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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娣

当今袁如果你还不知道或者没有
加入到微信当中来袁 那就有些落后
了遥这款即时通讯程序不仅凭借其语
音文字两种方式的沟通方式深受人
们喜爱袁其社交插件野朋友圈冶野公众
平台冶野语音记事本冶等更是成为时下
人们分享生活热点尧抒发心情的新窗
口遥 但是随着微信的走红袁一些涉及
微信的知识产权问题也渐渐显露出
来袁日前袁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涉及微信公众号
转发内容侵犯著作权的案件袁同时该
案也是中山市首例微信公众号侵权
案袁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遥

微信转发作品被指抄袭

微信是由腾讯公司于 2011 年
1月 21日推出的一个为智能终端提
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遥其
支持跨通信运营商尧跨操作系统平台
通过网络快速发送免费渊需消耗少量
网络流量冤语音短信尧视频尧图片和文
字遥 同时袁微信中的很多插件更是可

以实现用户在线交流尧游戏尧交流和
在线支付等服务遥 有数据显示袁截至
2013年 11月袁微信的注册用户量已
经突破 6 亿袁 其中海外用户超过
1亿袁是亚洲地区最大用户群体的移
动即时通讯软件遥

在微信众多的服务插件中袁微信
的公众号是开发者或商家在微信公
众平台上申请的应用账号袁该帐号与
QQ账号互通袁通过公众号袁商家可
在微信平台上实现和特定群体的文
字尧图片尧语音尧视频的全方位沟通尧
互动 遥

中山市商房网络科技公司渊下称
中山商房网公司冤获腾讯官方认证的
野中山商房网冶微信公众号的所有人袁
其通过官方账号推送各种各样的生
活资讯尧热点新闻尧餐饮娱乐等信息袁
尤其是在野中山商房网冶官方账号中
原创介绍中山市本地乡土人情尧时政
热点的作品深受欢迎袁在中山本地具
有一定知名度遥

不久前袁中山商房网公司发现袁中
山市暴风科技有限公司 渊下称暴风公
司冤未经其许可袁擅自将野中山商房网冶

微信公众号中注明不得转载的原创作
品稍加修改后发布在野最潮中山冶微信
公众号上袁且未注明作品出处遥 中山商
房网公司认为袁 虽然暴风公司在最近
发布的尧抄袭野中山商房网冶的内容文章
中标注野商房网冶整理的字样袁但该表述
也是错误的曰 暴风公司部分侵权作品
甚至只是修改了题目袁 文字表述及附
带的图片与其在野中山商房网冶上发布
的原创作品完全一致遥

中山商房网公司认为袁其对发布
在野中山商房网冶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原创作品享有著作权遥暴风公司未经
许可擅自转载或变相抄袭野中山商房
网冶公众微信号上原创作品的行为构
成侵权遥 遂将暴风公司诉至法院袁请
求法院认定暴风公司构成侵权袁判令
其公开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1元遥

合法运营管理防止侵权

野我们在耶中山商房网爷上发布的
信息都是原创作品袁 是创作者的劳动
成果袁应当得到尊重遥 在发现耶最潮中
山爷 上有转载和抄袭我们原创信息的
行为后袁我方曾和暴风公司进行沟通袁

希望他们能停止侵权并发布道歉信
息袁 但他们并没有和我们就该问题达
成共识袁 为此袁 我们才选择了提起诉
讼遥冶中山商房网公司代理人尧广东邦仁
律师事务所律师郎鸣镝在接受中国知
识产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遥 他认为袁微
信时代袁转发文章的现象很普遍袁很多
情况下就会造成侵权袁 该问题应该得
到人们的重视遥 而谈到 1元钱的诉讼
标的时袁郎鸣镝说院野我们只是希望通过
该案袁给大家起到一个警示作用袁并不
是为了经济上的赔偿遥 冶

据悉 ,开庭前袁中山市第一人民
法院已依法向被告送达了原告的起
诉状尧法院的开庭传票尧权利义务告
知书等法律文书遥 但在开庭当日袁仅
有原告代理律师到庭应诉袁 被告缺
席遥 目前该案尚未宣判遥

