docId=DE202014010338U1&page=1&dpi=300&lang=de&full=true
https://register.dpma.de/DPMAregister/pat/PatSchrifteneinsicht?docId=DE202014010338U1&page=1&dpi=300&lang=de&full=true
https://register.dpma.de/DPMAregister/pat/PatSchrifteneinsicht?docId=DE202014010338U1&page=1&dpi=300&lang=de&full=true
https://register.dpma.de/DPMAregister/pat/PatSchrifteneinsicht?docId=DE202014010338U1&page=1&dpi=300&lang=de&full=true
https://register.dpma.de/DPMAregister/pat/PatSchrifteneinsicht?docId=DE202014010338U1&page=1&dpi=300&lang=de&full=true
http://juris.bundespatentgericht.de/cgi-bin/rechtsprechung/document.py?Gericht=bpatg&Art=en&sid=767b9d18d27b1ef8c15c73dd7ff64b76&nr=40253&pos=0&anz=1&Blank=1.pdf
http://juris.bundespatentgericht.de/cgi-bin/rechtsprechung/document.py?Gericht=bpatg&Art=en&sid=767b9d18d27b1ef8c15c73dd7ff64b76&nr=40253&pos=0&anz=1&Blank=1.pdf
http://juris.bundespatentgericht.de/cgi-bin/rechtsprechung/document.py?Gericht=bpatg&Art=en&sid=767b9d18d27b1ef8c15c73dd7ff64b76&nr=40253&pos=0&anz=1&Blank=1.pdf
http://juris.bundespatentgericht.de/cgi-bin/rechtsprechung/document.py?Gericht=bpatg&Art=en&sid=767b9d18d27b1ef8c15c73dd7ff64b76&nr=40253&pos=0&anz=1&Blank=1.pdf
http://juris.bundespatentgericht.de/cgi-bin/rechtsprechung/document.py?Gericht=bpatg&Art=en&sid=767b9d18d27b1ef8c15c73dd7ff64b76&nr=40253&pos=0&anz=1&Blank=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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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受邀主讲2021年首场智南针线上沙龙 
 

2021年6月11日，HUASUN  

2021年6月9日，我所负责人孙一鸣、北京办公室负

责人黄若微应中国知识产权报社邀请，作为主讲嘉宾出

席了2021年首场智南针线上沙龙活动。在本次活动中，

孙一鸣、黄若微为线上参会的约100位来宾介绍了去年

由智南针网发布、华孙事务所撰写的《欧洲发明专利实

务指引》《欧盟商标和欧盟外观设计实务指引》的主要

内容，同时就欧洲发明专利的分案和分离、英国脱欧对

于欧盟知识产权制度的影响等议题和与会来宾进行了分

享和互动。 

以下请见中国知识产权报对本次活动的报道（节选）： 

“6月9日，2021年首场智南针线上沙龙成功举办。此次沙龙

聚焦欧洲知识产权，特别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重点介绍去

年智南针网发布的两本实务指引——《欧洲发明专利实务指

引》《欧盟商标和欧盟外观设计实务指引》，深度分析英国

“脱欧”之后，现今欧洲知识产权制度的变化和在当地进行

知识产权布局时的策略安排，并为观众答疑解惑。依托腾讯

会议平台，近100位观众参与了本次沙龙。 

此次沙龙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指导，中国知识

产权报社主办，德国华孙专利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华孙（北

京）知识产权有限公司协办。  

首先演讲的嘉宾是德国华孙专利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创始人、

负责人孙一鸣。孙一鸣在德国与大家进行了连线，为大家整

体介绍了《欧洲发明专利实务指引》的编撰情况。据介绍， 

该指引从欧洲发明专利法律体系概述、欧洲发明专利申请的

相关程序、与欧洲发明专利相关的纠纷解决等多个方面，对

欧洲发明专利制度进行了全面梳理，解答了欧洲发明专利申

请中的相关问题，总结了一些实践中方便好用的在线工具和

资源信息，并且详细分析了英国“脱欧”对欧洲专利体系可

能带来的影响。 

在讲解指引第二章申请指南部分时，孙一鸣还给大家分享了

一个对中国申请人来说非常便利的好消息：“自2021年7月1

日起，就截止该日期欧专局尚未发函要求提供中国在先申请

检索结果的欧专申请，申请人无需再向欧专局提交中国在先

申请检索结果，因为欧专局会自动将该在先申请检索结果纳

入档案系统，为中国申请人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随后，孙一鸣作了题为《欧洲发明专利申请的分案和分离》

的演讲。他从欧洲发明专利与德国实用新型的比较、分案、

分离、不同情形下采取的不同申请策略、分离的时限、分案

的时限六个方面对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介绍，德国实用

新型虽然不能保护方法、无实质审查且保护期限只有短短10

年，但是因授权所需时间较短，可以作为应对侵权的快速有

效的武器而广受好评。  

随后演讲的嘉宾是华孙（北京）知识产权有限公司负责人、

总经理黄若微。作为《欧盟商标和欧盟外观设计实务指引》

的主要撰稿人，黄若微从撰写指引的框架谈起，对指引的相

关内容进行了重点讲解。整册指引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

为欧盟商标，第二部分为欧盟外观设计，两大部分框架对

称，都分别从法律体系概述、申请指南、权利的有效性、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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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侵权纠纷、常用在线工具资源和英国“脱欧”的影响六部

分进行介绍。 

之后，黄若微还特别针对英国“脱欧”后欧盟商标和欧盟外

观设计的最新进展进行了分享。其中，谈到大家最关心的

“在脱欧过渡期结束时尚未完成注册程序的欧盟商标申请和

欧盟外观设计申请是否能够在英国获得保护”问题时，黄若

微提醒大家：“申请人需要2021年9月30日前向英国知识产权

局就该商标或外观设计提出申请。缴纳对应官费且满足其他

形式要件后，该申请会被受理，后续会按照英国法的规定进

行审查。” 

在接下来的提问交流环节中，演讲嘉宾还针对线上观众提出

的欧洲知识产权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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