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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标注册申请的现状

商标是商业标识，用来区分商品或服务的不同来源

商标事关商业利益，商标纠纷是商战的一部分

商标使用是动态的，商标案件审理遵循个案原则



●                                                                               商 标

●                                                  

●                                                                                 品 牌：

法律概念 有地域性 与商品不可分离 使用或注册获得权利

使用或宣传被认知市场概念 独立存在没有国界 有美誉度

中性



稻香村商标案

5



《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类表》的基本情况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供的《商标注册用

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结合中国的国情实际

而制订的。

区分表共有45个类别，其中第1-34类为商品

部分（共34个类别），第35-45是服务部分

（共11个类别），每个类别又小组，共512
小组，标准化的商品项目共计有25157个

（数据截至2020年7月4日）



第30类商品：分19个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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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6组：面包、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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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7组 方便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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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案件：北京稻香村诉苏州稻香村

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在先权利商标：第1011610号

申请时间：1996年01月05日

注册时间：1997年05月21日

指定商品：3007组：馅饼; 烘馅饼（意大利式）; 饺子; 小包子; 春卷; 炒饭; 粥; 年糕; 棕子; 元霄; 
煎饼; 八宝饭; 豆沙; 醪糟; 火烧; 大饼; 馒头; 花卷; 豆包; 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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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案件：苏州稻香村诉北京稻香村

苏州稻香村食品有限公司，
在先权利商标：第184905号
申请时间：1982年04月02日
注册时间：1983年07月05日
指定使用商品：3006组：饼干
第352997号商标
申请时间：1988年05月24日    
注册时间：1989年06月30日
指定使用商品：3006组：果子面包、糕点

这两件商标最早申请人：保定市稻香村食品厂， 2004年转让给苏州稻香村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2015年再次转让给苏州稻香村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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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四要素

商标：以注册商标的标识本身为限

          多个注册商标时尤其要注意

商品：以注册商标核定的商品为限

      新商品属于核定商品的范围内

时间：即时标注

使用人：权利人、被许可人





20家企业和个人提出无效宣告

两家企业提出三年不使用撤销申请

商标局：维持注册

案证据不能证明“猴姑”对应“猴头菇”，
不能证明“猴姑”成为核定商品的通用
名称；

不能证明“猴姑”在核定商品上仅仅直
接表示了商品功能特点（《商标法》
11条1款2项）；

不易使公众对商品质量特点产生误认
等（《商标法》10条1款7项）；

申请人提交证据证明持续使用



猴姑饼干由江西江中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于2013年推出。第
13055691号“猴姑”商标无效宣告确权案。2019年9月20日，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该案做出以下判决，在商标圈儿引
起了刷屏效应。

一审：第三人在评审答辩时记述：
“2013年9月，江中猴姑饼干上市，邀请知性才女徐静蕾为品牌代
言人，并在各大卫视投放电视广告片。广告一经播出，就受到人
们的关注，‘猴姑饼干，猴头姑制成，养胃。上午吃一点，下午吃
一点’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广告词”。

相关公众会将“猴姑”识别为“猴头菇”的含义，进而违反《商标法》
11条1款2项、10条1款7项；







二审：关于“猴姑”是否对应“猴头菇”：

根据《对症蔬果速查全书》一书的记载，“猴头菇”的别称并非仅有“猴菇”一种，故据此难
以认定社会公众或者相关公众会认为“猴头菇”与“猴菇”之间具有对应关系...且诉争商标“猴
姑”的“姑”字与“猴头菇”的“菇”字在字形、含义上并不相同，故可以认定在诉争商标申请
日时，“猴姑”与猴头菇”未形成对应关系......

原审法院基于相关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常在指代事物时省略部分文字的相关习惯等因素得出
相关公众会将“猴姑”识别为猴头菇的含义，缺乏事实依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予以
纠正。

鉴于“猴姑”与“猴头菇”并未形成对应关系，故诉争商标标志不会导致公众对核定使用商品
的质量等特点产生误认。同时，诉争商标标志“猴姑”并非仅直接表示核定使用商品主要原
料等特点，故诉争商标标志具有显著特征，且根据江中公司提交的在案证据，可以证明通
过其对诉争商标在饼干等商品上的持续、广泛的宣传和使用，诉争商标标志的显著特征得
以进一步增强。



商标：第10325554号“江小白”
申请人：成都格尚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时间：2011年12月19日

第一次转让时间：2012年12月6日，

受让人：四川新蓝图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2013年2月21日

第二次转让时间：2016年6月6日

受让人：重庆江小白酒业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在第33类“果酒（含酒精）、茴香酒（茴芹）、开胃酒、烧酒、

蒸馏酒精饮料、苹果酒、酒（利口酒）、酒（饮料）、酒精饮料（啤

酒除外）、含水果的酒精饮料”商品。

第10325554号江小白商标案





案例

• 醋; 调味品; 调味酱; 酱菜(调味品); 味精; 佐

料(调味品); 酱油; 番茄酱; 涮羊肉调料; 蛋黄

酱 30类

• 任丘市桂源斋酱菜食品有限公司

九经 牧典  九牧             口壳片卑口    壳牌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 商标申请数量    368万      584万      737万        787 万          910
万        

