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三打两建”专项行动

今年二月，广东省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一场名为“三打两建”的专项行动，
全面展开打击制假售假行动，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本次打假专项行动
在全国范围内尚属首次，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成功捣毁几千个造假窝点，抓获几
千个犯罪嫌疑人。广东省的打假专项行动有望给国内其他省市树立典范，以便在全
国范围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Ipad 商标权属纠纷案

Ipad商标在中国的商标权属争夺大案终于落下帷幕。美国加州的苹果
公司和广东深圳的唯冠公司之间的故事起始于一份乍看条款清楚的商标转
让合同，结果却因此陷入了长达两年多的法律纠纷。最后，因苹果公司想
让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而负债累累的唯冠公司需要获得足够的资金，双方
克服种种分歧，最终达成和解。苹果公司的惨痛代价给计划在中国签订知
识产权协议的公司上了一堂很好的知识产权法律课。

你在中国的知识产权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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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快讯
中 国

敬海律师事务所

新法速递

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了《发明专利申请优先
审查办法》（下称“办法”），自2012年8月1
日起开始实施。该办法规定了四种可以予以优先
审查的情形，包括涉及指定行业的发明专利申
请和首次在中国提出专利申请又向其他国家提
出申请的该中国首次申请。该办法还规定了优
先审查的时间和申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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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经
济秩序，自今年2月份开始，广东
省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一场名
为“打击欺行霸市、打击制假售
假、打击商业贿赂，建设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市场监管体系”的
专项行动简称“三打两建”）。
在本次“三打”之中，打击制假
售假行动主要围绕《全省打击制
假 售 假 专 项 行 动 方 案 》 确 定 的
“十大打假专项行动”展开，由
各 个 牵 头 单 位 组 织 打 击 涉 及 食
品 、 药 品 和 日 化 用 品 、 酒 类 产
品、食盐、卷烟、建材、箱包皮
具、通讯产品、汽车配件和证照
等多个领域的制假售假行为。

在 广 东 省 政 府 的 高 度 重 视
下，此次打击制假售假行动已经
取得了阶段性的显著成效。据统
计，截至今年6月初，仅珠三角
9市就已查处制假售假案件26333
宗，捣毁窝点5155个，其中大要
案1440宗，移送公安机关案件644
宗，抓获犯罪嫌疑人3533人，刑
事拘留2317人，逮捕853人。

对于此次打假专项行动，社
会各界普遍反映良好并对行动成
果给予了支持和肯定。作为改革
开放的前沿阵地，此次广东省提
出的这场针对制售假冒伪劣产品
的专项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尚属首

新法速递
《发明专利申请优先审查管理办法》即将实施

作者：蒋远东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了《发明专利申请优
先审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12年8
月1日起开始施行。

该办法对明确规定了4种可以予以优先审查的发
明专利申请的情形，包括：

1. 涉及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
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技术领域
的重要专利申请；

2. 涉及低碳技术、节约资源等有助于绿色发展的
重要专利申请；

3. 就相同主题首次在中国提出专利申请又向其他
国家或地区提出申请的该中国首次申请；

广东省开展“三打两建” 
专项行动

4. 其他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需
要优先审查的专利申请。

对于外界最关心的审查时间，办法规定对符合条
件的发明专利申请，自优先审查请求获得同意之日起
一年内结案。而优先审查的数量则应由国家知识产权
局根据不同专业技术领域的审查能力、上一年度专利
授权量以及本年度待审量等情况确定。办法还对优先
审查申请的提交材料和申请程序等作了相应的规定，
比如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的期限缩短为2个月。

总体而言，该办法的出台旨在为具有重要经济社
会影响且具备一定发明高度的新专利申请建立一条快
速审查通道，对于加快重要科技成果的转化及促进新
兴产业的发展都将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次，打击制假售假不仅极大地改
善了广东的市场环境，一定程度
上也体现了广东对知识产权保护
的重视，同时还给国内的其他省
市开了个良好的先例。尽管目前
其他省市尚未开展类似行动，但
受广东“三打两建”的影响，其
他省市的执法部门同样开始加大
对各种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打击
力度，积极为当地的经济发展营
造良好的环境。

