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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Daily

Law enforcement has become a prominent issue 
concer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to ensure 
fair trade at home and abroad, according to officials at 
a recent event held by the Quality Brands Protection 
Committee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Enterprises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The remarks were made at a news conference on 
Friday to announce the 2017-18 annual top 10 practice 
cases in IP protection, and model cases bridging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IP enforcement.

The approach to IP protection varies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due to diverse national conditions, said George 
Chu, a special adviser at the United Nations.

Enforcement a Prominent Issue 
in Rights Protection



China makes progress in IP protection every year, but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protection of trade secrets, 
malicious registrations concerning trademarks, and inconsistent 
civil judgment of judicial organizations on foreign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which may go against preventing fake 
and infringing commodities from entering the international field, 
Chu said.

"The practical and feasible method is to find a solution from all 
aspects based on the reality and finally eradicate infringement," he 
added.

Jack Chang, chairman of the QBPC, said the emergence of new 
technology, especially social media, has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 
authorities to gain accurate information when gathering evidence 
in IP protection cases.

"Infringement is dynamic and its ways keep changing," Chang said.

He added that the types of infringement can be reduced with an 
increase in IP protection and government crackdowns.



The QBPC started ranking the annual top 10 practice cases in 2002 and has been rolling 
out the annual list of model cases bridging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IP enforcement in 
2012.

This year, the model cases were selected by government agencies, such as local customs 
and public security organs, and related to fighting the sales and production of counterfeit 
goods.

The top criminal cases this year mostly involved telephones, scanners and medicine, and 
the top noncriminal cases were mostly concerned with unfair competition and trademark 
infringement.

These cases revealed the rigor and impartiality of justice, said Yuan Gaoqiang, deputy 
head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Enterprises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The crimi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organs should further intensify cross-
regional and interdepartmental cooperation through high-tech methods to create a 
sound business environment," Yuan said.

liangkaiyan@chinadail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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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交流会在
京召开

2018-06-12 11:19 来源：中国食品安全网 作者：记者杨晓峰彭东
海

6月8日，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品
保委”)成立十八周年年会暨2017-2018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

及“两法”衔接典型案例发布交流会在北京成功召开。来自全国人
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等有关部门领导以及广东省中山市政府代表团、知
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及“两法”衔接典型案例办案单位代表、驻华
使馆、商会、国际组织、知名知识产权科研机构、国有及民营企业
嘉宾、媒体和品保委会员代表等 300 余人应邀出席会议。



联合国七十五周年大会主席朱兆吉先生、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原高强、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张景利、最高人民检察院侦监厅保护知识产权处
副处长李薇薇、海关总署政策法规司知识产权处副处长解新红、欧盟知识产权
局公使衔参赞Günther Marten、澳大利亚大使馆知识产权参赞David Bennett、英
国驻华大使馆知识产权保护官员Tom Duke、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知识
产权与法律事务参赞Markus Richter、美国大使馆知识产权参赞Duncan Willson生
等嘉宾在发布交流会上致辞。品保委主席Jack Chang 致欢迎词，揭开大会的序幕。

自品保委2002年首次举办年度十佳案例评选以来，该评选受到国内外关注的程

度与日俱增。品保委年度十佳案例发布交流会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促
进国际社会与外国公、私机构客观认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窗口和交流的
平台。参评的案例分为刑事类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非刑事类知识产权保护
十佳案例及“两法”衔接典型案例三大类，由会员企业自主提名，选举委员会
通过无记名投票产生。经过公平、公正、公开的评选，此次共有26个案例当选。



中国食品安全报记者现场从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绍兴某制冷机厂在
其生产的半封闭活塞式制冷压缩机包装装潢上标注“Gupaland”与
“GuLunPai”标识，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
一款第(二)项“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

的”侵权行为。最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处以罚
款150000元。一审、二审法院均作出驳回诉讼请求、予以维持的判决。

2017年12月，艾默生电气公司全球
知识产权副总裁John M Groves(高约
翰)先生特地前来绍兴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致锦旗，感谢该局在保护企业知
识产权、维护企业利益方面所付出的
努力、智慧和决心。据了解，本案入
选了省局经检处编排的《2017年度
浙江省经检(稽查)执法典型案例和实

务》。同时，此案本次还获得了
2017-2018年度由品保委评选出的
“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之一。



本年度获选案例主要呈现四大特点：一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二是跨境
携手、共治假冒模式的典范;三是多起打击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的成功
案例;四是“两法”衔接典型案例均为海关与公安机关合作的知识产权边
境保护案件，是大力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的重要成果，充
分显示了权利人对中国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海关与公安在打击出口假冒
产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高度认可。