• 商标注册数量    1237万     1492万    1804万     2500万        
3000万

• 商标评审数量    15.3万      20.5万       28万       36万             
36.7万       

• 初步审查人员：6个中心+
• 异议审查人员： 200人+
• 评审案件：300人 + 



商标抢注
表现

抢占公共
资源

新词热词 固有资源

抢占他人
权益

商标 其他权益



序号 申请/注册号 国际分类 申请日期 商标名称 申请人名称

1 36932265 33 2019年03月1
9日 午栏山 北京京腾一品酒业有限公司

2 35920487 33 2019年01月1
4日 午栏山 北京京澜酒业有限公司

3 33835987 33 2018年09月2
9日 午栏山 许一凡

4 30018957 33 2018年04月0
3日 午栏山 保定京农酒业有限公司

5 27887235 33 2017年12月0
5日 午栏山庄高 赵建明

6 27664224 33 2017年11月2
3日 午栏山 保定醇源酒业有限公司

7 27322327 33 2017年11月0
7日 午栏山 张超

8 23331304 33 2017年03月3
0日 午栏山 翟君

9 22169161 33 2016年12月0
7日 午栏山 北京京城盛隆酒业有限公司

10 21712385 33 2016年10月2
7日 午栏山 保定京农酒业有限公司

11 21659797 33 2016年10月2
4日 午栏山 保定京城酒业有限公司

12 19412597 33 2016年03月2
4日 午栏山庄 北京京沃酒业有限公司

13 19379823 33 2016年03月2
2日 午栏山 王兰全

14 18764234 33 2015年12月3
1日 午栏山 张学杰

15 18477893 33 2015年12月0
1日 午栏山 保定玉液春酒业有限公司

16 18414229 33 2015年11月2
4日 午栏山 陈苗青

17 18262081 33 2015年11月0
6日 午栏山 保定市御粮春酿酒厂



商标防御
表现

全类注册

阻挡他人 跨行使用

近似注册

防止傍靠 存储商标







 申请       初步审定        公告        注册        续展—-

●申请        驳回复审        法院一审        法院二审        初步审定公告       注册       续

展

●申请        驳回复审       法院一审         法院二审        初步审定         公告         异议             
不予注册复审         法院一审        法院二审            注册        续展—-

二、商标注册程序及审理



初步审查
部门

国知局商标局
审查部门

隶属国家知识
产权局

基本由聘请的
审查员组成

外地五个审查
中心

隶属各省
直辖市



驳回复审、异
议

部门人员组成

商标局

正式人员

负责

签发案件

管理

辅助人员

招聘的辅助

审查人员

撰写案件初审
意见，应诉



更符合
客观实

际

有理由

审查员
不同

有证据



• 受理
申请 

• 不予
受理

形式

审查

• 个人
申请 

• 系统
分文

审查

分文

• 一审
一签

• 独任
审签

实体

审查



质量监管
制度

定期培训

制度

标准定期
沟通制度

小号首审
负责制度

重点案件
研讨制度



考量因素较少，标准相对机械

审查出口较多，认知存在差别

效率要求较高，审查速度加快



是否违反禁注条款

是否违反禁用条款

是否构成相同近似

商
标 
初
步 
审
查

做出
初步
审定 
或者
驳回
申请
决定 



“城隍”珠宝  
   

  “尼玛拉卜章”    “鲜明旗帜” 

            “不忘初心”  
  
  “GOING DOWN”  “MLGB”
    

 选用法律允许使用的标识



禁注：违反商标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标识不能注册为商标

案例：
计算机软件（已录制）、 智能手机、                    体育教育
照相机（摄影）、测面仪商品上

果酒、葡萄酒、青稞酒师     水电师          伏特加酒、 白酒;烈酒（饮料）                             维修服务

 选用法律允许注册的标识



商标审查原则：严格把握

第十条 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 (七)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
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

有机、天然、环保、无污染、国酒、极品、肺力长   燃脂   
手擀  山楂   倒笃   嫩江

商标名、通用名不得含有以下内容：
虚假、夸大或绝对化的词语；明示或者暗示疾病预防、治疗功能
的词语；庸俗或者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词语；人体组织器官等词
语；其他误导消费者的词语等。



　　第39972485号“认真的草莓”商标。

　　
申请人声明放弃在“啤酒、水（饮料）、奶茶（非奶为主）、可乐、加气水、无酒精饮料、苏
打水、矿泉水（饮料）、植物饮料，等渗饮料、乳酸饮料（果制品，非奶）、软饮料、能量饮
料、茶味非酒精饮料、咖啡味非酒精饮料、制作饮料用原汁、制饮料用糖浆、制作饮料用无酒
精配料”十八项商品上的注册申请系申请人真实意愿，商标局就上述商品上的驳回决定已生效，
申请商标指定使用在上述十八项商品上的注册申请予以驳回。