作者：蒋远东 / Joe Rocha III



布，苹果公司与深圳唯冠的Ipad商
标权纠纷已达成和解，双方同意，
由苹果公司支付6000万美元的和解
费用并取得Ipad在中国的商标使用
权。

而在双方达成和解之前，深
圳唯冠自2011年开始还先后向北
京、河北、河南、山东等多个省市
的工商部门投诉苹果商标侵权，多
地工商部门随后立案展开调查并要
求苹果销售商将IPAD产品下架。

纠纷解读

• 争议焦点

在这场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
商标权纠纷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之
一就在于其中的两个关键人物，袁
辉和麦世宏是否有权代表深圳唯冠
将Ipad在中国的商标权通过商标转
让合同转让给IP公司。尽管IP公司
和苹果公司在诉讼中坚持主张袁辉
为深圳唯冠的员工，而麦世宏则是
在经过深圳唯冠授权后才与IP公司
签订转让合同，IP公司和苹果公司
有理由相信深圳唯冠已授权麦世宏
将该公司在中国的Ipad商标权连同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Ipad商标权一并
转让给IP公司，后者再将所有商标
权转让给苹果公司。但深圳唯冠则
声称商标转让是苹果公司与台湾唯
冠之间的约定，深圳唯冠作为独立
的子公司，对该转让毫不知情，并
且也从未授权任何公司员工签署商
标转让合同。对此，尽管苹果公司
向法庭出示了转让合同签订时麦世
宏向IP公司出具的由唯冠国际兼深
圳唯冠董事长的杨荣山签字的授权
书，但该授权书却未写明杨荣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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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Pad商标权属
纠纷案

美国苹果公司与唯冠就Ipad在
中国的商标权争夺纠纷经过一番缠
斗，近日终于以和解结束，这场中
外知识产权纠纷也一度在社会上引
起了诸多关注。众所周知，Ipad是
电子行业巨头苹果公司旗下的一款
风靡全球的电子产品，而令苹果公
司始料不及的是，因商标权问题，
这款产品不仅无法顺利进入中国市
场，还使苹果公司深陷一系列讼
争，而给他们带来诸多麻烦的竟然
是一个之前并不起眼的平板显示器
制造商深圳唯冠科技公司。

争议背景

苹果公司与深圳唯冠的这场
商标所有权纠纷始于一份商标转让
合同。事实上，Ipad商标早在2000
年就被一家香港的上市公司唯冠国
际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台北唯冠在全
球多个国家进行注册，而在中国
大陆，该商标权则在2001年被唯冠
国际的另一个全资子公司唯冠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
圳唯冠”）注册取得。苹果公司于
2009年通过一个名为IPDAL的英国
公司（以下简称“IP公司”）与台
北唯冠签订了商标转让协议，双方
在该协议中约定IP公司以3.5万英
镑的价格购买台北唯冠在越南、墨
西哥、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和中国的商标所有权，后
由苹果公司以10英镑价格获得IP公
司购买到的上述国家的Ipad商标所
有权。但这一纸协议签订后，苹果
公司却发现由深圳唯冠注册的Ipad
商标在中国大陆的商标转让程序迟
迟未能履行，直至Ipad平板电脑在
中国市场上正式推出之后，苹果公

司都始终未能将Ipad的商标所有权
转移至其名下。这其中最主要的原
因在于深圳唯冠一直声称其与台湾
唯冠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公司，因而
台湾唯冠与苹果公司签订的商标转
让合同对深圳唯冠没有任何约束
力，苹果公司自始都未取得Ipad商
标在中国的所有权，而此时的深圳
唯冠已因巨额债务问题濒临破产。

双方因纠纷引发的主要诉讼

1. 2010年5月，苹果率先向深
圳中院起诉深圳唯冠，要求对方转
让商标权。

2. 2011年12月，深圳中院宣布
驳回苹果的诉讼请求，并确认深圳
唯冠仍为Ipad商标在中国的所有权
人，苹果公司不服，随即向广东省
高院提起上诉。

3. 2012年2月，深圳唯冠向美
国加州高等法院起诉苹果总公司欺
诈，称苹果公司通过IP公司于台湾
唯冠购买Ipad注册商标的过程中存
在欺诈，要求法院判决苹果公司商
业欺诈罪名成立并撤销Ipad商标的
使用权，该起诉于2012年被美国加
州法院驳回。