十七年的案例评选及发布活动，深刻反映了知识产权保护路上政企的紧
密合作。外商投资企业在华知识产权保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得到越
来越多的支持，取得越来越喜人的成果，得到越来越多外商投资企业的
肯定，获得来自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可。品保委评选出的2017-2018年
度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及“两法”衔接典型案例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的一个剪影，是对不忘初心、团结协作、砥砺前行在知识产权保护
领域工作人员的肯定和感谢，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和推进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的真实写照。十七年的案例评选及发布活动，为品保委会员
提供了更多实战经历;为政企深度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为知识产权保护执
法、司法、学术研究活动提供了经典案例;为中国与国际社会沟通提供了
交流平台;为推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China Intellectual 
Property News



China Trade 
News

品保委发布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
来源：中国贸易报作者：陈璐 2018-06-12 10:13:31 

“公民在加拿大的非法网站上下载音乐或电影将会收到
侵权通知；在法国，作品与作者是不可分割的；在美国，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可能会被FBI（美国联邦调查局）调
查。”6月8日，联合国75周年大会主席朱兆吉在中国外

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品保委）
成立18周年年会暨2017—2018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

例及“两法”衔接典型案例发布交流会上介绍说。近年
来，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虽然取得长足进步但仍面临诸
多挑战，比如对商业秘密保护不够、恶意抢注商标的行
为突出……



会上发布了知识产权保护案例（刑事案件）、知识产权保护案例（非刑事案件）和知识产权行政
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两法衔接”）典型案例，共有26个案例当选，获选案例主要呈现以下四
方面特点：

其一， 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案例，如手机以旧翻新；假冒扫描仪或废旧部件翻新、拼装；采用
正品包装的肿瘤药实际是没有药物活性成分的假药。

其二， 跨境携手、共治假冒模式的典范。一些东南亚国家出现制假窝点，大量假冒产品出口到中
国。中外警员开展国际警务合作，携手共治假冒产品。案件反映了知识产权保护日趋区域化、全球
化，需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权利人及相关各方共同努力，也显现了中国政府在国际执法合作常
态化方面的成果与决心。

其三， 打击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的成功案例。从颜色组合商标的刑事保护，到侵权企业名称的
行政责令更名，再到高达数百万元的民事赔偿，为今后知识产权保护实践提供诸多可借鉴的经典案
例。

其四，“两法衔接”典型案例。均为海关与公安机关合作的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案件，是大力推进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的重要成果，充分显示了权利人对中国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海关与公安
在打击出口假冒产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高度认可。

据悉，年度十佳案例评选自2002年首次举办以来，受到国内外关注的程度与日俱增，已成为促进国
际社会与外国公、私机构客观认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窗口和交流的平台。



CQN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
会2017-2018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及

“两法”衔接典型案例发布交流会在京召
开

成立十八周年的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以下
简称“品保委”）于2018年6月8日在北京召开其成立十八周年年会
暨2017-2018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及“两法”衔接典型案例发

布交流会。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商务
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有关部门领导以及广东省
中山市政府代表团、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及“两法”衔接典型案
例办案单位代表、驻华使馆、商会、国际组织、知名知识产权科研
机构、国有及民营企业嘉宾、媒体和品保委会员代表等 300 余人应
邀出席会议。



联合国七十五周年大会主席朱兆吉先生、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
原高强、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张景利、最高人民检察院侦监厅
保护知识产权处副处长李薇薇、海关总署政策法规司知识产权处副处长
解新红、欧盟知识产权局公使衔参赞Günther Marten、澳大利亚大使馆
知识产权参赞David Bennett、英国驻华大使馆知识产权保护官员Tom 
Duke、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知识产权与法律事务参赞Markus 
Richter、美国大使馆知识产权参赞Duncan Willson生等嘉宾在发布交流会
上致辞。品保委主席Jack Chang 致欢迎词，揭开大会的序幕。

自品保委2002年首次举办年度十佳案例评选以来，该评选受到国内外关

注的程度与日俱增。品保委年度十佳案例发布交流会已经成为具有重要
国际影响，促进国际社会与外国公、私机构客观认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发展的窗口和交流的平台。参评的案例分为刑事类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
例、非刑事类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及“两法”衔接典型案例三大类，
由会员企业自主提名，选举委员会通过无记名投票产生。经过公平、公
正、公开的评选，此次共有26个案例当选。



