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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国法院 10 大知识产权案件和 50 件

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法办〔2019〕113 号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 2018 年中国法院 10 大知识产权案件 

和 50 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2018 年，人民法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审判职责，勇于

担当作为，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的目标，深化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强化审判监督指导，积极

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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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效司法保障。 

  为集中展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成就，充分发挥典型

案例的示范引导作用，经各高级人民法院推荐，结合 2018 年最高人民

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情况，我院选定了 2018 年中国法院 10 大知

识产权案件和 50 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现将案件和典型案例名单予以

印发，供各级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中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19 年 4 月 17 日 

2018 年中国法院 10 大知识产权案件 

  1.克里斯蒂昂迪奥尔香料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

员会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再

26 号行政判决书〕 

  2.无锡国威陶瓷电器有限公司、蒋国屏与常熟市林芝电热器件有限

公司、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最高人

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 111 号民事判决书〕 

  3.优衣库商贸有限公司与广州市指南针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广州中

唯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优衣库商贸有限公司上海月星环球港店

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 396 号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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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书〕 

  4.江铃控股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捷豹路虎

有限公司、杰拉德•加布里埃尔•麦戈文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终 4169 号行政判决书〕 

  5.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与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

司、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北京互联

网法院（2018）京 0491 民初 1 号民事判决书〕 

  6.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河南省农业科学院与河南金博士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豫

法知民终字第 00356 号民事判决书〕 

  7.北京猎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猎豹移动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金山安全软件有限公司与上海二三四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

纷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8）沪 73 民终 5 号民事判决书〕 

  8.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市腾讯

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著作权行政处罚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粤行终 492 号行政判决书〕 

  9.晋江市青阳新钮佰伦鞋厂、郑朝忠;莆田市荔城区搏斯达克贸易有

限公司因新百伦贸易（中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新平衡运动体育用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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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拒不履行诉中行为保全裁定被处

法定最高限额司法制裁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司惩复 19

号复议决定书；（2018）苏司惩复 4 号复议决定书〕 

  10.被告人李功志、巫琴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案〔广东省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 03 刑终 655 号刑事判决书〕 

2018 年中国法院 50 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一）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 

  1.临海市利农机械厂与陆杰、吴茂法、李成任、张天海侵害实用新

型专利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 1804 号民事裁定

书〕 

  2.齐鲁制药有限公司与北京四环制药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

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 4107 号民事裁定书〕 

  3.宁波奥克斯空调有限公司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晶

东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管辖异议案〔最高人民法院

（2018）最高法民辖终 93 号民事裁定书〕 

  4．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

京搜狗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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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京民终 498 号民事判决书〕 

  5.3M 公司与上海源嘉塑胶有限公司、上海誉帅维实业有限公司、

罗雯晶、罗贤威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

沪民终 459 号民事判决书〕 

  6.胡涛与摩拜（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沪民终 369 号民事判决书〕 

  7.佳能株式会社与上海慕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

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7）沪 73 民初 596 号民事判决书〕 

  8.温州硕而博科技有限公司、温州市盛博科技有限公司与宁波大央

工贸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浙民终 139 号民事判决书〕 

  9.江苏欧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西藏欧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南京

欧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泛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

权纠纷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闽民终 171 号民事判决书〕 

  10．胡小泉、朱江蓉与山东省惠诺药业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

纷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终 870 号民事判决书〕 

  11.许昌瑞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清华大学、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豫民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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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3 号民事判决书〕 

  12.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与宜昌市欣龙卫生材料有限公司、欣

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侵害专利权纠纷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7）鄂民终 2796 号民事判决书〕 

  13.罗姆尼光电系统技术（广东）有限公司、广州旌露贸易有限公司

与广东三雄极光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广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民终 2900 号民事判决书〕 

  14.深圳来电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街电科技有限公司、永旺梦乐城

（广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广州知识产权

法院（2018）粤 73 民初 1851-1852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二）商标权侵权、合同等纠纷案件 

  15.沈阳唐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广州方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圳

市新至尊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百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

有限公司、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辽宁省沈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2016）辽 01 民初 525 号民事判决书〕 

  16.动视出版公司与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聚力传媒技术

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侵害商标权、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及虚假

宣传纠纷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8）沪 73 民终 222 号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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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17.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美食达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易买得超

