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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记录每周值得分享的知识产权案例，⾏业动向，科技发展，⼈⽂思考，⼯作交流等，

当然，Y重要的是：我们交朋友吧！

本杂志开源，欢迎提交问题交流，投稿或推荐好的内容。也欢迎你通过评论/邮件的⽅式来分享你的看法，

投稿邮箱：aogo#outlook.com（#替换为艾特） 。欢迎留下邮箱或者添加微信订阅（⽅便推送PDF版周

刊）

本周主题：选择和表达

编者：⽼⾼

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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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0年7⽉4⽇ 宁波办公室

多是⼀种什么样的状态？越来越感觉到信息多，获取满，筛选难。

本周圈⾥圈外事情⼀样很多。美国疫情更严重了，⽼⼲妈被冤枉了，企鹅憨憨了，⾹港逐渐恢复正常了，

湾湾⼜开始胡闹了，榨菜哥怼怼⼜来了。他说三峡要淹没上海了，嗨，他成功的让我笑了。

Y近⼀直在学着整理管理和整理⾃⼰，学着更好的表达和分享。看了不少咨询和素材，学习整理分享给⼤

家。

我们经常需要表达⾃⼰的想法，怎样才能清晰地说出来，让别⼈记住你要表达的意思？

请看下⾯这段话，你对它留下深刻印象吗？

修改⼀下，是不是效果好了很多。

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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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推荐⼤家使⽤问答体，⽽是想要展示两个⼩技巧，可以快速提升表达效果。

（1）拆分。 内容尽量拆分成⼀系列简短⽽明确的⼩观点，粒度要细到每个观点都可以让⼈快速地、⼀⽬了

然地领会。 

（2）反复。 开头的⼏点⽤来吸引读者的注意⼒，然后进⼊核⼼部分时，采⽤各种形式反复展示，就是翻

来覆去地讲，⼒求给⼈留下深刻印象。

只要⽤好这两个⼩技巧，⼀定可以取得不错的效果。你⼀点⼀点地展示，让别⼈跟得上你。即使他们没有

跟你⼀直⾛到底，只看了⼀半，也好于⼀点没看进去。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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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OPPO⼿机遇⻅OPPO热⽔器，⼀场冲突发⽣了……

　　“充电五分钟，通话俩⼩时”，相信很多⼈都听过OPPO⼿机这句⼴告词，殊不知市场上还有同名热⽔

器，两者还起了冲突。

　　近⽇，⼴州知识产权法院就OPPO⼴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下称OPPO公司）起诉佛⼭市顺德区中美丽

⾂电器有限公司（下称中美丽⾂公司）、中⼭市中超橡塑制品有限公司（下称中超公司）商标侵权及虚假

宣传⼀案作出⼀审判决，认定OPPO公司持有的第4571222号“OPPO”商标（下称原告商标）构成智能⼿

机产品上的驰名商标，⼆被告虽然也持有“OPPO”商标（下称被诉侵权商标），⼿机与热⽔器也不构成相

同或类似商品，但⼆产品的消费者基本重合，且被诉侵权产品在宣传中反复强调了其智能性，⾜以使相关

公众认为⼆者存在相当程度的联系，该⾏为减弱了原告涉案驰名商标的显著性，侵犯了OPPO公司注册商

标专⽤权。

　　在业内⼈⼠看来，该案⼀审判决确定了注册商标未规范使⽤的、不能对抗在后驰名商标权的裁判规

则，较好地解决了原告驰名商标与被告注册商标之间的权利冲突，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参考。

　　谨慎作出判决

　　庭审中，原被告双⽅围绕被告是否构成商标侵权、是否构成虚假宣传以及原告的相关诉请能否成⽴等

焦点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

　　在被告是否侵权问题上，法院结合在案证据认定原告商标在被诉⾏为发⽣时已经驰名，此外，根据商

标法及《Y⾼⼈⺠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事纠纷案件应⽤法律若⼲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