本年度获选案例四大特点：

1、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手机以旧翻新；扫描仪假冒或废旧部件翻新、拼装；肿瘤药

采用正品包装但里面却是没有药物活性成分的假药。案件反映了在打击假冒犯罪实践
中废旧正品、部件、包装被用于制假活动的泛滥，案例的处理结果显现了刑事司法机
关打击此类犯罪活动，维护百姓财产、生命安全的坚定决心与良好成效。

2、跨境携手、共治假冒模式的典范。一些东南亚国家出现制假窝点，大量假冒产品出

口到中国。中外警员开展国际警务合作，携手共治假冒。案件反映了知识产权保护日
趋区域化、全球化，需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权利人及相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也显
现了中国政府在国际执法合作常态化方面的决心与表现。

3、多起打击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的成功案例。从颜色组合商标的刑事保护，到侵权

企业名称的行政责令更名，再到高达数百万的民事赔偿，执法、司法机关及权利人与
犯罪分子、侵权人斗智斗勇，为今后知识产权保护实践提供诸多可借鉴的经典案例。

4、“两法”衔接典型案例均为海关与公安机关合作的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案件，是大力

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的重要成果，充分显示了权利人对中国海关知识产
权保护、海关与公安在打击出口假冒产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高度认可。



本年度部分获选案例获得了所在省、市的十大案例和精品案件，有的案例被选入

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的《中国知
识产权保护与营商环境新进展报告》，有的案例是部委专项行动的大案要案，还
有的案例被著名电商企业选入典型案例。

十七年的案例评选及发布活动，深刻反映了知识产权保护路上政企的紧密合作。
外商投资企业在华知识产权保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取
得越来越喜人的成果，得到越来越多外商投资企业的肯定，获得来自国际社会越
来越多的认可。品保委评选出的2017-2018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及“两法”

衔接典型案例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一个剪影，是对不忘初心、团结协作、
砥砺前行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工作人员的肯定和感谢，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力支
持和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真实写照。十七年的案例评选及发布活动，为品保
委会员提供了更多实战经历；为政企深度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为知识产权保护
执法、司法、学术研究活动提供了经典案例；为中国与国际社会沟通提供了交流
平台；为推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此次大会，特设如下环节：

1、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金融检察处在推动知识产权权利人作为刑事诉讼被

害人的法律地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是权利义务告知的先行者，检务公开
透明的探路人。品保委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致赠感谢牌。

2、今年4月，中山市委书记陈旭东、副市长徐小莉等市委、市政府领导出

席了品保委在广州中山召开会员大会，并在会议期间就双方签署《知识产
权工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达成意向。今天，中山市政府副市长胡建普等
一行4人特意赶到北京，正式签署《知识产权工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中山市知识产权局尹明局长宣读陈旭东书记贺信。

3、品保委在与杭州海关共建中国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展示中心（义乌）、

与厦门海关和厦门自贸区管委会共建厦门自贸区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展示中
心的过程中，分别得到了杭州海关、厦门海关、厦门自贸区管委会给予的
无私支持。当天，品保委特向杭州海关、厦门海关、厦门自贸区管委致赠
感谢牌。



CQN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
2017-2018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及“两法”衔

接
典型案例发布交流会在京召开

成立十八周年的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品
保委”）于2018年6月8日在北京召开其成立十八周年年会暨2017-2018年度知

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及“两法”衔接典型案例发布交流会。来自全国人大法
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等有关部门领导以及广东省中山市政府代表团、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及
“两法”衔接典型案例办案单位代表、驻华使馆、商会、国际组织、知名知
识产权科研机构、国有及民营企业嘉宾、媒体和品保委会员代表等 300 余人
应邀出席会议。



联合国七十五周年大会主席朱兆吉先生、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原高
强、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张景利、最高人民检察院侦监厅保护知识
产权处副处长李薇薇、海关总署政策法规司知识产权处副处长解新红、欧盟
知识产权局公使衔参赞Günther Marten、澳大利亚大使馆知识产权参赞David 
Bennett、英国驻华大使馆知识产权保护官员Tom Duke、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
华大使馆知识产权与法律事务参赞Markus Richter、美国大使馆知识产权参赞
Duncan Willson生等嘉宾在发布交流会上致辞。品保委主席Jack Chang 致欢迎
词，揭开大会的序幕。

自品保委2002年首次举办年度十佳案例评选以来，该评选受到国内外关注的

程度与日俱增。品保委年度十佳案例发布交流会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
促进国际社会与外国公、私机构客观认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窗口和交
流的平台。参评的案例分为刑事类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非刑事类知识产
权保护十佳案例及“两法”衔接典型案例三大类，由会员企业自主提名，选
举委员会通过无记名投票产生。经过公平、公正、公开的评选，此次共有26
个案例当选。