4. 2012年2月，深圳唯冠同时
向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起诉苹果公
司在中国的总经销商并向法院申请
临时禁令要求苹果公司立即停止在
中国侵犯商标权的行为，随后浦东
法院驳回深圳唯冠的申请并中止案
件审理。

5. 2012年2月至6月，广东省高
院开庭对Ipad的商标权权属纠纷进
行二审，并于2012年7月2日对外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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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圳唯冠董事长的身份委托麦世
宏与IP公司进行谈判并签署合同。
因此，转让方授权不明是引发后来
商标转让纠纷的一个关键因素。

而此次纠纷的另一个焦点，
则是商标转让合同对中国的Ipad商
标转让是否有效，即苹果是否已
依法取得了Ipad在中国的商标所有
权。尽管商标转让合同中将中国
的Ipad商标权也包括在转让范围之
内，但是，该合同中并未明确中国
的Ipad商标归属到底为台湾唯冠还
是深圳唯冠所有，苹果公司和IP公
司在合同签订后才发现台湾唯冠
并不是Ipad商标在中国的注册所有

人，因此深圳唯冠是否已经知悉并
同意麦世宏转让其拥有的商标成为
问题的关键。若该合同对深圳唯冠
有约束力，则深圳唯冠必须依照约
定将商标权转移至IP公司或苹果公
司名下，并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核准
注册商标转让，完成相关的转让登
记手续。反之，如果深圳唯冠有充
分证据证明该公司从未将自己注册
的Ipad商标委托内部员工或台湾唯
冠转让给他人，则苹果公司无法取
得Ipad的中国商标权，其平板电脑
以Ipad商标在中国市场上进行销售
也会涉嫌侵犯深圳唯冠的合法商标
权。因此，商标转让合同对相关商
标的权属缺乏明确规定也是争议产

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 和解背后各方的考量

尽管这场纠纷使双方陷入诉
讼缠斗，苹果公司的产品甚至一度
被各地工商局调查且面临下架及等
政处罚的风险，双方在诉讼中也互
不让步，但最终却以苹果公司支付
6000万美元和解而告一段落，结果
虽令外界感到几分意外，但也在情
理之中。换言之，和解对于此案中
的争议各方及审理法院其实都是较
为合理的解决方式。一方面，深圳
唯冠目前面临破产的边缘，其中的
债权人之一富邦公司在早前已向法

I Pad商标权属
纠纷案

新法速递
《专利标识标注办法》开始施行

作者：蒋远东

《专利标示标注办法》已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
并于2012年5月1日起开始施行。该法明确规定专利权
人或者经专利权人同意享有专利标识标注权的被许可
人可以在专利权有效期内将专利标识标注于相关的专
利产品上，标注专利标识应当标明下述
内容：

（ 一 ） 采 用 中 文 标 明 专 利 权 的 类
别，例如中国发明专利、中国实用新型
专利、中国外观设计专利；

（二）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专利权的专利号。除
上述内容之外，可以附加其他文字、图形标记，但附
加的文字、图形标记及其标注方式不得误导公众。

在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该产品的包装
或者该产品的说明书等材料上标注专利标识的，应当
采用中文标明该产品系依照专利方法所获得的产品。
专利权被授予前在产品、该产品的包装或者该产品的

说明书等材料上进行标注的，应当采用
中文标明中国专利申请的类别、专利申
请号，并标明“专利申请，尚未授权”
字样。而对于专利标识标注不当且构成
假冒专利行为的，该办法则明确依据专
利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随着专利保护越来越受企业重视，可以预见该办
法的施行将有助于规范市场上各种专利产品的标识，
更好地保护专利所有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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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提出破产申请，足见深圳唯冠的处境不容乐观，
而目前唯一能使深圳唯冠避免被宣告破产的，就是
其在中国注册的两个Ipad商标，这两个商标因为苹果
公司的原因而价值连城，因此若能利用这两个商标
从苹果公司索赔到巨额的侵权费或转让费，对深圳
唯冠而言无疑是走出当前困境的一大利好消息，而
和解能够直接地解决其最关心的问题，即最终能从
苹果公司手里获得多少和解费用。