定，第9类⼿机与第11类热⽔器虽然不构成相同或类似商品，但智能⼿机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们的⽣活必需

品，热⽔器也是⽣活必需品，故作为两者消费者的相关公众基本上是重合的。⽽且被诉产品在宣传中反复

强调其智能性，故被告在被诉侵权热⽔器上使⽤与原告涉案驰名商标相同的第4837942号商标，⾜以使相

关公众认为两者存在相当程度联系，该⾏为减弱了原告涉案驰名商标的显著性，不正当地利⽤了该驰名商

标的市场声誉，因⽽侵犯了该驰名商标权。此外，第22579303号和第16431780号被诉侵权商标已被原商

标评审委员会宣告⽆效，理由之⼀就是其侵害了原告在先的涉案驰名商标权。因此，被告在被诉热⽔器上

使⽤这两个商标同样侵犯了原告涉案驰名商标权。

https://mp.weixin.qq.com/s/xY9ZRW1dYcFvjuOQQuB9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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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超公司是否构成共同侵权问题上，⼴州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认为，其明知第4837942号被诉侵权

商标在热⽔器等商品上的申请被驳回后才得以注册，仍然将该商标许可中美丽⾂公司在热⽔器上使⽤，客

观上促使侵权⾏为发⽣，主观上具有明显恶意，构成共同侵权。

　　不过，在被告是否实施虚假宣传⾏为问题上，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两句⼴告语实质是对OPPO进⾏

商标性使⽤的⼴告宣传，其性质与将该商标直接标注在热⽔器产品上并⽆区别，由于法院已经认定被告构

成商标侵权，故被告应负的责任包括停⽌在⼴告宣传中使⽤OPPO商标。在此情况下，原告同时主张被告

构成虚假宣传，要求其停⽌使⽤被诉的⼴告语，已经没有必要。

　　Y终，法院在综合考虑原告商标知名度、被告侵权情节和规模等因素后，酌情确定⼆被告连带赔偿原

告经济损失100万元，中美丽⾂公司消除库存产品上的侵权标识等。

　　⼀审判决后，中美丽⾂公司不服，已提起上诉。

2、苹果⼿机还能卖吗？最⾼院再审改判“⼩i机器⼈”专利⽆效案｜判决书 

2020.6.28⽇，Y⾼院再审撤销⼆审判决，⼩i机器⼈专利维持有效；2012年的苹果⼿机siri程序专利侵权

案⼜将提上⽇程，⼋年来销售的苹果⼿机能绕地球⼏圈呢？苹果⼿机是否还能继续销售呢？📱 📱 📱

⼋年前：2012年6⽉，智臻公司以苹果公司在其 iPhone中使⽤的siri程序侵犯其“⼀种聊天机器⼈系

统”（⼩i机器⼈专利）（专利号：200410053749.9）发明专利权为由提起专利侵权诉讼。针对该诉讼请

求，苹果公司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效宣告请求。

七年前：2013年9⽉，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决定，维持该专利权有效，该案⼊选专利复审委员会2013年度

⼗⼤案件。

https://mp.weixin.qq.com/s/Zaf9oQoQ8fwKlsZsMnBl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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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2014年7⽉，北京⼀中院⼀审判决，维持专利复审委员会的专利有效的决定。

五年前：2015年4⽉，北京⾼院⼆审改判，撤销被诉决定;专利复审委员会重新作出决定，该案⼜⼊选2015

年度北京市法院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四年前：2016年12⽉，Y⾼院决定提审本案；

2020年6⽉28⽇，今天，各⽅收到再审判决：Y⾼院再审撤销北京⾼院⼆审，维持北京⼀中院⼀审判决。

3、《后来的我们》被诉侵权案胜诉 法院驳回原告诉求 

刘若英执导电影《后来的我们》被诉“著作权侵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案有了结果——武汉市中级⼈⺠