本年度获选案例四大特点：1、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手机以旧翻新；扫描仪假冒

或废旧部件翻新、拼装；肿瘤药采用正品包装但里面却是没有药物活性成分的假
药。案件反映了在打击假冒犯罪实践中废旧正品、部件、包装被用于制假活动的
泛滥，案例的处理结果显现了刑事司法机关打击此类犯罪活动，维护百姓财产、
生命安全的坚定决心与良好成效。

2、跨境携手、共治假冒模式的典范。一些东南亚国家出现制假窝点，大量假冒产

品出口到中国。中外警员开展国际警务合作，携手共治假冒。案件反映了知识产
权保护日趋区域化、全球化，需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权利人及相关各方的共
同努力，也显现了中国政府在国际执法合作常态化方面的决心与表现。

3、多起打击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的成功案例。从颜色组合商标的刑事保护，到

侵权企业名称的行政责令更名，再到高达数百万的民事赔偿，执法、司法机关及
权利人与犯罪分子、侵权人斗智斗勇，为今后知识产权保护实践提供诸多可借鉴
的经典案例。

4、“两法”衔接典型案例均为海关与公安机关合作的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案件，是

大力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的重要成果，充分显示了权利人对中国海
关知识产权保护、海关与公安在打击出口假冒产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
的高度认可。



本年度部分获选案例获得了所在省、市的十大案例和精品案件，有的案例被

选入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的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营商环境新进展报告》，有的案例是部委专项行动的
大案要案，还有的案例被著名电商企业选入典型案例。

十七年的案例评选及发布活动，深刻反映了知识产权保护路上政企的紧密合
作。外商投资企业在华知识产权保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得到越来越多的
支持，取得越来越喜人的成果，得到越来越多外商投资企业的肯定，获得来
自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可。品保委评选出的2017-2018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

佳案例及“两法”衔接典型案例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一个剪影，是对
不忘初心、团结协作、砥砺前行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工作人员的肯定和感谢，
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和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真实写照。十七年的
案例评选及发布活动，为品保委会员提供了更多实战经历；为政企深度合作
提供了宝贵经验；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司法、学术研究活动提供了经典案
例；为中国与国际社会沟通提供了交流平台；为推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此次大会，特设如下环节：

1、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金融检察处在推动知识产权权利人作为刑事诉讼被害人

的法律地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是权利义务告知的先行者，检务公开透明的
探路人。品保委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致赠感谢牌。

2、今年4月，中山市委书记陈旭东、副市长徐小莉等市委、市政府领导出席

了品保委在广州中山召开会员大会，并在会议期间就双方签署《知识产权工
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达成意向。今天，中山市政府副市长胡建普等一行4人

特意赶到北京，正式签署《知识产权工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山市知识
产权局尹明局长宣读陈旭东书记贺信。

3、品保委在与杭州海关共建中国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展示中心（义乌）、与厦

门海关和厦门自贸区管委会共建厦门自贸区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展示中心的过
程中，分别得到了杭州海关、厦门海关、厦门自贸区管委会给予的无私支持。
当天，品保委特向杭州海关、厦门海关、厦门自贸区管委致赠感谢牌。



Faren News

2017-2018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发布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 2017-2018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佳
案例及“两法”衔接典型案例发布交流会在京召开
成立十八周年的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品保委”)于
2018年6月8日在北京召开其成立十八周年年会暨2017-2018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

及“两法”衔接典型案例发布交流会。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有关部门领导以及广东省中山市政
府代表团、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及“两法”衔接典型案例办案单位代表、驻华使馆、
商会、国际组织、知名知识产权科研机构、国有及民营企业嘉宾、媒体和品保委会员
代表等300 余人应邀出席会议。



联合国七十五周年大会主席朱
兆吉先生、中国外商投资企业
协会副会长原高强、公安部经
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张景利、
最高人民检察院侦监厅保护知
识产权处副处长李薇薇、海关
总署政策法规司知识产权处副
处长解新红、欧盟知识产权局
公使衔参赞Günther Marten、澳

大利亚大使馆知识产权参赞
David Bennett、英国驻华大使
馆知识产权保护官员Tom Duke、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知 识 产 权 与 法 律 事 务 参 赞
Markus Richter、美国大使馆知
识产权参赞Duncan Willson生等