市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8）沪 73 民终

289 号民事判决书〕 

  18.浙江生活家巴洛克地板有限公司与巴洛克木业（中山）有限公

司、太仓市城厢镇门迪尼地板商行、福建世象家居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

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民终 1297 号民事判决书〕 

  19.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老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老板

电器香港国际（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乐保德电器科技有限公

司、嵊州市乐保德电器有限公司、庄河市乐保德厨电销售中心、嵊州市

三都电器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2018）浙民终 20 号民事判决书〕 

  20.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安徽微信保健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

权纠纷案〔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 01 民初 526 号民事

判决书〕 

  21.阿里巴巴（全球）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西星烁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南昌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7）赣 71

民初 15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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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喜力酿酒厂有限公司与山东金孚龙啤酒有限公司、昌乐喜力酒业

有限公司、张国华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山东省潍坊市中级

人民法院（2017）鲁 07 民初 590 号民事判决书〕 

  23.广州市杜高精密机电有限公司、广州心可工业设计有限公司与多

米诺印刷科学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7）粤民终 2659 号民事判决书〕 

  24.云南宝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纳雍民正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侵害

商标权纠纷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云民终 135 号民事判决

书〕 

  25.陈世龙与穆思琼、陈胜云、陈阳侵害商标权纠纷案〔西藏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2018）藏民终 74 号民事判决书〕 

  （三）著作权侵权、权属纠纷案件 

  26.葛怀圣与李子成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

高法民再 175 号民事判决书〕 

  27.未来电视有限公司与银河互联网电视有限公司、河南大象融媒体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

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7）

津 0116 民初 1592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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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上海知豆电动车技术有限公司与达索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侵害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沪民终 429 号民

事判决书〕 

  29.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苏现代快报传媒有限公司、江苏

现代快报传媒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及北京字节跳动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侵

害著作权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 588 号民事判

决书〕 

  30.李惠卿、陈文灿与福州大学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福建省厦

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 02 民终 1515 号民事判决书〕 

  31.广州求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侵

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6）粤 73 民初

1387 号民事判决书〕 

  32.重庆市设计院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重庆市高

级人民法院(2018)渝民终 234 号民事判决书〕 

  （四）不正当竞争、垄断、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合同纠纷案件 

  33.河北省高速公路衡大管理处与河北法润林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侵

害植物新品种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 247 号民事

判决书〕 



10 

  34.克拉玛依金驼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与克拉玛依市凯隆油田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谭勇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

389 号民事判决书〕 

  35.安徽美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不正当

竞争纠纷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 01 民终 7312 号

民事判决书〕 

  36.临武县金泰福珠宝一店与临武县金嘉利珠宝店、临武县金嘉福珠

宝店、周继芬、李高鹏、唐月凤、李露、王尺英、邝文霞商业诋毁纠纷

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湘民终 360 号民事判决书〕 

  37.深圳微源码软件开发有限公司与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

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垄断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粤 03 民初 250 号民事判决书〕 

  38.深圳市谷米科技有限公司与武汉元光科技有限公司、邵凌霜、陈

昴、刘江红、刘坤朋、张翔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2017）粤 03 民初 822 号民事判决书〕 

  39.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广西科伦制药有限公司确认

合同效力纠纷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桂民终 134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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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成都天厨味精有限公司、江北区双骄食品经营部、刘琼与重庆天

厨天雁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7）渝 01 民终 3926 号民事判决书〕 

  41.德标管业（深圳）有限公司与德标管业（上海）有限公司、贵州

德标管业有限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黔民

终 665 号民事判决书〕 

  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一）专利行政案件 

  42.埃意（廊坊）电子工程有限公司与王贺、姚鹏、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复审委员会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

（2018）最高法行再 33 号行政判决书〕 

  43.阿斯利康(瑞典)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深

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2018）京行终 6345 号行政判决书〕 

  （二）商标行政案件 

  44.广州市希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济南千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上

海波克城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

员会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再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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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行政判决书〕 

  45.帝斯曼公司知识产权资产有限公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

评审委员会、楼跃斌、楼跃群、楼照法、赖俊哲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

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再 76 号行政判决书〕 

  46.拉科斯特股份有限公司与卡帝乐鳄鱼私人有限公司、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

（2018）最高法行再 134 号行政判决书〕 

  47.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与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易

心堂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健一网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商

标行政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行终 2345 号行政判决

书〕 

  48.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与腾讯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

终 3673 号行政判决书〕 

  49.香港周六福珠宝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与盘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