野微信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隐患主
要体现在著作权方面袁 使用不当有可
能侵犯到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尧 署名
权尧修改权尧保护作品完整权尧改编权等
权利遥 冶西安交通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
心主任马治国在谈起微信转发中可能
会出现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时对中国

知识产权报记者说遥 他认为袁微信使用
者发布的信息大多来自互联网上已经
存在的信息袁也有来自非互联网渊如书
籍尧期刊尧报纸尧音像制品尧电视等传统
出版物或媒体冤的信息遥 这些信息如果
属于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袁 就涉及是否
需要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付费的问
题袁可能造成著作权侵权遥

在谈到该案中袁涉及的公众号所
有人袁是否更应承担起所发布信息合
法义务的问题袁 马治国对记者表示院
野信息发布人对所发布内容应当承担
全部法律责任袁 其中包括版权责任袁
凡转载他人信息应征得权利人同意袁
遵守 叶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曳的
规定遥 当然还有其他责任袁比如信息
内容的真实性尧合法性等袁涉及到相
关民事甚至刑事法律责任遥冶同时袁马
治国还认为袁作为微信信息的发布者
和公众账号的管理者袁都应该提高法
律思想意识袁营造和谐尧稳定的网络
环境秩序遥

截至记者发稿时袁暴风公司负责
人对记者的采访尚未做出回应遥本报
将继续对该案进行关注遥

广东首例微信公众号著作权侵权案开审

任羽潇

实践中袁一些商标在注册后较长
时间不会投入实际使用袁有些甚至从
来没有被使用过袁一直处于野闲置冶状
态遥 这些商标可以通俗地称之为野闲
置商标冶遥 目前我国的闲置商标越来
越多袁维护起来需要成本袁又很难产
生收益袁给权利人造成困扰遥 笔者简
单谈一谈自己的体会袁希望能解答权
利人的一些疑惑遥

一尧闲置商标产生的原因
闲置商标的产生有权利人自身

方面的原因袁也受客观因素的影响遥
首先袁申请人出于防御或备用

的目的申请商标遥 为了防止他人申请
相同或者近似商标袁 有些企业选择在
多个类别申请商标遥 出于扩大保护范
围而注册的这些商标袁最终会被闲置遥
还有些企业申请商标时会准备多种方
案袁那些备用商标往往就被闲置起来遥

其次袁官方并不严格审查申请
人的资质遥对于商标指定的商品和服

务是否属于申请人的经营范围袁商标
局的审查并不十分严格遥即使一个金
融投资公司在化妆品上申请商标袁也
是可以接受的遥所以有些商标注册在
与企业经营范围无关的类别上遥
另外袁法律并不强制注册人使

用商标遥法律没有要求商标注册人主
动提交使用证据的强制性规定遥除非
第三人申请撤销袁否则注册商标即使
长期不用袁也仍然处于有效状态遥

由于以上原因袁我国有一些商标
注册在权利人不会涉足的领域袁或者
在注册之后被野弃用冶袁是名副其实的
野闲置商标冶遥

二尧闲置商标的弊端和风险
大部分权利人认为闲置商标除

了在续展时需要花费一些金钱之外袁
似乎没有什么弊端遥还有一些权利人
认为在多个类别申请商标可以防止
他人申请近似商标袁有利于保护自己
的权利遥 一旦商标获得注册袁权利人
就可以高枕无忧遥 其实不然袁闲置商
标不仅有弊端袁也存在风险遥

其一袁造成资源浪费遥 注册一件
商标需要多方面投入人力和物力遥从
设计图样到制作申请文件袁再到商标
局审查袁无论哪个环节都是智慧的结
晶遥 如果商标长期处于野闲置冶状态袁
就起不到 野区分产品和服务来源冶的
作用袁 前期的投入并不产生收益袁实
际上是一种资源浪费遥