嘉宾在发布交流会上致辞。品
保委主席Jack Chang 致欢迎词，
揭开大会的序幕。

(Jack Chang 张为安)

(公安部经侦局张景利副局长发言)



自品保委2002年首次举办年度十佳案例评选以

来，该评选受到国内外关注的程度与日俱增。
品保委年度十佳案例发布交流会已经成为具有
重要国际影响，促进国际社会与外国公、私机
构客观认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窗口和交
流的平台。参评的案例分为刑事类知识产权保
护十佳案例、非刑事类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
及“两法”衔接典型案例三大类，由会员企业
自主提名，选举委员会通过无记名投票产生。
经过公平、公正、公开的评选，此次共有26个
案例当选。

(联合国七十五周年大会主席
George Chu 做主旨发言)



本年度获选案例四大特点：1、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手机以旧翻新;扫描仪假冒或
废旧部件翻新、拼装;肿瘤药采用正品包装但里面却是没有药物活性成分的假药。

案件反映了在打击假冒犯罪实践中废旧正品、部件、包装被用于制假活动的泛滥，
案例的处理结果显现了刑事司法机关打击此类犯罪活动，维护百姓财产、生命安全
的坚定决心与良好成效。

2、跨境携手、共治假冒模式的典范。一些东南亚国家出现制假窝点，大量假冒产

品出口到中国。中外警员开展国际警务合作，携手共治假冒。案件反映了知识产权
保护日趋区域化、全球化，需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权利人及相关各方的共同努
力，也显现了中国政府在国际执法合作常态化方面的决心与表现。

3、多起打击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的成功案例。从颜色组合商标的刑事保护，到

侵权企业名称的行政责令更名，再到高达数百万的民事赔偿，执法、司法机关及权
利人与犯罪分子、侵权人斗智斗勇，为今后知识产权保护实践提供诸多可借鉴的经
典案例。

4、“两法”衔接典型案例均为海关与公安机关合作的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案件，是

大力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的重要成果，充分显示了权利人对中国海关
知识产权保护、海关与公安在打击出口假冒产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高
度认可。



本年度部分获选案例获得了所在省、市的十大案例和精品案件，有的案例被
选入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的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营商环境新进展报告》，有的案例是部委专项行动的
大案要案，还有的案例被著名电商企业选入典型案例。

十七年的案例评选及发布活动，深刻反映了知识产权保护路上政企的紧密合
作。外商投资企业在华知识产权保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得到越来越多的
支持，取得越来越喜人的成果，得到越来越多外商投资企业的肯定，获得来
自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可。品保委评选出的2017-2018年度知识产权保护

十佳案例及“两法”衔接典型案例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一个剪影，是
对不忘初心、团结协作、砥砺前行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工作人员的肯定和感
谢，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和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真实写照。十七
年的案例评选及发布活动，为品保委会员提供了更多实战经历;为政企深度
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司法、学术研究活动提供了经
典案例;为中国与国际社会沟通提供了交流平台;为推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发
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此次大会，特设如下环节：
1、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金融检察处在推动知识产权权利人作为刑事诉讼

被害人的法律地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是权利义务告知的先行者，检务公
开透明的探路人。品保委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致赠感谢牌。

2、今年4月，中山市委书记陈旭东、副市长徐小莉等市委、市政府领导
出席了品保委在广州中山召开会员大会，并在会议期间就双方签署《知识
产权工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达成意向。今天，中山市政府副市长胡建普
等一行4人特意赶到北京，正式签署《知识产权工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中山市知识产权局尹明局长宣读陈旭东书记贺信。

3、品保委在与杭州海关共建中国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展示中心(义乌)、
与厦门海关和厦门自贸区管委会共建厦门自贸区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展示中
心的过程中，分别得到了杭州海关、厦门海关、厦门自贸区管委会给予的
无私支持。今天，品保委特向杭州海关、厦门海关、厦门自贸区管委致赠
感谢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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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破获知识产权案解析
原题：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典范
公安破获知识产权案解析

荣悦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在明显增强，各级政府和公
安机关也在加大工作力度。从2013年以来至今，共侦破刑事案件13万起，抓
获15万人，挽回经济损失近1000亿。”6月8日，在由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主办的2017-2018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及“两法”

衔接典型案例交流会上，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张景利指出，我国知识
产权的保护实行的是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并行的双轨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
法的有效衔接，才更有利于知识产权的保护。

会议评选出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及“两法”衔接典型案例，与民生息
息相关，其中包括电子产品的零部件造假、正品包装被用于制售假药等与百
姓财产、生命安全密切相关的案件。