行政管理纠纷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黔行终 1590 号行政判

决书〕 

  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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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巨石在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黄明侵犯著作权罪案〔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 0108 刑初 1932 号刑事判决书〕 

 

2018 年中国法院 10 大知识产权案件简介 

  一、迪奥尔公司立体商标国际注册行政纠纷案 

  克里斯蒂昂迪奥尔香料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

会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再

26 号行政判决书〕 

  【案情摘要】涉案申请商标为国际注册第 1221382 号商标，申请

人为克里斯蒂昂迪奥尔香料公司（简称迪奥尔公司）。申请商标的原属

国为法国，核准注册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16 日，国际注册日期为 2014

年 8 月 8 日，国际注册所有人为迪奥尔公司,指定使用商品为香水、浓香

水等。 

  申请商标经国际注册后，根据《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商标

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书》的相关规定，迪奥尔公司通过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国际局（简称国际局），向澳大利亚、丹麦、芬兰、英国、

中国等提出领土延伸保护申请。2015 年 7 月 13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商标局（简称商标局）向国际局发出申请商标的驳回通知书，以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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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商标缺乏显著性为由，驳回全部指定商品在中国的领土延伸保护申

请。在法定期限内,迪奥尔公司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

（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复审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认为，申请商

标难以起到区别商品来源的作用,缺乏商标应有的显著性，遂以第 13584

号决定，驳回申请商标在中国的领土延伸保护申请。迪奥尔公司不服，

提起行政诉讼。迪奥尔公司认为，首先，申请商标为指定颜色的三维立

体商标，迪奥尔公司已经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了申请商标的三面视

图，但商标评审委员会却将申请商标作为普通商标进行审查，决定作出

的事实基础有误。其次，申请商标设计独特，并通过迪奥尔公司长期的

宣传推广，具有了较强的显著性，其领土延伸保护申请应当获得支持。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均未支持迪奥尔公司的诉

讼主张。主要理由为：迪奥尔公司并未在国际局国际注册簿登记之日起

3 个月内向商标局声明申请商标为三维标志并提交至少包含三面视图的

商标图样,而是直至驳回复审阶段在第一次补充理由书中才明确提出申请

商标为三维标志并提交三面视图。在迪奥尔公司未声明申请商标为三维

标志并提交相关文件的情况下,商标局将申请商标作为普通图形商标进行

审查,并无不当。商标局在商标档案中对申请商标指定颜色、商标形式等

信息是否存在登记错误,并非本案的审理范围,迪奥尔公司可通过其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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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救济。迪奥尔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

人民法院裁定提审，并再审判决撤销一审、二审判决及被诉决定，判令

商标评审委员会重新作出复审决定。 

  【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并当庭宣判迪奥尔公司立

体商标行政纠纷一案，平等保护了中外权利人的合法利益，进一步树立

了中国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

中指出，作为商标申请人的迪奥尔公司已经根据马德里协定及其议定书

的规定，完成了申请商标的国际注册程序，履行了我国商标法实施条例

规定的必要的声明与说明责任，在申请材料仅欠缺部分视图等形式要件

的情况下，商标行政机关应当充分考虑到商标国际注册程序的特殊性，

本着积极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精神，给予申请人合理的补正机会，以平

等、充分保护迪奥尔公司在内的商标国际注册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最高

人民法院通过本案的司法审查程序，纠正了商标行政机关关于事实问题

的错误认定，强化了对行政程序正当性的要求，充分体现了司法保护知

识产权的主导作用。此外，优化国际商标注册程序，是我国积极履行马

德里协定在内的国际公约义务的重要体现。本案通过为国际商标申请人

提供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全面保护了境外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二、“PTC 加热器”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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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国威陶瓷电器有限公司、蒋国屏与常熟市林芝电热器件有限公

司、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最高人民

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 111 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蒋国屏是名称为“一种 PTC 发热器的导热铝管及 PTC

发热器”实用新型专利（即本案专利）的专利权人。无锡国威陶瓷电器

有限公司（简称国威公司）为本案专利的独占实施被许可人。国威公

司、蒋国屏以常熟市林芝电热器件有限公司（简称林芝公司）生产、销

售的空调 PTC 加热器侵害其专利权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停止侵权行

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 1500 万元。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

