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ＨＯＮＧ ＤＵＮ第26期
主办： 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湖南日报社

主编: 龚晓明 执行主编： 沈伟

红盾专刊 ２０12年4月26日 星期四12

责编： 王恺凝

电话： 0731-84329956 电子邮箱： 695462656@qq.com

商标是区别商品不同来源和提供者的标
志， 也是用户选择商品的向导。 实施商标战
略， 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力， 也成为湖南
经济崛起的坚固基石。 近年来， 省工商局大
力实施商标战略， 驰名商标、 著名商标拥有
量逐年递增 。 为帮助企业正确认识驰名商
标、 著名商标， 把握驰名商标、 著名商标申
报的有关要求， 本刊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认定驰名商标需具备基本条件

据专家介绍， 申报驰名商标， 必须具备
两个基本条件。 首先， 必须具有认定驰名商
标的法律诉求。 与普通商标相比， 作为具有
较高知名度和声誉的商标更容易被假冒侵权，
通过认定为驰名商标， 可以在法律上给予其
范围更广、 力度更大的保护。 这也是认定驰
名商标目的所在。 依据 《商标法》 对普通商
标的保护规定难以得到保护， 需要通过认定
驰名商标来扩大保护时， 才具有申报认定驰
名商标的必要性。 这就是目前驰名商标认定
中采用的 “个案认定、 被动保护” 原则。

其次， 必须具有商标本身已经驰名的事
实。 《商标法》 第十四条规定了认定驰名商
标应当考虑的因素， 即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
知晓程度、 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 该商标
的任何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 程度和地理范
围、 该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 以
及该商标驰名的其他因素等。 企业申报驰名
商标 ， 要根据认定驰名商标所要考虑的因
素， 提供相应证据材料， 报认定机关审查认
定。

根据以上认定条件， 认定驰名商标除要
审查相关案件材料外， 还要审查下列证明商
标驰名的证据材料：

（一） 证明相关公众对商标知晓程度的
有关材料；

（二） 证明该商标使用持续时间的有关
材料， 包括该商标使用、 注册的历史和范围
的有关材料；

（三） 证明该商标的任何宣传工作的持
续时间、 程度和地理范围的有关材料， 包括
广告宣传和促销活动的方式、 地域范围、 宣
传媒体的种类以及广告投放量等有关材料；

（四） 证明该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
的有关记录， 包括该商标曾在中国或者其他
国家和地区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有关材
料；

（五） 证明该商标驰名的其他证据材料，
包括使用该商标的主要商品近三年的产量、
销售量、 销售收入、 利税、 销售区域等有关
材料。

正确把握行政认定驰名商标途径

根据不同的案件情形和类型， 国家工商
总局行政认定驰名商标具体有四条途径：

第一条途径， 在商标管理工作中认定。
一种是针对未注册商标的， 就是该商标存在
驰名的事实， 但在某种或者某些商品上并没
有注册， 他人在其没有注册的商品上使用与
其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 容易导致混淆
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 就一般商标而言， 由
于不是注册商标， 不能受到 《商标法》 的保
护， 也就不能禁止他人在同种或同类商品上
使用与其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 只有认定为
驰名商标， 才能受到 《商标法》 的保护， 禁
止别人使用。 另一种是针对注册商标的， 就
是该商标存在驰名的事实， 也在一种或某些
商品上进行了注册， 但他人在与其不相同或

者不类似的商品上使用了与其相同或者近似
的商标。 这种情况， 就一般商标而言， 也得
不到 《商标法》 保护的， 因为注册商标只在
核定的类别和商品上受保护。 也只有认定为
驰名商标才能禁止别人使用 。 上述两种情
形， 当事人都可以向案件发生地市级以上工
商部门投诉， 提交证明其商标驰名的材料，
并抄报省级工商局。 市级工商局审查认为属
于上述规定情形的， 将案件材料报省级工商
局， 再由省级工商局向国家工商局商标局推
荐上报。