“认证翻新”的假苹果

2015年年初，苹果公司发现北京佳茵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佳茵特”)购买的假冒的

带有苹果公司注册商标的零部件对苹果手机进行翻新并出口到美国。经公安部和海关
总署的联合部署，北京市公安局在北京海关的配合下，在综保区的仓库内查获了佳茵
特即将申报出口的IPhone及假冒手机后壳，抓获犯罪嫌疑人俞某，扣押物品货值高达
580余万元。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8日作出一审刑事判决：被告单位北京佳茵特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罚金三百万元；被告人俞晓庆犯假冒注册商
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在案扣押赃证物及冻结款项依
法予以处理，二审刑事裁定，维持原判。

点评：本案是针对以“认证翻新”作为掩护的手机打假行动的先例，能够为其他法院
在遇到与“认证翻新”手机这类法律问题时提供参考。

此外，本案也是海关、公安及美国海关成功协作的典型案例。美国海关前后查扣了由
佳茵特出口到美国的超过15000件假冒IPhone手机及零部件，北京海关协助公安在综

保区对尚未出口申报的货物进行查处并与公安分享了佳茵特过往进出口货物信息，是
海关行政执法与公安刑事执法良好衔接的另一种体现。



假冒3M公司商标制假售假并出口

2017年6月到12月，上海海关通知3M公司查获出口厄瓜多尔的假冒3M防尘口罩两万个、
防毒面具936个以及相关产品。上海海关将案件移交至上海市公安局水上公安局(“水
上公安”)。经查，该批产品来自名为林达阳的自然人；另一方面，江苏省扬州市江都
区公安局(“江都公安”)破获假冒3M劳保用品的生产窝点，现场查获产品货值超过
1000万元，抓获犯罪嫌疑人14人。该窝点自2011年起从事制假售假活动，折合正品价
值超1.5亿元、调查显示销售记录亦指向林达阳。两地公安局并案侦查，公安与海关于
2018年3月进行了案件交流，公安根据海关移交的材料，查出了涉案货物的报关公司、
货代公司。

本案已经立案，正处于侦办过程。本案涉及重大的跨国知识产权侵权犯罪行为，涉案
犯罪数额之大已满足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追诉标准，公安机关根据林达阳现有的涉案
证据已依法对其进行通缉。

点评：跨国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是打击商标侵权犯罪中的一大难点，本案涉案数值
大、犯罪链条长、涉及区域广，加之出口案件的特殊性，呈现出典型的假冒商品物流
和出口模式，权利人一直未能找到有效的突破方式。本案侦查过程的有效推进有赖于
对大量物流运输信息的排查分析，本案的顺利侦破，为权利人打击此类侵权行为指明
了方向，上海海关、水上公安和江都公安三方跨案、跨区域配合，为案件提供了规范
和方法，对海关移交案件的办理和侦破具有重大借鉴意义，也为日后同类案件的侦查
提供了思路。本案的侦破有效打击了劳保用品的制假售假网络。



刑事追责后权利人继续追究民事责任

2014年7月，江西省德兴市公安局破获梁某等人假冒注册商标案，涉案多人参与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商品。
其中涉案的主要假冒产品是伊顿公司旗下的“山特”品牌UPS(不间断电源)产品。2015年6月，本案一审判决被
告人梁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判决生效。在上述案件调查审理过
程中，山特公司了解到叶某、佛山瑞芯公司、佛山中科新能公司(梁某系法定代表人)等9人长期生产、销售假
冒或侵权的山特UPS产品。2015年6月，山特公司对叶某、佛山瑞芯公司、佛山中科新能公司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九被告停止侵权，变更包含山特字号的企业名称，九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640万元，并在权威媒体
刊登声明，消除影响。

2016年5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九被告停止生产、销售假冒或侵权的山特UPS商品；
责令两被告变更企业名称，不得使用“山特”字号；九被告连带或单独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640万元；责令
主要被告在权威媒体刊登声明、消除影响。7名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7年4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
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点评：本案是侵权人实施假冒注册商标犯罪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权利人追究侵权人民事责任的典型案例。
前述的刑事案件判决对犯罪人团伙梁某的惩罚尚不足以威慑其停止侵权，权利人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要求
侵权人赔偿巨额经济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处罚力度的不足，从而有效地遏制知识
产权侵权违法行为。本案判决确定的赔偿损失的数额具有典型意义。

此外，法院认定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股东实施违法行为，其责任不应认定为职务行为而与公司责任混同，避免
侵权个人利用公司有限责任制度规避法律后果，具有现实意义。法院认定，被告叶某虽为多家被告公司的法
人或主要股东，但其行为并非代表公司意志的职务行为，其个人与多个被告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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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