其二袁构成在后商标的障碍遥 商
标的申请量越来越大袁彼此冲突的概率
就越来越高遥野闲置商标冶有时会成为在
后申请的商标的障碍遥 虽然注册人有
可能是野无心之举冶袁但对于在后商标申
请人而言的确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遥

其三袁有被撤销风险遥 根据商标
法规定袁如果注册商标连续 3年不使
用袁他人可申请撤销遥实践中袁如果商
标申请人遇到在先障碍袁并且在先商
标的注册时间超过 3年的话袁为了清
除障碍袁他们往往会赌一把院以连续
3年不使用为由袁 申请撤销在先商
标遥 如果恰好遇到一件野闲置冶商标袁
那么申请人只需假以时日就可以成
功清除障碍遥 由此可见袁闲置商标其

实是个野不牢之物冶遥

三尧闲置商标的合理利用
既然闲置商标已经占据了一定

资源袁而且还有被撤销的风险遥 怎样
才能野变废为宝冶袁为权利人争取一些
收益呢钥

第一袁转让遥 实践中袁为了顺利获
得商标注册袁 或者为了尽快拥有注册
商标袁申请人有时会与野闲置商标冶的注
册人协商转让遥 与申请注册相比袁转让
程序更加快捷袁权利状态也很明确遥 如
果注册人愿意放弃自己对商标的所有
权袁 可以考虑将闲置商标有偿转让给
他人遥在野IPAD冶商标转让过程中袁转让
方获得的收益高达 6000万美元遥

第二袁许可他人使用遥 如果将闲
置商标许可他人使用袁这件商标就没

有了因长期不使用而被撤销的风险遥
如果被许可人经营得当袁可能会给商
标所有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遥

例如袁广药集团先前将野王老吉冶
商标许可给加多宝公司使用遥加多宝
公司投入大量的宣传广告袁使得野王
老吉冶家喻户晓袁人人皆知遥广药集团
不仅收入了商标许可费袁还使得野王
老吉冶商标的价值得到极大提升遥

商标的功能在于野在生产经营活
动中袁区分商品和服务的来源冶遥如果
注册商标长期闲置不投入实际使用袁
商标的作用得不到体现袁既是资源的
浪费袁也对他人造成困扰袁同时注册
人自身也随时面临权利丧失的风险遥
因此建议商标注册人珍惜这种无形
资产袁通过转让尧许可等手段袁给自己
创造收益遥

浅谈“闲置”商标的风险与合理利用

本报记者 赵世猛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袁中
美经济联系更为紧密遥据中国商务部
消息袁2013 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
已经达到创纪录的 5210亿美元遥 越
来越多的中国产品正进入美国袁随之
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贸易摩擦遥据统
计袁 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美国
野337调查冶的第一涉案大国袁而绝大
多数案件都涉及到专利 遥 面对
野337 调查冶 中国企业应如何应对钥
野337调查冶近年来又有哪些新趋势钥
带着这些问题袁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
专程采访了美国布林克斯 渊Brinks

Gilson&Lione冤 律师事务所的范德尔
渊Lyle Vander Schaaf冤律师遥

中国企业为何败诉率高

近年来袁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出
现在野337 调查冶的被申请人渊被告冤
名单中袁但中国企业的表现却令人瞠
目遥 有数据显示袁在已结案的野337调
查冶中袁中国企业的败诉率高达 60%袁
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遥在范德尔律师
看来袁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企业
在成为被告后袁很多情况下没有选择
应诉袁这在所有的败诉案件中占有非
常大的比例遥 同时他指出袁如果把双
方和解和没有应诉的案件剔除袁中国

企业在野337 调查冶中的胜诉率与其
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大致相当遥而且
目前来看袁中国企业的应诉情况也逐
渐好转院从以前的不应诉袁到现在很
多情况下由中国商务部或相关企业
联合会组织企业联合应诉袁这都是进
步的表现遥

野337调查冶的野杀伤力冶巨大袁那么
中国企业一旦败诉袁可以通过哪些途径
尽量挽回自己的损失呢钥 范德尔律师
向记者介绍院一是可以上诉到美国联邦
法院曰二是对被判定侵权的产品进行重
新设计袁绕开相关专利袁并在重新设计
完成之后袁向美国海关或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申请一份咨询意见袁表示相关产