第二条途径， 在商标异议中认定。 和前
面讲的两种情形一样， 只不过前面针对的是
商标使用行为 ， 这里针对的是商标注册行
为， 即该商标存在驰名的事实， 商标也注了
册， 但他人在与其注册商标不相同或者不类
似的商品上申请注册与其商标相同或者近似
的商标； 或者是该商标还没有注册， 他人在
与其相同或者类似的商品上申请注册与其商
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 上述情形下申请注
册的商标经初审公告后， 可以向国家商标局
提出异议， 并提交商标驰名的证据材料， 请
求不予注册 ， 并认定自己的商标为驰名商
标。 因为正常情况下， 就一般商标而言， 上
述情况是不能禁止别人商标的注册的。

第三条途径， 在商标异议复审中认定 。
即该商标存在驰名的事实， 他人申请注册的
商标有前面讲的两种情形， 向商标局提出异
议后商标局裁定异议不成立， 可以向商标评
审委员会提出复审， 请求禁止别人的注册，
并认定自己的商标为驰名商标。 只有认定为
驰名商标， 才能根据 《商标法》 规定禁止别
人注册。

第四条途径， 在商标争议中认定。 即该
商标存在驰名的事实， 他人已经注册的商标
有前面讲到的两种情形， 可以向商标评审委
员会提出请求撤消他人已经注册的商标， 并
认定自己的商标为驰名商标。 也只有认定为
驰名商标， 才能够根据 《商标法》 规定撤消
他人的注册商标。

以上是行政认定驰名商标的四条途径 。
企业应根据案件情况， 正确选择相应途径。
一般来讲， 通过商标管理途径认定的居多。

认定湖南省著名商标需考虑
的因素

湖南省著名商标是指在湖南行政区域
内， 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 有较高知名度和
影响力， 由省工商局根据 《湖南省著名商标
认定与保护办法》 认定的商标。

申报著名商标要考虑以下因素：
首先， 主体资格必须是注册商标所有人

在我省境内， 或者注册商标所有人在省外，
许可我省境内生产型企业使用；

其次， 该商标注册已满三年 （高新技术
商品、 农产品、 民营企业商标注册满1年）；

第三， 使用该商标的商品在国内外市场
上具有较高的信誉；

第四 ， 使用该商标的商品销售额 、 利
税、 市场占有率等主要经济指标近三年在省
内或者国内同行业中领先；

第五， 使用该商标的商品质量优良。
申报著名商标需提供以下方面的材料：
第一， 企业基本情况方面的材料， 包括

承诺书 、 申请报告 、 申请认定表 、 营业执
照、 商标注册证、 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或协会
推荐意见书等；

第二，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情况材料， 包
括近三年年度财务报表及财务审计报告；

第三， 企业产品或服务质量情况材料 ，
包括能证明企业近三年产品质量的质量检测
报告、 相关质量认证证书等；

第四， 企业产品或服务区域情况材料 ，
包括能证明企业近三年使用该商标产品的主
要销售区域、 有一定销售数额的发票， 设立
的主要分支机构或有一定规模的代理商、 经
销商的营业执照等；

第五， 企业广告宣传情况材料， 包括能
证明企业近三年在使用该商标商品或服务上
有一定数额的广告发票、 发布的主要广告图
文样稿等；

第六， 企业荣誉情况材料， 包括能证明
企业及其产品、 服务知名度、 美誉度的主要
图文证据材料。

企业按规定要求准备好申报材料后， 可
以向所在市州一级工商局申报， 由市州一级
工商局报省工商局， 也可以直接向省工商局
申报。 与驰名商标认定不同， 著名商标认定
采取主动认定的方式， 即不将相应的案件诉
求作为申报认定的必要条件。 具体程序是：