民法院一审认为，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本案专利权利要求 2 的保护范围，

判决林芝公司等停止侵权行为，酌定林芝公司赔偿国威公司、蒋国屏经

济损失和合理开支共计 100 万元。国威公司、蒋国屏和林芝公司均不

服，分别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被诉侵权产品缺少

本案专利权利要求 2 的隐含技术特征，不落入专利权利要求 2 的保护范

围。遂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国威公司、蒋国屏的诉讼请求。国威公

司、蒋国屏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审本

案。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二审判决关于本案专利权利要求 2 保护范

围的解释有所不当，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本案专利权利要求 2 的保护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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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遂判决撤销二审判决，变更经济损失数额共计 937 万余元。 

  【典型意义】本案再审判决创新侵权损害赔偿认定机制，在损害赔

偿认定方面具有典型性和指导性。对于可以体现出被诉侵权产品销售金

额的证据，通过侵权产品销售总金额、利润率、贡献度计算出被诉侵权

产品因侵权获得的利润；对于不能体现出被诉侵权产品具体销售金额的

证据，依照法定赔偿确定损害赔偿数额。本案通过合理运用证据规则、

经济分析方法等手段，特别是充分考虑了涉案专利对被诉侵权产品利润

的贡献度等因素，终审改判赔偿权利人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近 950 万

元，通过司法裁判努力实现侵权损害赔偿与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协调性

和相称性，充分体现了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司法政策，切实保障了权利

人获得充分赔偿。 

  三、“优衣库”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优衣库商贸有限公司与广州市指南针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广州中唯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优衣库商贸有限公司上海月星环球港店侵

害商标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 396 号民事判决

书〕 

  【案情摘要】广州市指南针会展服务有限公司（简称指南针公司）

与广州中唯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简称中唯公司）为涉案商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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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人，该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 25 类。优衣库商贸有限公司（简称

优衣库公司）与迅销（中国）商贸有限公司（简称迅销公司）共同经营

“优衣库”品牌，在中国各地设有专营店。2012 年 11 月 3 日，株式会

社迅销向商标局申请 G1133303 号商标领土延伸。优衣库公司销售的高

级轻型羽绒系列服装上有使用标识。指南针公司、中唯公司依据涉案注

册商标专用权，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四地针对优衣库公司或迅销

公司和不同门店提起了 42 起商标侵权诉讼。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中

唯公司和指南针公司分别持有注册商标共计 2600 余个，其中部分商标

与他人知名商标在呼叫或者视觉上高度近似。指南针公司、中唯公司曾

在华唯商标转让网上公开出售涉案商标，并向迅销公司提出诉争商标转

让费 800 万元。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优衣库公司停止侵

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指南针公司、中唯公司、优衣库公司均不服，

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优衣库

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期间查明，迅

销公司就涉案注册商标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了无效宣告申请。经商标

无效程序、法院一审、二审，涉案商标被宣告无效。最高人民法院提审

后判决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指南针公司和中唯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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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前社会上部分经营主体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大规模注册与他人知名

商标近似商标，有目标有预谋利用司法程序企图获得不正当利益之行

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指南针公司、中唯公司以不正当方式

取得商标权后，目标明确指向优衣库公司等，意图将该商标高价转让，

在未能成功转让该商标后，又分别以优衣库公司、迅销公司及其各自门

店侵害该商标专用权为由，以基本相同的事实提起系列诉讼，在每个案

件中均以优衣库公司或迅销公司及作为其门店的一家分公司作为共同被

告起诉，利用优衣库公司或迅销公司门店众多的特点，形成全国范围内

的批量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优衣库公司或迅销公司及其众多门店停止使

用并索取赔偿，主观恶意明显，其行为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对其借

用司法资源以商标权谋取不正当利益之行为，依法不予保护。最高人民

法院鲜明地表达了恶意取得并利用商标权谋取不正当利益之行为不受法

律保护，对建设健康有序的商标秩序，净化市场环境，遏制利用不正当

取得的商标权进行恶意诉讼具有典型意义。 

  四、“陆风越野车”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捷豹路虎有

限公司、杰拉德•加布里埃尔•麦戈文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终 4169 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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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摘要】涉案专利系名称为“越野车（陆风 E32 车型）”、专

利号为 201330528226.5 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权人是江铃控股有限公

司（简称江铃公司）。针对涉案专利，捷豹路虎有限公司（简称路虎公

司）、杰拉德•加布里埃尔•麦戈文（简称麦戈文）以涉案专利不符合

2008 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简称 2008 年专利法）第二

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为由分别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专

