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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我们对近期中国知识产权领域的重要数据和案例进行了采集和分析，选取若干有一定参
考价值的数据以及具有指导意义的判例进行简评，与诸位分享。

I.

数据统计

2015 年度，商评委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 943 件，经审查，予以受理的 856 件，占比 90.8%；
通知补正的 64 件，占比 6.8%；不予受理的 23 件，占比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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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商评委共审结行政复议案件 769 件，包括 2014 年转入案件 38 件和 2015 年新收案
件已审结的 731 件，审结率 81.5%。审结的案件中，维持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 283 件，申请
人撤回复议申请的 444 件，撤销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 13 件，驳回复议申请的 6 件，不予受理
复议申请的 2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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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专利局/中国知识产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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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经典判例评析

专利

威海嘉易烤生活家电有限公司与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
永康市金仕德工贸有限公司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知终字
第 186 号民事判决书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金知民
初字第 148 号民事判决书

因素的考量，并不必然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
在收到侵权投诉通知之后对被投诉产品立
即采取删除和屏蔽等措施，但将有效的投诉
通知材料转达给被投诉人是应当采取的必
要措施之一。
案件事实：
原告拥有一项实用新型专利权。被告永
康金仕德通过天猫网（www.Tmall.com，
该信息服务平台由被告浙江天猫提供）宣传
销售的一款烧烤炉产品涉嫌构成专利侵权。
原告于 2015 年 1 月委托律师从被告永康金
仕德的网上店铺公证购买了该款烧烤炉产
品，并于 2015 年 2 月向天猫网的经营者被
告浙江天猫上传了侵权投诉材料以及专利
侵权分析报告。被告浙江天猫要求原告进一
步提供其购买被诉侵权产品时的“购买订单
编号”以及购销双方的“会员名”，但原告
拒绝提供。被告浙江天猫以原告提交的投诉
材料不符合其格式要求拒绝接收原告的投
诉。

规则：
1.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
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
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
务提供者在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
施，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
带责任；

2015 年 4 月，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侵
权诉讼，要求被告永康金仕德和被告浙江天
猫共同赔偿其经济损失人民币 50 万元。
2015 年 5 月被告浙江天猫向一审法院提交
了相应证据，称已经撤销了被诉侵权产品的
相关网页链接。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购买专
利侵权，判决被告永康金仕德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人民币 15 万元。由于被告浙江天猫在

2. 被侵权人发出的有效通知应当包括被
侵权人的身份、权属证明、证明侵权事实的
初步证据以及指向明确的被诉侵权人网络
地址等材料；
3. 基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专利侵权判断
的能力、侵权投诉胜诉概率以及利益平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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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到原告的侵权投诉后，没有及时采取必
要措施导致侵权损害的继续扩大，应就其中
的 5 万元部分与被告永康金仕德共同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

本案中，在专利权人提交的投诉材料已
经足以明确具体的侵权产品、侵权人以及技
术特征对比的情况下，电子商务平台的提供
者要求专利权人提供其购买侵权产品时的
“购买订单编号”以及购销双方的“会员
名”，声称用于确认比对侵权的对象就是从
被投诉的网络用户那里购买的产品。在庭审
中，电子商务平台提供者进一步抗辩，根据
专利权人技术特征对比中的图片没有显示
被投诉产品的内部结构，因此无法判定是否
构成专利侵权，无法接受专利权人的投诉。

被告浙江天猫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
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提
交的投诉材料已经足以确定被投诉的主体
和被投诉的产品，原告不论是否按照被告浙
江天猫的要求提供了购买被诉侵权产品时
的“购买订单编号”以及购销双方的“会员
名”不能影响投诉的合法有效。被告浙江天
猫在收到原告的侵权投诉材料后，没有将投
诉材料转达给被告永康金仕德，应就收到侵
权投诉后没有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导致的损
害扩大部分与被告永康金仕德共同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

对于是否构成专利侵权的判断应通过
法律规定的途径解决。电子商务平台的提供
者既没有法定授权，也不应该要求其必须具
备相应的业务能力对是否构成侵权做出判
断。本案的电子商务平台提供者坚持要求专
利权人提供的信息足以确定构成专利侵权
后，方才接受专利权人的投诉，显然超出了
法律规定的要求。事实上也给专利权人的维
权行为带来额外的障碍。