品已不再侵权曰三是与申请人渊原告冤达
成和解遥 特别是在原告是非专利实施
实体渊Non-Practicing Entities袁NPE冤的
情况下袁更应主动寻求和解遥因为非专
利实施实体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市场
竞争关系袁它们提起野337调查冶的唯
一目的就是索取专利授权使用费袁因
此与非专利实施实体之间和解的概
率会相对较大遥

野337调查冶呈现哪些趋势
范德尔律师向记者介绍袁 近年

来袁野337 调查冶 也显现出一些新趋
势院首先袁中国成为最大涉案国袁这是
由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决定的曰其

次袁野337调查冶 越来越针对像汽车尧
手机那样的高科技含量的产品曰第三
是大量非专利实施实体正成为
野337调查冶 中的原告遥 之前很长时
间袁野337调查冶的原告中都没有非专
利实施实体的身影遥但是当非专利实
施实体开始意识到袁它们通过在美国
进行专利授权后也具备了成为
野337调查冶原告的资格后袁就越来越
多地开始提起野337调查冶遥

最后袁范德尔律师表示袁目前还
没有中国大陆企业在美国以原告的
身份提起野337调查冶袁但他相信这一
天很快就会到来袁而这无疑将成为一
个标志性事件遥

美国律师支招如何应对“337调查”

2011至2013年山东烟台共查处
假冒专利行为 427起

本报讯 近日袁 在国家知识产
权局公布的叶2013年度全国专利执
法维权工作绩效考核结果曳中袁在参
评的 115个副省级城市及地级市局
中袁烟台市知识产权局排名第五位袁
并连续三年排名进入全国前十名遥

2011年 1月袁由烟台市知识产
权局牵头的 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知识产权保护联盟冶正式成立袁标志
着山东省在区域性知识产权保护方
面迈出了一大步遥 2012年袁由烟台
市知识产权局牵头尧 多家单位共同
制定了 叶烟台市展会知识产权保护
办法曳袁每年进驻果蔬会尧葡萄酒博
览会尧住博会尧渔博会等各类大型展
会进行展会知识产权执法袁 维护了
展会的正常运行遥

2011至 2013年袁 烟台市知识
产权局共处理专利纠纷 48起袁查处
假冒专利行为 427起袁 维护了专利
权人的合法权益袁 净化了市场运行
环境遥

渊邓 波 刘旭光冤

2013年江苏淮安查处假冒
专利案 81件

本报讯 近日袁 国家知识产权
局办公室公布 2013年度专利执法
维权工作绩效考核结果袁 江苏淮安
市在全国副省级城市及地级市中位
列第二十四位遥

2013 年度淮安市积极开展专
利执法行动袁并多次组织省尧市尧县
渊区冤三级联合执法活动遥 执法行动
共检查大型商场尧 超市尧 药店等
60 余家曰 出动执法人员 200 多人
次曰检查商品 1万余件曰查处假冒专
利案件 81件袁 处理专利纠纷案件
6件袁并全部办结曰对专利标识标注
不规范等轻微违法行为袁 责成商家
整改曰 对专利标注明显不当的商品
要求其立即下架处理遥 做到在维护
商家利益的同时袁 保护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遥 渊郑卫华冤

上海海关查获侵犯巴西世界杯
官方比赛用球著作权案

本报讯 近日袁 上海海关破获
了一起侵犯 2014巴西世界杯官方
比赛用球著作权案件袁 没收侵权足
球 2360个遥

据悉袁今年初袁山东霞光实业有
限公司以一般贸易方式向洋山海关
申报出口一批文件类货物袁 货物目
的地为阿根廷遥 海关审核申报信息
后对其布控查验袁 并发现实际出口
货物中有 2360个标有巴西世界杯
官方比赛用球野桑巴荣耀冶图案的足
球袁 涉嫌侵犯著作权遥 对于上述货
物袁 著作权人阿迪达斯有限公司认
为属于侵犯其著作权袁 并向海关提
出采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申请遥
目前袁 上海海关对这起侵权案件的
调查已结束遥 渊胡宝琪冤