利复审委员会（简称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在整

体视觉效果上没有明显区别，涉案专利不符合 2008 年专利法第二十三

条第二款的规定，遂以第 29146 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宣告涉案专

利权全部无效。江铃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

认为，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在前车灯、进气格栅、细长进气口、雾灯、

贯通槽、辅助进气口、倒 U 形护板、后车灯、装饰板、车牌区域及棱边

等部位存在不同的设计特征，其组合后形成的视觉差异对 SUV 类型汽

车的整体外观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足以使一般消费者将涉案专利与对比

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相区分。相比于相同点，上述不同点对于涉案专利

与对比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显著影响，故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具

有明显区别。据此，判决撤销被诉决定，并判令专利复审委员会重新作

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专利复审委员会、路虎公司和麦戈文均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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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从整体上观察，

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在车身前面和后面形成的视觉效果差异在整体视觉

效果中所占的权重要明显低于两者之间相同点所产生的趋同性视觉效果

的权重。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相比，二者之间的差异未达到“具有明显

区别”的程度，涉案专利不符合 2008 年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

的授权条件，应当予以宣告无效。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江铃公司

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社会关注度高、案情疑难复杂的汽车外观

设计专利无效行政案件，受到了国内外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二审法

院依法宣告涉案专利权无效，体现了中国法院对于中外权利人合法利益

的平等保护，彰显了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塑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决

心。同时，本案也是一起充分体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明晰规则、引导

和激励创新作用的典型案例。二审判决指出，判断具体设计特征对整体

视觉效果的影响权重，应当基于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从

外观设计的整体出发，对其全部设计特征进行整体观察，在考察各设计

特征对外观设计整体视觉效果影响程度的基础上，对能够影响整体视觉

效果的所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在判断具体特征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

权重时，不能仅根据直观的视觉感知或者根据该特征在外观设计整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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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比例的大小即贸然得出结论，而应当以一般消费者对设计空间的认

知为基础，结合相应设计特征在外观设计整体中所处的位置、是否容易

为一般消费者观察到，并结合该设计特征在现有设计中出现的频率以及

该设计特征是否受到功能、美感或技术方面的限制等因素，确定各个设

计特征在整体视觉效果中的权重。该案的裁判结果，对中国汽车产业汽

车外观设计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五、“伙拍小视频”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与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

司、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北京互联

网法院（2018）京 0491 民初 1 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微播视界公司）是

抖音平台的运营者。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百度网讯科

技有限公司（合称百度公司）是伙拍平台的运营者。汶川特大地震十周

年之际，2018 年 5 月 12 日，抖音平台的加 V 用户“黑脸 V”响应全国

党媒信息公共平台（简称党媒平台）和人民网的倡议，使用给定素材，

制作并在抖音平台上发布“5.12，我想对你说”短视频（简称“我想对

你说”短视频）。经“黑脸 V”授权，微播视界公司对“我想对你说”

短视频在全球范围内享有独家排他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及独家维权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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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伙拍小视频手机软件上传播了“我想对你说”短视频，该短视频播

放页面上未显示有抖音和用户 ID 号水印。微播视界公司以“我想对你

说”短视频构成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简称类电作品），

百度公司上述传播和消除水印的行为侵犯了微播视界公司的信息网络传

播权为由，提起诉讼。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认为，“我想对你说”短视

频构成类电作品，百度公司作为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的网络服务提供者，

对于伙拍小视频手机软件用户的提供被控侵权短视频的行为，不具有主

观过错，在履行了“通知-删除”义务后，不构成侵权行为，不应承担相

关责任，判决驳回微播视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本案为 2018 年度“中国十大传媒法事例”之一，引

发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案涉及短视频节目能否得到著作权法保护、给

予何种程度保护等一系列新类型法律问题的解决，对人民法院如何在著

作权司法实践中平衡好创作与传播、权利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以及社会

公众的利益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与传统类型的电影作品相比，短视

频时间较短，是否具备著作权法对保护客体提出的“独创性”要求，是

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人民法院在本案中充分贯彻合理确定不同

领域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和保护强度的司法政策，根据著作权关于文学

艺术类作品在作品特性、创作空间等方面的特点，充分考虑“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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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创新的需求和特点，合理确定了本案短视频节目独创性的尺