2017-2018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及“两法”
衔接典型案例发布交流会在京召开

成立十八周年的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品保委”）
于2018年6月8日在北京召开其成立十八周年年会暨2017-2018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佳

案例及“两法”衔接典型案例发布交流会。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有关部门领导以及广东省中山
市政府代表团、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及“两法”衔接典型案例办案单位代表、驻华
使馆、商会、国际组织、知名知识产权科研机构、国有及民营企业嘉宾、媒体和品保
委会员代表等 300 余人应邀出席会议。



联合国七十五周年大会主席朱兆吉先生、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原高强、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张景利、最高人民检察院侦监厅保护知识产权处副
处长李薇薇、海关总署政策法规司知识产权处副处长解新红、欧盟知识产权局公
使衔参赞Günther Marten、澳大利亚大使馆知识产权参赞David Bennett、英国驻
华大使馆知识产权保护官员Tom Duke、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知识产权
与法律事务参赞Markus Richter、美国大使馆知识产权参赞Duncan Willson生等嘉
宾在发布交流会上致辞。品保委主席Jack Chang 致欢迎词，揭开大会的序幕。自
品保委2002年首次举办年度十佳案例
评选以来，该评选受到国内外关注
的程度与日俱增。品保委年度十佳
案例发布交流会已经成为具有重要
国际影响，促进国际社会与外国公、
私机构客观认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发展的窗口和交流的平台。参评的
案例分为刑事类知识产权保护十佳
案例、非刑事类知识产权保护十佳
案例及“两法”衔接典型案例三大类，由会员企业自主提名，选举委员会
通过无记名投票产生。经过公平、公正、公开的评选，此次共有26 个案例
当选。



本年度获选案例四大特点：

1、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手机以旧翻新；扫描仪假冒或废旧部件翻新、拼装；肿瘤药

采用正品包装但里面却是没有药物活性成分的假药。案件反映了在打击假冒犯罪实践中
废旧正品、部件、包装被用于制假活动的泛滥，案例的处理结果显现了刑事司法机关打
击此类犯罪活动，维护百姓财产、生命安全的坚定决心与良好成效。

2、跨境携手、共治假冒模式的典范。一些东南亚国家出现制假窝点，大量假冒产品出

口到中国。中外警员开展国际警务合作，携手共治假冒。案件反映了知识产权保护日趋
区域化、全球化，需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权利人及相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也显现了
中国政府在国际执法合作常态化方面的决心与表现。

3、多起打击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的成功案例。从颜色组合商标的刑事保护，到侵权

企业名称的行政责令更名，再到高达数百万的民事赔偿，执法、司法机关及权利人与犯
罪分子、侵权人斗智斗勇，为今后知识产权保护实践提供诸多可借鉴的经典案例。

4、“两法”衔接典型案例均为海关与公安机关合作的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案件，是大力

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的重要成果，充分显示了权利人对中国海关知识产权
保护、海关与公安在打击出口假冒产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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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部分获选案例获得了所在省、市的十大案例和精品案件，有的案例被选入全国打

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
营商环境新进展报告》，有的案例是部委专项行动的大案要案，还有的案例被著名电商
企业选入典型案例。

十七年的案例评选及发布活动，深刻反映了知识产权保护路上政企的紧密合作。外商投
资企业在华知识产权保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取得越来越喜人
的成果，得到越来越多外商投资企业的肯定，获得来自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可。品保
委评选出的2017-2018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及“两法”衔接典型案例是我国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的一个剪影，是对不忘初心、团结协作、砥砺前行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工作
人员的肯定和感谢，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和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真实写照。
十七年的案例评选及发布活动，为品保委会员提供了更多实战经历；为政企深度合作提
供了宝贵经验；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司法、学术研究活动提供了经典案例；为中国与
国际社会沟通提供了交流平台；为推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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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北京6月13日电（付长超）近日，中国外商

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简称“品保
委”）在京举行其成立十八周年年会暨2017-2018年

度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及“两法”衔接典型案例
发布交流会。会上发布了刑事类知识产权保护十佳
案例、非刑事类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及“两法”
衔接典型案例，共有26个案例当选，获选案例主要
呈现以下四方面特点：

品保委发布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



其一，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如手机以旧翻新；假冒扫描仪或废旧部件翻新、
拼装；肿瘤药采用正品包装但里面却是没有药物活性成分的假药。案例的处理
结果显现了刑事司法机关打击此类犯罪活动，维护百姓财产、生命安全的坚定
决心与良好成效。