申请商标“认真的草莓”指定使用在无酒精果汁饮料等其余复审商品上，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
的原料等特点产生误认，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所指情形。
　　
申请商标在复审商品上的注册申请予以驳回。
　　



申请商标由文字“全全全麦”构成，使用在指定使用的复审商品上，易
使相关公众理解为是对商品的原料、成分等特点的描述，从而产生误认，
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所指情形。
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申请商标经使用已消减了导致公众误认的
可能性。商标评审案件遵循个案审查原则，申请人所述其他商标注册情
况，不能成为本案申请商标获得初步审定的当然依据。

以谷物为主的零食小吃; 冰淇淋; 咖啡; 粥; 茶饮料; 蜂蜜; 谷
类制品; 面包; 面条; 食用淀粉



申请商标“真酱”指定使用在果酒（含酒精）、烈酒
（饮料）等全部复审商品上，易使消费者对商品的原料、
品质等特点产生误认，已构成《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
第（七）项所指的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情形。《商标法》
第十条为禁用性条款，不能通过使用获得注册。



经复审查明，注册申请阶段我局的驳回理由为：申请商标与上海菁然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在类似服务项上已注册的第21051919号“赛多诗雅SDSY”商标近
似，根据《商标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我局决定驳回上述商标注
册申请。我局认为，申请商标的文字“首都食油”，作为商标使用在所报服务
项目上，易使消费者对服务的内容等特点产生误认，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
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基于此，我局向申请人发出评审意见书。
　　申请人未在规定期限内针对新的评审意见提出复审理由，我局依法作出裁
定。
　　经复审认为，申请商标与引证商标在文字构成、呼叫等方面区别明显，共
存不致使消费者混淆误认，故申请商标与引证商标未构成使用在相同或类似服
务上的近似商标。
　　申请商标的文字“首都食油”，作为商标使用在指定服务上，易使消费者
对服务的内容等特点产生误认，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的
规定。



三、商标无效（撤销）程序及审理

第四十四条 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四条、第十条、第

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的，或者是以欺骗手

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宣告该注册商标

无效；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

商标无效。



第四十五条 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三

款、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

三十二条规定的，自商标注册之日起五年内，在先权利人或者

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对

恶意注册的，驰名商标所有人不受五年的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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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程序

当事人申请

启动程序

绝对理由

相对理由

行政机关主动
启动程序 绝对理由



■ 在先权利保护适用要件（各种权利有所区别）：
■ 一、商标权：在先使用、申请、初步审定、注册
■ 二、字号权：在先登记、有一定知名度、可能带来混淆、致使权利人利益

受到损害
■ 三、著作权：权利归属明确、构成作品、相同或实质性相似、接触的可能

性   未经许可、保护期限内
■ 四、外观设计专利权：在先权利归属明确、设计相同或者近似、未给授权
■ 五、姓名权：指向明确、有较高知名度、未经许可、可能造成损害
■ 六、肖像权：指向明确、未经许可、可能造成损害
■ 七、在先权益：知名、未注册为商标、相同或近似、可能带来混淆、致使

权利人利益受到损害
■ 保护范围：相关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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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条 商标注册人在使用注册商标的过程中，自行改
变注册商标、注册人名义、地址或者其他注册事项的，由地
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期满不改正的，由商标
局撤销其注册商标。

　　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称或者没有正
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商标局
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商标局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
内做出决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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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程序

当事人申请

启动程序

泛化为通用名称

三年不使用

行政机关主动
启动程序 不规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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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丹商标案

申请日
1991年06月01日裘皮服装
1997年04月14日
2000年01月27日
2007年04月26日   2012年10月31日无效
宣告
2007年04月26日



案件：无效宣告案
申请人：广东咏声动漫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钱夏燕

争议商标：第12708148号“Dby&Disy及图”商标
指定商品：第25类腰带; 围巾; 领带

引证商标：第8679755号“Dby&Disy及图”商标、
                  第8675153号“Dby&Disy及图”商标

指定使用商品：服装; 帽子(头戴); 爬山鞋; 手套(服装); 袜;
                         舞衣; 鞋; 婴儿全套衣; 游泳衣; 雨衣
                               抱婴儿用吊带; 背包; 宠物服装; 帆布箱; 仿皮革; 
                               家具用皮装饰; 皮制带子; 伞; 手杖; 书包



.
商标评审：

申请人提交的证据3（著作权登记证书）、6（宣传使用证据）可以证明在

争议商标申请日前，于2010年12月31日其已对作登字19-2010-F-02821的

“Doby&Disy文字和角色组合标志图形”作品享有在先著作权，争议商标与申

请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在设计手法和整体视觉上近似程度极高，构成实质

性近似。被申请人未提交证据证明争议商标为其独立创作。综上，可以推

定被申请人申请注册争议商标的行为损害了申请人的在先著作权，已构成

《商标法》第三十二条所指的“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的情形。
争议商标予以无效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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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号：17611264902  
●邮箱： yuemeigzsh@163.com

张月梅的商标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