1、 受理———省工商局著名商标审核委
员会办公室 （省工商局商标处）。 每年8月31
日 前 向 省 工 商 局 提 交 申 报 材 料 ； 2、 审
查———省工商局著名商标审核委员会办公室
（省工商局商标处）； 3、 征询质量技术监督、
行业主管部门、 行业协会、 消费者委员会和
所在市州工商局意见 ； 4、 现场考察———省
工商局著名商标审核委员会 ； 5、 审核———
省工商局著名商标审核委员会， 由省工商局
相关业务处室负责人组成 ； 6、 决定———省
工商局局长办公会； 7、 公示、 公布。

著名商标每年认定一次， 认定后的有效
期为三年。 期满需继续保留的， 需重新申请
认定。

认定驰名商标、 著名商标的
目的在于保护

目前， 很多企业对驰名商标、 著名商标
认识存在一个误区， 把驰名商标、 著名商标
当作一种荣誉 。 从根本上讲 ， 认定驰名商
标、 著名商标的目的就是保护。 除享有与普
通注册商标同样的一般保护外， 驰名商标、
著名商标受到特殊、 扩大的保护。 对驰名商
标予以特殊、 扩大保护的依据是：

1、 《商标法》 第十三条第一款 ： “就
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
模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
标 ， 容易导致混淆的 ， 不予注册并禁止使

用”；
十三条第二款： “就不相同或

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
复制、 模仿、 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
注册的驰名商标， 误导公众， 致使
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
损害的， 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2、 《商 标 法 》 第 四 十 一 条 第 二 款 ：
“已经注册的商标， 违反本法第十三条、 第
十五条、 第十六条、 第三十一条规定的， 自
商标注册之日起五年内， 商标所有人或者利
害关系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消
该注册商标。 对恶意注册的， 驰名商标所有
人不受五年时间的限制”。

3、 《商标法实施条例 》 第四十五条 ：
使用商标违反商标法第十三条规定的， 有关
当事人可以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禁止使
用。 经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的， 由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责令侵权人停止使用， 收缴、 销
毁其商标标识 ； 商标标识与商品难以分离
的， 一并收缴、 销毁。

4、 《商标法实施条例 》 第五十三条 ：
“商标所有人认为他人将其驰名商标作为企
业名称注册， 可能欺骗公众或者对公众造成
误解的， 可以向企业名称登记主管机关申请
撤消该企业名称登记”。

5、 《巴黎公约》 和 《与贸易有关的知
识产权协定》 中对驰名商标的保护规定。

我省对湖南省著名商标的特殊、 扩大保
护的依据是：

1、 《湖南省著名商标认定与保护办法》
第十条： 他人在相同行业以该著名商标相同
的文字作为企业名称的组成部分或者字号使
用， 可能引起公众误认的， 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不予核准登记； 已经登记的， 著名商标所
有人可以自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之日起两年
内， 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撤消。

2、 《湖南省著名商标认定与保护办法》
第十一条： 他人以著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
文字、 图形在非类似商品上作为商品名称、
装潢使用或者作为未注册商标使用， 足以使
消费者误认该商品与著名商标所有人有某种
联系， 使著名商标所有人权益受到损害的，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办法规定责令限期
改正； 逾期不改的， 处以10000元以下罚款。

通过代理机构申报驰名商标、
著名商标要注意的问题

申报驰名商标、 著名商标尤其是驰名商

标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 企业最好是在
工商部门的具体指导下自行申报， 工商部门
将为企业申报提供热忱、 悉心、 周到的服务
和指导。 如果通过代理机构代理申报， 应注
意以下几个方面：

向工商部门咨询。 了解认定驰名商标 、
著名商标的条件、 程序、 材料、 时间等规定
和要求， 做到心里有数；

选择专业、 诚信度高的代理机构。 现在
的商标代理机构很多 ， 专业水平 、 服务水
准、 诚信度参差不齐。 选择一个好的代理机
构， 可以为企业的申报工作提供专业的指导
和服务， 这对于提高申报成功率非常重要；