其二，跨境携手、共治假冒模式的典范。一些东南亚国家出现制假窝点，大量
假冒产品出口到中国。中外警员开展国际警务合作，携手共治假冒产品。案件
反映了知识产权保护日趋区域化、全球化，需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权利人
及相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也显现了中国政府在国际执法合作常态化方面的成果
和决心。

其三，打击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的成功案例。从颜色组合商标的刑事保护，
到侵权企业名称的行政责令更名，再到高达数百万的民事赔偿，为今后知识产
权保护实践提供诸多可借鉴的经典案例。

其四，“两法”衔接典型案例均为海关与公安机关合作的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案
件，是大力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的重要成果，充分显示了权利人
对中国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海关与公安在打击出口假冒产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
法衔接工作的高度认可。



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等有关部门领导以及驻华使馆、商会、国际组织、知识产权科
研机构代表等 300 余人应邀出席会议。

据悉，年度十佳案例评选自2002年首次举办以来，受到国内外关注的程度与日

俱增，已成为促进国际社会与外国公、私机构客观认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发展
的窗口和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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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交流会在
京召开

食品安全观察员 2018-06-11 17:32:23

6月8日，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品保委”）
成立十八周年年会暨2017-2018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及“两法”衔接典

型案例发布交流会在北京成功召开。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有关部门领导以及广
东省中山市政府代表团、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及“两法”衔接典型案例办
案单位代表、驻华使馆、商会、国际组织、知名知识产权科研机构、国有及
民营企业嘉宾、媒体和品保委会员代表等 300 余人应邀出席会议。



联合国七十五周年大会主席朱兆吉先生、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原高
强、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张景利、最高人民检察院侦监厅保护知识
产权处副处长李薇薇、海关总署政策法规司知识产权处副处长解新红、欧盟
知识产权局公使衔参赞Günther Marten、澳大利亚大使馆知识产权参赞David 
Bennett、英国驻华大使馆知识产权保护官员Tom Duke、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驻华大使馆知识产权与法律事务参赞Markus Richter、美国大使馆知识产权参
赞Duncan Willson生等嘉宾在发布交流会上致辞。品保委主席Jack Chang 致欢
迎词，揭开大会的序幕。

自品保委2002年首次举办年度十佳案例评选以来，该评选受到国内外关注的
程度与日俱增。品保委年度十佳案例发布交流会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
促进国际社会与外国公、私机构客观认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窗口和交
流的平台。参评的案例分为刑事类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非刑事类知识产
权保护十佳案例及“两法”衔接典型案例三大类，由会员企业自主提名，选
举委员会通过无记名投票产生。经过公平、公正、公开的评选，此次共有26
个案例当选。



食安君现场从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绍兴某制冷机厂在其生产的半封
闭活塞式制冷压缩机包装装潢上标注“Gupaland”与“GuLunPai”标识，其行

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在类似
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侵权行为。最终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处以罚款150000元。一审、二
审法院均作出驳回诉讼请求、予以维持的判决。

2017年12月，艾默生电气公司全球
知识产权副总裁John M Groves（高

约翰）先生特地前来绍兴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致锦旗，感谢该局在保护企业
知识产权、维护企业利益方面所付出
的努力、智慧和决心。据了解，本案
入选了省局经检处编排的《2017年

度浙江省经检（稽查）执法典型案例
和实务》。同时，此案本次还获得了
2017-2018年度由品保委评选出的
“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之一。



本年度获选案例主要呈现四大特点：一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二是跨境携
手、共治假冒模式的典范；三是多起打击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的成功案例；
四是“两法”衔接典型案例均为海关与公安机关合作的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案
件，是大力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的重要成果，充分显示了权利
人对中国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海关与公安在打击出口假冒产品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衔接工作的高度认可。

十七年的案例评选及发布活动，深刻反映了知识产权保护路上政企的紧密合
作。外商投资企业在华知识产权保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得到越来越多的
支持，取得越来越喜人的成果，得到越来越多外商投资企业的肯定，获得来
自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可。品保委评选出的2017-2018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
佳案例及“两法”衔接典型案例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一个剪影，是对
不忘初心、团结协作、砥砺前行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工作人员的肯定和感谢，
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和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真实写照。十七年的
案例评选及发布活动，为品保委会员提供了更多实战经历；为政企深度合作
提供了宝贵经验；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司法、学术研究活动提供了经典案
例；为中国与国际社会沟通提供了交流平台；为推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