另一方面，尽快取得在中国的Ipad商标所有权
对苹果公司具有重要的市场意义。由于其最新一代
的平板电脑已经上市，而因为商标权问题，这些产
品却迟迟无法名正言顺地进入中国市场。事实上，
只要苹果公司未能从深圳唯冠手上获得Ipad商标在中
国的所有权，其Ipad平板电脑产品一旦在中国市场
上销售都会因涉嫌侵犯商标权而面临工商部门的处
罚。同时，若在与深圳唯冠的诉讼中败诉，苹果公
司还可能被判决赔偿侵权费用，而纵观上述一系列
的诉讼及各方所披露的证据，苹果公司也深知胜诉
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因此，若能通过和解向深圳唯
冠支付一笔费用而取得商标权，苹果公司的新一代
产品即能够尽快地占领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并获得
可观收益，只要和解费用不是太高，苹果公司完全
能够将这些损失通过产品销售盈利收回。

此外，对于负责此次商标转让合同纠纷二审的
广东省高院而言，此案也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一是当事人的背景。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是在全球电
子科技产品市场上地位举足轻重的苹果公司，影响
力巨大。而另一方虽不是知名公司，但由于濒临破
产且负债数额巨大，此案的判决结果也关系到深圳
唯冠能否进行重组并走出困境。二是判决作出后的

社会影响，判决任何一方胜诉或败诉都可能遭来各
种非议。最后还需考虑到其最终判决可能会反映出
当前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力度。因此，鼓励
双方通过和解解决争议，将争议的焦点转移到各方
都关心的和解费用上也是最为稳妥的方式，所以此
案双方最终能够和解，广东省高院在其中的作用亦
不可忽视。

• 启示

这场轰动一时的商标转让合同纠纷不仅对当事
人自身意义重大，苹果公司为一个小小的疏忽付出
了6000万美元的代价实际上也给企业上了一堂很好
的知识产权法律课。回顾纠纷的始末，尽管转让合
同中的直接订立人为IP公司，但作为背后的真正受
让人，苹果公司理应对该商标转让过程的情况完全
知悉。若苹果公司当初能够在转让合同签订之前就
对商标的权属和转让方的身份进行明确，深圳唯冠
根本就不会有机会否认转让的效力，而后来的一系
列纠纷也完全有可能避免。作为一个全球知名的企
业，苹果公司对商标转让合同中如此重要的合同标
的条款都这么疏忽大意，的确令人匪夷所思。此案
也凸显出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拥有专业的知识
产权法务人员或律师的重要性。如今企业的商标、
专利等无形资产往往是企业决胜市场的核心利器，
因此企业聘请专业的知识产权律师从事知识产权管
理工作，不仅可以专业有效地完成知识产权有关法
律事务，还可以更好地防范企业知识产权方面的法
律风险。

作者：黄思哲

I Pad商标权属
纠纷案

Tel.(+86 592) 268 1376
Fax(+86 592) 268 1380
xiamen@wjnco.com

Tel.(+86 898) 6672 2583
Fax(+86 898) 6672 0770
hainan@wjnco.com

Tel.(+86 532) 8666 5858
Fax(+86 532) 8666 5868
qingdao@wjnco.com

Tel.(+86 22) 5985 1616
Fax(+86 22) 5985 1618
tianjin@wjnco.com

Tel.(+8621) 5887 8000
Fax(+8621) 5882 2460
shanghai@wjnco.com

Tel.(+8620) 8393 0333
Fax(+8620) 3873 9633
info@wjnco.com 

Tel.(+86 755) 8882 8008
Fax(+86 755) 8284 6611
shenzhen@wjnco.com

Tel.(+86 591) 885 22000
Fax(+86 591) 835 49000
fuzhou@wjnco.com

北 京
Tel.（+86 10）5785 3316
Fax  (+86 10) 5785 3318
beijing@wjnco.com

本快讯由致力于协助中国及跨国公司在中国及国外业务的
敬海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