律师评析：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的
电子商务平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已经成为
一种新的商业模式。针对通过互联网的侵权
行为，中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了被侵权人就侵
权行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
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
者在接到通知后没有采取必要措施，应对损
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然而侵权责任法没有明确被侵权人的通知
应当具备什么条件，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在
收到侵权通知后，何种措施是必要的。

法院判决明确，在收到被侵权人有效的
侵权通知后，将有关投诉信息及时传达给被
诉侵权人是电子商务平台提供者应当履行
的义务和必须采取必要措施。该份判决给电
子商务平台提供者敲响了警钟，无论其出于
维护正常投诉秩序的需要，还是出于故意袒
护其网络用户的目的，其制定的侵权投诉规
则不能超出必要合理的范围，否则将存在因
共同侵权而承担赔偿责任的风险。
撰稿人：穆豪亮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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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

安徽皖酒制造集团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安徽蚌皖酒酿造有限公司商标
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

-

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再 38 号
行政判决书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行（知）
终字第 114 号行政判决书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中
知行初字第 645 号行政判决书

“

”
，
“

”，
“

”对安徽蚌皖酒

酿造有限公司（蚌皖酒公司）在相同/类似

商品上申请的第 7240443 号商标“

异议商标）提起了异议。中国商标局认为被
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构成近似，裁定不予核
准注册。蚌皖酒公司向商标评审委员会（商
评委）提起复审，商评委认定被异议商标与
引证商标不构成近似，裁定被异议商标予以
核准注册。皖酒公司不服商评委的裁定，向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法院）提起
诉讼，一审法院认为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
构成近似商标，结合考虑蚌皖酒公司抄袭模
仿皖酒公司商标的恶意，认定被异议商标不
应核准注册，判决撤销商评委裁定，并判令
商评委重新作出裁定。蚌皖酒公司不服一审
法院的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另查明，蚌皖酒

VS
规则：
现行商标法的法条及理论均没有“基础商
标”的概念，“基础商标延伸理论”不能取
代“整体判断商标标识、审查混淆可能性”
这一近似性判断的基本原则。被异议商标与
引证商标近似，且有证据证明被异议人存在
攀附引证商标商誉的故意时，对被异议商标
不应核准注册。

公司拥有第 4144287 号商标“

”
（基

础商标），该商标申请日期早于引证商标，
于 2007 年、2013 年先后被评为中国著名品
牌和安徽省著名商标。二审法院认为，“酒
王”使用在酒类商品上缺乏显著性，蚌皖酒
公司基础商标、被异议商标、引证商标显著
识别部分为“徽皖”和“皖”，被异议商标
未改变基础商标的显著特征。而且，蚌皖酒

案件事实：
安徽皖酒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皖酒公司）基
于其在先注册的四件引证商标“

”
（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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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基础商标具有较高知
名度。因此，基础商标的商誉可以延续至被
异议商标，蚌皖酒公司注册被异议商标存在
合理性，构成对基础商标的延伸注册。对于
广大消费者而言，通常会认为被异议商标与
基础商标的提供者为同一主体，或者二者存
在特定联系，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共存，
不易造成商品来源的混淆误认，一审法院认
定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构成使用在同一
种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欠妥。据此，二
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法院的判决，维持商评
委的裁定。

律师评析：
一般而言，商标注册人对其注册的不同商标
享有各自独立的商标专用权，先后注册的商
标之间不当然具有延续关系，即，在先商标，
即实务中所谓的基础商标，的注册并不必然
导致在后商标当然获准注册，若在后申请注
册的商标与他人在先注册商标构成相同/类
似商品上的相同/近似商标，应当不予核准
注册。但是，在先商标经过使用获得一定知
名度后，相关公众能将商标注册人在相同/
类似商品上在后申请的相同或者基本相同
的商标与在先商标联系在一起，并认为使用
两商标的商品均来自该商标注册人或与其
存在特定的联系而不会对商品来源混淆、误
认时，在先商标承载的商誉可以影响在后申
请商标的可注册性，在后商标的注册申请可
以核准，此即为所谓的“基础商标延伸理
论”。