维护自身权益， 降低申报成本。 为规范
驰名商标、 著名商标代理申报， 减少企业申
报成本， 省物价局和省工商局下发了 《关于
规范商标代理服务收费的通知》， 明确了代
理申报驰名商标、 著名商标的收费标准。 为
加强对代理机构的监督， 防止滥收费用， 省
工商局规定通过代理机构代理申报著名商标
的， 必须将代理协议作为申报材料之一一并
报送。 对于代理机构违反规定滥收费用的，
企业应当自觉抵制， 并可以向物价、 工商部
门举报；

要保证申报材料的真实性。 个别代理机
构为提高申报成功率， 要求企业提供不实的
申报材料 。 对于这种情况 ， 企业要坚决抵
制。 对申报材料真实性进行审查， 是省工商
局审查认定著名商标的重点所在。 凡发现申
报中弄虚作假、 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的， 除不
予受理、 认定外， 还将5年内不受理该企业
及其代理机构的著名商标认定申请。

（以上文字由本刊记者王恺凝、 沈伟整
理）

驰名商标、 著名商标如何认定与保护

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
一大批国有企业转为民营， 在转制过程中，
人们很容易盯住厂房设备等有形资产， 忽
略商标等无形资产的价值。

一个叫得响的商标， 一个有口皆碑的
品牌， 其形成非一日之功， 有的甚至是几
十年， 上百年市场磨砺的结晶。 忽略品牌
就是放弃财富。

谁来保护这些无形资产？ 政府应该起
主导作用。 今年3月， 省工商局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为期三个半月的保护驰名、 著名商
标和地理标志商标专用权专项行动， 尽到
了一个行业主管的守土之责。 正是因为他
们的工作， 才使得我省一批企业商标意识
的觉醒， 也使得新兴创业者没有输在起跑

线上。
可是， 社会和企业界对驰名商标在认

识上还存在比较大的误区， 把驰名商标当
作了一种荣誉， 作为一种宣传工具， 千辛
万苦地去认定驰名商标， 初衷不在于保护
其商标不被侵权， 而是认为取得驰名商标
就是有了 “护身符”， 并没有认识到驰名商
标是一种法律概念。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蔓延 、 世界经济
增长放缓的形势下， 知识产权的重要作用
和发展趋势日益凸显。 进一步加强驰名商
标、 著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工作， 对于创
造良好发展环境， 增强企业投资信心 ， 增
强社会消费信心， 增强人民群众对国家发
展的信心等方面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下， 许多外国企业 “走进来”，
也有许多中国企业 “走出去”， 涉及知识产权的纷争日益增
多。

▲2011年12月29日，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与鸿道集团
有限公司关于 “王老吉” 的商标使用权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
仲裁委员会开庭。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 时任广药集团领导的
李益民受贿后续签的王老吉商标租约十年合同是否有效。 经
过5个小时的讨论， 结果将择日公布。

▲2011年11月底， CCPO手机品牌的拥有者深圳市星宝
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广东欧铂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OPPO)
的商标纠纷案由OPPO所在地的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一审判令 “CCPO” 品牌生产商星宝通
公司及其经销商停止侵权， 并赔偿原告欧珀公司经济损失
260万元。 深圳市星宝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对判决不服， 表
示将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05年3月， 海信与西门子之间长达半年之久的商标
抢注案落下帷幕， 西门子以极低的价格把抢注的海信商标返
还给海信。 事件起因是因为西门子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在过去
的几年里抢注了一批中国公司的商标， 其中包括1999年西门
子下属公司博世-西门子在德国恶意抢注海信 “HiSense” 商
标， 并向后者索要高达4000万欧元的商标转让费。 据了解，
西门子当时还抢注了6家中国企业的商标。

他山之石：

新闻解读：

谁来保护这些商标？

（以上商标案例均来自网络）

实施商标战略 打造品牌强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