度，正确划分了著作权范围与公共领域的界限，充分实现了保护知识产

权与促进创新、推动产业发展和谐统一。 

  六、“郑单 958”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案 

  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河南省农业科学院与河南金博士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豫法

知民终字第 00356 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郑单 958”玉米杂交品种是由母本“郑 58”与已属

于公有领域的父本“昌 7-2”自交系品种杂交而成。“郑 58”和“郑单

958”的植物新品种权人分别为河南金博士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

博士公司）和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简称农科院）。农科院与北京德农种

业有限公司（简称德农公司）签订《玉米杂交种“郑单 958”许可合

同》及补充协议，许可德农公司在一定期限内销售“郑单 958”玉米杂

交种并约定许可费用，对于德农公司为履行合同而进行制种生产过程中

涉及第三方权益时应由德农公司负责解决。德农公司根据农科院的授

权，在取得《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后，开始在甘肃省大量生产、销

售“郑单 958”。金博士公司认为德农公司未经许可，为商业之目的擅

自使用“郑 58”玉米自交系品种生产、繁育“郑单 958”玉米杂交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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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构成侵权并提起诉讼，要求德农公司停止侵权、赔偿金博士公

司 4952 万元，并要求农科院承担连带责任。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德农公司赔偿损失及合理开支 4952 万元，农科院在 300 万元内承

担责任，驳回金博士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德农公司和农科院均提起上

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农科院和金博士公司实行相互授权

模式，德农公司接受许可生产过程中涉及第三方权益时应由德农公司负

责，与农科院无关。故判决维持一审法院关于赔偿和合理支出的判项，

撤销一审法院关于农科院承担连带责任的判项。 

  【典型意义】本案是关于在玉米杂交种生产中涉及杂交种和其亲本

的关系问题而引发的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该案涉及到的“郑单 958”

玉米杂交种，因是由母本与父本自交系种杂交而成，只要生产繁育“郑

单 958”玉米杂交种，就必须使用母本“郑 58”玉米自交系种。在生产

繁育“郑单 958”玉米杂交种时，不仅要得到“郑单 958”杂交种权利

人的许可，还要得到母本“郑 58”自交系种权利人的同意。法院考虑到

加强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有助于推动国家三农政策，德农公司已经取得

“郑单 958”杂交种权人的授权许可，并已支付相应的使用费，为生产

“郑单 958”杂交种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若禁止德农公司使用母本

“郑 58”自交种生产“郑单 958”玉米杂交种，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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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因培育“郑单 958”玉米杂交种仍需要使用母本“郑 58”自交系

种，通过支付一定的赔偿费能够弥补金博士公司的损失。综合以上因

素，法院对金博士公司要求德农公司停止使用“郑 58”自交系种生产

“郑单 958”玉米杂交种的请求未予支持。但根据侵权人的主观过错、

获利情况、不停止使用“郑 58”自交系种生产至保护期满的继续获利情

况等因素，对权利人请求的 4952 万元的赔偿数额和合理支出予以全额

支持，较好地平衡了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七、“金山毒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北京猎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猎豹移动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金

山安全软件有限公司与上海二三四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

上诉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8）沪 73 民终 5 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二三四五公司）系 2345 网

址导航、2345 王牌浏览器的经营者，其中 2345 网址导航在中国网址导

航市场中排名前列。北京猎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猎豹移动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金山安全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被告公司）共同经营

金山毒霸软件，并通过以下六类行为将终端用户设定的 2345 网址导航

主页变更为由北京猎豹移动科技有限公司主办的毒霸网址大全：1.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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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毒霸的“垃圾清理”功能变更浏览器主页。2.通过金山毒霸升级程

序的“一键清理”弹窗，默认勾选“立即锁定毒霸网址大全为浏览器主

页，保护浏览器主页不被篡改”。无论用户是否取消该勾选，浏览器主

页均被变更。3.通过金山毒霸的“一键云查杀”“版本升级”“浏览器

保护”等功能变更浏览器主页，并针对不同浏览器进行区别对待。4.通

过金山毒霸的“安装完成”弹窗，默认勾选“设置毒霸导航为浏览器主

页”。无论用户是否取消该勾选，浏览器主页均被变更。5.通过金山毒

霸“开启安全网址导航，防止误入恶意网站”弹窗，诱导用户点击“一

键开启”变更浏览器主页。6.通过金山毒霸的卸载程序篡改用户计算机

注册表数据以变更浏览器主页。二三四五公司以上述行为构成篡改主

页、劫持流量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为由，提起诉讼。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一审认为，三被告公司在发挥安全软件正常功能时未采取必要且合