皖酒公司不服二审法院的判决，向最高
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后
认为，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一、二的字体
完全相同，两者的差别仅在于被异议商标多
了“徽”字，但“徽”字通常被认为指代“安
徽”。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的商标构成要
素和整体均比较接近。而且，引证商标的知
名度明显高于被异议商标的，被异议商标的
注册和使用容易导致相关公众产生混淆，被
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构成使用在相同/类似
商品上的近似商标。结合蚌皖酒公司明显攀
附皖酒公司商誉的故意，被异议商标不应核
准注册。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二审法院的
判决，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关于蚌皖酒公
司主张的被异议商标属于对其基础商标的
延伸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现行
商标法法条及理论中均没有“基础商标”的
概念，所谓的“基础商标延伸理论”不能取
代“整体判断商标标识、审查混淆可能性”
这一近似性判断的基本原则。

本案中，被异议商标与蚌皖酒公司主张
的在先商标差别较大，即使在先商标通过使
用产生一定的知名度和商誉，其知名度和商
誉也不当然延伸到被异议商标。鉴于被异议
商标与引证商标近似，而且引证商标的知名
度远远高于被异议商标，被异议商标与引证
商标的共存会导致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的
混淆、误认， 被异议商标不应核准注册。
“基础商标延伸理论”不能取代商标近似判
断的基本原则。
撰稿人：高兰芳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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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与浙江新影年代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

上海市知识产权法院 （2015）沪知民
终字第 730 号民事判决书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4）普民三
（知）初字第 258 号民事判决书

案件事实：
原告拥有动画片《葫芦兄弟》中“葫芦
娃”角色形象以及动画片《黑猫警长》中“黑
猫警长”角色形象美术作品的著作权。被告
一制作的电影《80 后的独立宣言》宣传海报
上使用了原告拥有著作权的“葫芦娃”和“黑
猫警长”角色形象美术作品。被告二在其新
浪官方微博上还发布了该电影的涉案海报。
原告认为，被告一未经许可，使用“葫芦娃”
和“黑猫警长”角色形象美术作品，构成对
其修改权、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
权的侵犯；被告二的行为，构成对其信息网
络传播权的侵犯，并与被告一构成共同侵
权。故诉至
一审法院认定该使用构成著作权法意
义上的“合理使用”，故驳回了原告的诉讼
请求。原告不服判决，上诉到上海市知识产
权法院。二审法院经审理后驳回原告的上诉
请求，支持了一审判决。

规则：

律师评析：

1、合理使用的认定应当限于特殊情况、且
与作品的正常使用不相冲突、亦无不合理损
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1. 《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十
二种情况下的使用行为构成合理使用，然
而，现实生活中使用作品的新情况不断出
现，如何判断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情况，仅
凭简单的法条规定是不够的，法院的司法裁
判从著作权法的基本原则和宗旨出发，对合
理使用时的判断要件给予司法阐释，对于今
后的类似情况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2、为了在新作品中说明某一问题，如被引
用作品原有的艺术价值和功能在新作品中
发生了转换，在此基础上，即使在新作品中
引用作品不是必需的，也会构成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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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审法院认为，判断对他人作品的
使用是否属于合理使用，应当综合考虑被引
用作品是否已经公开发表、引用他人作品的
目的、被引用作品占整个作品的比例、是否
会对原作品的正常使用或市场销售造成不
良影响等因素予以认定。二审法院支持了这
一观点。

品在新作品中的被引用致使其原有的艺术
价值和功能发生了转换；而该被引用作品在
新作品中亦不是以必需为前提，即使在新作
品中引用作品不是必需的，也会构成合理使
用。
4. 法院对于合理使用的阐释很好地体
现了著作权法鼓励作品传播的精神，对于作
品适度使用的行为采取了更加宽容的态度。
反映出中国的法院对于著作权的保护更加
成熟，更加注重私人权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
把握。

3. 此外，二审法院还认为，为说明某
一问题，是指对作品的引用不是为了纯粹展
示被引用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而被引用作

撰稿人：胡洪亮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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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竞争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与优视科技有限公司、广州
市动景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
（知）初字第 23773 号

2、工具类软件经营者为优化用户体验，将
他人视频播放脱离原网页位臵，实现小窗播
放，仅对视频网站的跳出率有一定的影响，
并未干扰视频网站正常商业模式的运营，不
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视频网站对此应予适
度容忍。
案件事实：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
奇艺公司）经营爱奇艺网站，向用户提供“广
告+免费视频”播放服务，也向收费注册用
户提供无广告的视频播放服务，前者为爱奇
艺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广州市动景计算机
科技有限公司、优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合
称二被告）在本案所诉不正当竞争行为发生
及持续期间共同经营 UC 浏览器。