山东冠县查获一起销售假冒
“海尔”热水器案

本报讯 近日袁 山东省冠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查获一起销售假冒
野海尔冶热水器案遥

据查袁 当事人于今年 4月份从
山东聊城一市场购进野海尔冶牌太阳
能热水器一台袁进价 1050元袁在其
门市部进行销售袁 销售价 1250元袁
至查时已售出遥经查实袁当事人销售
上述商品为假冒侵权野海尔冶品牌遥
当事人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
品袁其行为违反了商标法的规定遥该
局依法对其作出责令立即停止侵权
行为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遥

渊孟淑芳冤

湖北枣阳查获一批假冒
“脉动”饮料

本报讯 近日袁 湖北省枣阳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举报线索袁迅
速出击袁查获一起侵犯野脉动冶饮料
注册商标专用权案遥

接到举报后袁 该局经检大队执
法人员会同乐百氏食品饮料有限公
司技术人员立即行动袁 在位于城区
人民路一家经营户店内发现假冒
野脉动冶牌维生素饮料 291箱遥经查袁
这批假冒野脉动冶饮料不仅图案印刷
粗糙袁而且塑料瓶材质很软遥经乐百
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鉴定袁 查获的
上述野脉动冶饮料全为假冒产品袁执
法人员当场予以查扣遥目前袁此案正
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之中遥

渊张艳峰 赵 琪冤

简明新闻允 悦陨孕晕耘宰杂

近日袁陕西省户县科技局联合西安市知识产权局尧县经贸局尧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在户县超市进行了专利执法检查行动遥
通过执法检查增强了商品流通领域管理者鉴别真假专利和规范标注专利的能力遥 通讯员 杨西哲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渊记者张 娣 通讯员
窦 娟北京报道冤日前袁记者从北京市
通州区人民法院 渊下称通州法院冤召
开的 野假冒伪劣产品犯罪案件情况冶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袁该院近两年共审
结涉假冒伪劣产品犯罪案件 105件遥

据了解 袁2012 年 3 月 21 日至
2014年 3月 20日袁通州法院共审结
涉假冒伪劣产品犯罪案件 105件袁惩

处犯罪分子 136人遥从涉假冒伪劣产
品的案件类型来看袁涉案假冒伪劣产
品以涉药品和烟酒类犯罪案件为主遥
同时袁随着网络销售和物流行业的快
速发展袁网络销售成为新型主导销售
方式袁具有作案手段快捷袁损害对象
不确定的特点遥在此次通州法院公布
75件涉药品类案件中袁 通过互联网
方式销售的有 12件袁占 16%遥

北京通州法院总结发现

假冒药品和烟酒类犯罪案趋高

本报讯 渊记者胡姝阳北京报道冤
由张艺谋导演袁陈道明尧巩俐主演的电
影叶归来曳于 2014年 5月 16日正式上
映后不久袁 爱奇艺网站上随即就出现
了影片的在线播放服务遥乐视网渊天津冤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渊下称乐视网冤认为
爱奇艺网站未经许可提供播放服务的
行为侵犯了其信息网络传播权袁 将爱
奇艺网站的经营主体北京爱奇艺科技
有限公司渊下称爱奇艺冤诉至法院袁请求
判令爱奇艺停止侵权袁 赔偿经济损失

及合理支出共计 20万元遥 日前袁北京
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遥

乐视网诉称袁影片叶归来曳的著作
权人乐视影业渊北京冤有限公司将该
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独家授权给乐
视网袁爱奇艺未经许可袁在影片叶归
来曳的公映期内袁向公众提供叶归来曳
的在线播放服务遥乐视网多次向爱奇
艺发送警告函袁但是爱奇艺网站上依
旧提供影片叶归来曳的在线播放服务遥
目前袁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遥

爱奇艺公映期内播《归来》引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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