理的方式，超出合理限度实施了干预其他软件运行的行为，不仅违反了

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还违反了平等竞争的原则。遂判决三

被告承担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的法律责任。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公平有序、充满活力的竞争机制是释放各类创新主体

创新活力的重要保障。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环境下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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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行为日趋激烈，流量成为经营主体在互联网空间中的重要争夺目

标。本案涉及网络环境下竞争行为正当性的判断，法院认为，安全类软

件在计算机系统中拥有优先权限，但经营者对该种特权的运用应当审

慎，对终端用户及其他服务提供者的干预行为应以“实现功能所必需”

为前提。以保障计算机系统安全为名，通过虚假弹窗、恐吓弹窗等方式

擅自变更或诱导用户变更其浏览器主页，不正当地抢夺流量利益的行

为，不仅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也侵害了终端用户的知情权与

选择权，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人民法院在本案既注意

审查被诉侵权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明文列举的行为类型，也充分注意综合

评估该行为对竞争的积极和消极效果，妥善地处理好了技术创新与竞争

秩序维护之间的关系。 

  八、涉及快播公司著作权行政处罚案 

  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市腾讯计

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著作权行政处罚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粤行终 492 号行政判决书〕 

  【案情摘要】腾讯公司从权利人处获得涉案 24 部作品信息网络传

播权的独家许可之后，又将其中 13 部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以直接分

销或版权等值置换等方式非独家许可第三方使用。根据腾讯公司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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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显示，该 13 部作品的分销或者置换价格总计为人民币 8671.6 万

元。2014 年 3 月 18 日，腾讯公司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简称市场

监管局）投诉称，快播公司侵害了其享有的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

请求予以查处。市场监管局向深圳市盐田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公证。公

证书显示，在手机上登录快播客户端搜索涉案 24 部影视作品，每一部

影视作品首选链接均为“腾讯视频”，点击“腾讯视频”旁的下拉选

项，均有其他链接（多数伪造成乐视网、优酷、电影网等知名视频网

站）；点击其他链接播放具体集数，视频显示的播放地址均是一些不知

名的、未依法办理备案登记的网站。2014 年 6 月 26 日，市场监管局作

出深市监稽罚字〔2014〕123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一、责令

立即停止侵权行为；二、处以非法经营额 3 倍的罚款 26014.8 万元人民

币。快播公司申请行政复议，广东省版权局于 2014 年 9 月 11 日作出

《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市场监管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快播公司起诉

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驳回快播公司的诉讼请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判

决。 

  【典型意义】本案社会关注度高。腾讯公司、快播公司均为互联网

领域受众较多的企业，案件涉及的处罚金额亦高达 2.60148 亿元，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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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案件的法律适用不仅涉及知识产权民事、行政以

及破产等多部门法的交织，程序及实体问题繁杂，还涉及到著作权民事

侵权行为是否同时损害公共利益、如何认定互联网企业存在非法获利以

及非法经营额的计算等法律问题的适用。该案的判决起到了惩处侵权、

净化版权市场的良好社会效果，对于促进依法行政与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规范互联网市场的竞争秩序均有积极的导向作用。 

  九、“新百伦”诉中行为保全司法制裁案 

  晋江市青阳新钮佰伦鞋厂、郑朝忠；莆田市荔城区搏斯达克贸易有

限公司因新百伦贸易（中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新平衡运动体育用品有

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拒不履行诉中行为保全裁定被处

法定最高限额司法制裁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司惩复 19

号复议决定书；（2018）苏司惩复 4 号复议决定书〕 

  【案情摘要】美国新平衡体育运动公司（简称新平衡公司）享有第

4207906 号“NEW BALANCE”、第 G944507 号注册商标专用权。该

公司相关运动鞋的装潢设计已由多个生效民事判决、行政处罚决定书认

定为知名商品特有装潢。新平衡公司授权原告新百伦贸易（中国）有限

公司（简称新百伦公司）在中国境内非独占地使用相关知识产权生产销

售 New Balance 运动鞋，并对侵犯新平衡公司知识产权的行为单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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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共同提起诉讼。2014 年，郑朝忠在美国成立名为“USA New 