法院判决出炉，认定《后来的我们》⽚⽅胜诉，原告⽅所述控告均不成⽴，予以驳回。随后，湖北省⾼级

⼈⺠法院终审裁定维持原判。

电影《后来的我们》是刘若英执导的电影处⼥作，由张⼀⽩监制，袁媛、何昕明、潘彧、安巍和刘若

英编剧，井柏然、周冬⾬和⽥壮壮主演。该⽚于2018年4⽉28⽇公映后取得13.61亿的票房佳绩，但也遭到

⽹络“碰瓷”：

·名为“出品⼈布⾐翁”的⽹友声称武汉光亚2015年开发了电影项⽬《后来》，并联络经纪⼈拟邀请刘

若英担任该⽚导演遭到拒绝，之后刘若英却和经纪⼈剽窃了该⽚剧本并拍摄了《后来的我们》；

·《后来的我们》⽚⽅澄清，该⽚根据刘若英2010年创作的⼩说《过年，回家》改编⽽成，且该⼩说早

已发表于刘若英的散⽂集《我的不完美》之中；

·武汉光亚将刘若英和《后来的我们》的⽚⽅诉⾄法院，诉由主要包括两个⽅⾯：《后来的我们》抄袭

和⽚⽅不正当竞争；

https://3g.163.com/news/article/FFG1E5V605129QAF.html?from=history-back-list
https://mp.weixin.qq.com/s/-FHDYV8szqUkW57W8vqz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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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武汉市中级⼈⺠法院于⽇前判决，原告所述控告均不成⽴，驳回原告所有诉讼请求，并要求原

告负担此案全部诉讼费⽤计391，800元，随后湖北省⾼级法院终审裁定也维持原判。

1、国知局再次提示：专利和商标⽂件“到付”的骗局 

资讯

https://weibo.com/cnipa?refer_flag=1005055013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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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国家知识产权局通过官⽅微博发布了《再次提示！关于专利和商标⽂件“到付”的骗局》，再次

提醒公众，不论是“专利书”还是“商标公告”，如果让您⽀付快递的到付邮费，均是不法分⼦利⽤⽹上已公

开的信息骗取钱财，⼀！律！是！骗！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向申请⼈寄送的官⽅书件均不需要申请⼈⽀付任何费⽤，请⼤家提⾼警惕，谨防诈骗！

如您要查询相关的⽂件信息，可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官⽹，在相应的应⽤系统中查询。

号外：2020年以来，果汁局⽹站就已发布过3次正式通知，关于恶意“到付”骗局。

http://www.sipo.gov.cn/cms/search/searchResults.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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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审：拟取消专利侵权法定赔偿⼗万元下限，对产品“局

部的”外观设计给予专利保护

   草案第⼗⼋条规定，专利侵权法定赔偿数额的下限为⼗万元。有的常委会组成⼈员提

出，实践中相当⽐例的专利(主要是实⽤新型和外观设计)市场价值较低，⼗万元的赔偿数额偏⾼，对当事⼈

责任过重，建议下调或取消；有的提出，商标法对商标侵权的法定赔偿没有规定下限，建议衔接。为此，

草案⼆审稿取消了专利侵权法定赔偿数额下限为⼗万元的规定。

    现⾏专利法只对产品的整体外观设计给予专利保护，对于产品的局部设计创新未明确给予保护，不利

于⿎励设计⼈积极从事外观设计专利创新。为⿎励设计⾏业创新，草案⼆审稿增加对产品“局部

的”外观设计给予专利保护的规定。

    在有关产权激励⽅⾯，草案⼆审稿规定，国家⿎励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实⾏产权激励，采取股权、期