VS

爱奇艺公司提举的公证证据显示，使用
IPhone 手机，通过 UC 浏览器登录爱奇艺
网站，可实现如下功能：1、视频广告快进，
即点击播放器页面中的下载箭头，缓冲结束
后开始播放视频广告，播放过程中可任意拖
动播放进度按钮，实现广告视频快进；2、
在线视频下载，即视频播放时点击下载箭
头，并添加缓存成功后。在飞行模式下再打
开 UC 浏览器，可播放下载视频，播放过程
中亦可任意拖动播放进度； 3、小窗播放，
点击播放首页视频，向下拖动视频部分，页
面中出现独立的视频播放小窗，该播放小窗

规则：
1、工具类软件经营者不得不当干扰其他经
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使用工具类软件快进
他人视频贴片广告，改变他人对在线视频下
载功能进行的限制设臵，均属于破坏他人商
业模式的行为，应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可全屏播放视频，亦可缩小后在手机页面中
随意拖动，小窗播放时无法再点击页面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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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进行播放。

权行为，并赔偿爱奇艺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
费用。

爱奇艺公司提举的公证证据还显示，
Safari 浏览器和 360 浏览器无法实现 UC 浏
览器的上述广告快进、小窗播放和在线视频
下载功能。爱奇艺公司并表示，爱奇艺视频
客户端软件可实现视频下载，这是推广其客
户端软件的需要，也是履行视频版权协议的
要求。

律师评析：
近年来，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呈现出数
量多、类型新、案情复杂的特点，每一个案
子都可能涉及新型商业模式合法性的判断。
本案中，法院在认定经营者的行为是否构成
不正当竞争时，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了考
虑：
一、保护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模式。
爱奇艺作为经营者有权按自主意愿提
供完整的经营模式。工具类软件经营者应当
约束自己的行为以满足必要功能为主，在经
营业务的扩展中也需严格自律，不能以用户
需要为借口，利用自己的角色优势，任意评
判其他经营者经营模式的优劣，破坏其他经
营者的正常经营模式，损害他人的合法权
益。
二、用户具有选择权不能否定不正当竞
争行为的存在。
二被告开发经营的 UC 浏览器所具备的
涉案功能虽需要用户选择，但用户选择权仅
是 UC 浏览器涉案功能效果得以外化实现的
必要步骤，不影响二被告通过 UC 浏览器对
爱奇艺网站为正常经营所做设臵的改变行
为，不能以是用户选择的结果为由否定二被
告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
三、对合理程度内优化用户体验的设计
应予以容忍。
经营者在不改变或破坏他人正常经营
模式的前提下，从用户选择范围、用户体验
等方面，对自身产品和服务进行有益于公众
普遍利益的优化设计，符合我国《反不正当
竞争法》规定的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原则，
也满足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精
神，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本案中，小窗
播放行为符合上述情形，爱奇艺公司无权予
以禁止。
撰稿人：傅凤喜律师
张翠芳

爱奇艺公司认为二被告通过 UC 浏览器
实施的上述三种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遂诉
至法院，要求二被告立即停止上述三项不正
当竞争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1、浏览器和播
放器作为工具类软件，应当客观、完整、准
确地呈现他人的互联网产品和服务。二被告
通过 UC 浏览器实施的广告快进行为，破坏
了爱奇艺公司的重要经营模式，对爱奇艺公
司构成不正当竞争；2、爱奇艺公司对其网
页中的在线视频下载功能进行的限制设臵，
是推广其客户端软件的需要，也是满足权利
人对其授权限制等的需要。而 UC 浏览器提
供的在线视频下载行为改变了爱奇艺网站
的下载限制设臵，损害爱奇艺公司正常经营
模式下可获得的正当利益，构成不正当竞
争；3、小窗播放不替代爱奇艺网站向用户
提供视频，亦不会影响爱奇艺网页的正常展
示。相反，小窗播放为用户增加了原本仅能
获得固定位臵播放或全屏播放的有限选择
方式之外的灵活播放方式，满足了同时实现
视频观看与网页浏览的更优用户体验，爱奇
艺网站对此应予适度容忍。虽然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爱奇艺网站的跳出率，但不妨碍爱奇
艺公司的正常经营。不能被认定损害了爱奇
艺公司的合法权益。
最终，法院判决二被告立即停止上述广
告快进及在线视频下载的不正当竞争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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