BaiLun Sporting Goods Group Inc”公司，其将该公司名称翻译为

“美国新百伦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该美国公司授权国内郑朝忠个

人独资的深圳市新平衡运动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简称深圳新平衡公

司）、郑朝忠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晋江市青阳新钮佰伦鞋厂（简称新钮佰

伦鞋厂）及莆田市荔城区搏斯达克贸易有限公司（简称搏斯达克公司）

等生产销售涉案被控侵权运动鞋并进行宣传。新百伦公司认为深圳新平

衡公司等被告的行为侵犯其商标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向苏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简称苏州中院）提起诉讼。 

  新百伦公司在起诉时，申请了诉中行为保全，要求深圳新平衡公司

等被申请人立即停止在其官网上使用涉案商标，立即删除其官网、微

信、微博等有关虚假宣传的内容。苏州中院作出（2016）苏 05 民初

537 号行为保全裁定书，责令深圳新平衡公司等被申请人立即停止生

产、销售涉案鞋类产品，立即删除在官网、微信、微博等虚假宣传的有

关内容等，并向相关被申请人送达。在涉案被申请人拒绝履行生效裁定

后，苏州中院又通过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的方式向被申请人送达了《告

知书》，告知其应立即履行生效裁定及拒不履行的法律后果。深圳新平

衡公司、搏斯达克公司、新钮佰伦鞋厂、郑朝忠仍未履行。苏州中院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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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出(2017)苏 05 司惩 001 号决定书，决定对深圳新平衡公司处以

100 万元罚款；对搏斯达克公司处以 50 万元罚款；对新钮佰伦鞋厂处

以 10 万元罚款；对郑朝忠处以 10 万元罚款。新钮佰伦鞋厂、郑朝忠，

以及搏斯达克公司不服罚款决定，分别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

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7）苏司惩复 19 号、（2018）

苏司惩复 4 号复议决定书，驳回新钮佰伦鞋厂、郑朝忠以及搏斯达克公

司复议请求，维持苏州中院（2017）苏 05 司惩 001 号决定书。 

  【典型意义】行为保全措施对知识产权权利人及时制止侵权行为、

获得司法救济具有积极的作用。人民法院在审理涉案侵犯商标权和不正

当竞争纠纷案件中，依据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诉中行为保全裁定。在被申

请人拒不履行诉中行全裁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又依据民事诉讼法关于

妨害民事诉讼措施的相关规定，对被申请人的行为进行了罚款。本案法

院作出的行为保全裁定及罚款决定、复议决定，不仅彰显了我国平等保

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利及维护司法权威的立场，且通过详细的说理阐明

了知识产权诉讼中采取行为保全措施的审查条件，包括担保数额等考量

因素的法律适用，也表明了人民法院对拒不履行生效裁定依法坚决予以

制裁的鲜明态度。 

  十、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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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人李功志、巫琴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案〔广东省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2018）粤 03 刑终 655 号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涉案“HUAWEI”、“SΛMSUNG”商标核定使用在

第 9 类包括手机用液晶显示屏在内的商品上。经查明，2016 年 8 月

起，被告人李功志、巫琴等人未经商标权人授权，加工生产假冒“三

星”、“华为”注册商标的手机玻璃面板，将排线贴附到手机盖板上。

被告人李功志是该工厂的日常管理者，负责对工厂的机器设备进行调试

以及对员工进行管理。被告人巫琴协助李功志管理工厂，每加工完成一

个手机玻璃面板收取客户 1-1.8 元不等的加工费。2016 年 11 月 21 日

20 时许，民警抓获被告人李功志、巫琴，并当场查获假冒“三星”手机

玻璃面板 10,100 个、“华为”手机玻璃面板 1,200 个、销售单据 16 张

及送货单 2 本。按被害单位报价计，所缴获面板共计价值人民币

648,000 元。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一审根据被害单位出具的价

格说明，以非法经营数额作为量刑标准作出认定。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对此予以纠正。认为在无法查明实际销售价格和市场中间价格的情

况下，应按照刑法规定的销售伪造、擅自制造两种以上注册商标标识数

量予以量刑处罚。二审法院据此判决李功志犯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

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判决巫琴犯非法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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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典型意义】本案涉及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案件中经营数额认

定的证据采信标准。明确了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市场中间价认定标准的

适用，对涉知识产权犯罪中非法经营数额证据的认定标准具有示范性作

用。 

 

 

 

 

 

 

 

 

 

 

 

 

出所：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２日付け中華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ウェブサイト 

  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168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