权、分红等⽅式，使发明⼈或者设计⼈合理分享创新收益。在专利开放许可⽅⾯，草案⼆审稿增加规定，

开放许可期间，“专利权⼈也可以与被许可⼈就许可使⽤费进⾏协商后给予普通许可”，并增加规定：当事

⼈就实施开放许可发⽣纠纷的，“由当事⼈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国务院专利⾏

政部⻔进⾏调解，“也可以向⼈⺠法院起诉”。

3、知产北京 | 中华⽼字号“瑞蚨祥” 陷⼊商标权纠纷 

https://mp.weixin.qq.com/s/Aq9kr8GL7EMJ1OOGMnE9SA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0-06/29/content_169570.htm
https://mp.weixin.qq.com/s/RTo7bKzfZSZT0ZCDnxqX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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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诉称

“庵”字特指⼥性修⾏者居住的寺庙，将诉争商标使⽤在其核定商品上，容易使相关公众将此商品与宗教信

仰相联系，将其理解为源⾃佛教社团免费施舍的结缘医药产品，易对社会产⽣不良影响，故构成商标法第

⼗条第⼀款第⼋项所指情形。请求法院撤销被诉裁定，并判令被告重新作出裁定。

被告辩称

诉争商标“念慈庵”经第三⼈多年宣传使⽤已具有较⾼知名度，已形成特定含义，尚⽆证据表明诉争商标易

被理解为宗教场所名称或者伤害宗教⼈⼠感情并产⽣不良影响，故未构成商标法第⼗条第⼀款第⼋项所指

的“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之情形。

第三⼈述称

“庵”字有⼩草屋之意，也有供⼥性修⾏者居住的佛寺之意，均为常⻅含义，⽽“念慈庵”源于清朝康熙年间

的⼀段孝亲故事，县令杨谨为纪念⺟亲和叶天⼠的恩泽，将其枇杷膏命名为“念慈庵”，意为“怀念慈⺟之

地”，与宗教场所⽆任何关联，不会造成不良影响。

⽬前，该案正在进⼀步审理之中。

4、Twitter删除了特朗普对NYT版权投诉的图像推⽂  

据外媒报道，在周⼆收到《纽约时报》的《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投诉后，Twitter已经删除了美国

总统特朗普发布的⼀张照⽚，⽽《纽约时报》拥有该照⽚的版权。这是两周内Twitter第⼆次因为侵犯版权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3yt8B335baH?qq-pf-to=pcqq.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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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删除特朗普账户的内容。

特朗普推特被删前后

两周前，在视频中出现的蹒跚学步的幼⼉的⽗⺟提出版权投诉后，Twitter和Facebook都删除了特朗普账

户上的⼀段“操纵”视频。

Twitter发⾔⼈证实，由于权利⼈的DMCA投诉，相关内容已被删除。《纽约时报》发⾔⼈证实，其提交了

撤下通知，Twitter采取了⾏动。

这张图⽚由特朗普在当地时间6⽉30⽇发布在Twitter上。在这张⿊⾊背景的图⽚上，特朗普对着镜头坐在

椅⼦上，右⼿做出疑似开枪的⼿势。图⽚配有四⾏⽩⾊⽂字：“事实上，他们不是在我身后，⽽是在你们身

后。我只是挡在了路上。”

这张背景照⽚是由《纽约时报》的⼀名摄影师拍摄的，并发布在2015年9⽉⼀篇关于当时的总统候选⼈特

朗普的专题⽂章中。在收到《纽约时报》的投诉后，Twitter已删除了这张照⽚，⽬前显示的信息是：“此

图⽚已被删除，以回应版权所有者的报告。”

5、电⼦游戏成为学校教材

https://www.4gamers.com.tw/news/detail/43583/this-war-of-mine-will-be-added-to-polish-high-school-reading-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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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存模拟游戏《这是我的战争》（This War of Mine），Y近成为波兰教育部认定的教材。该游戏

中，玩家因战⽕⽽困在废墟，为了维持温饱，必须决定是否狠下⼼掠夺⼿⽆⼨铁⽼夫妇Y后的粮⻝。

波兰教育部认为，这款游戏呈现了战争的残酷与⼈性的善恶，引导玩家思考⽣命与道德价值观的轻重，游

戏所获得的反思⼤于游戏本身的娱乐性，是极富教育意义的教材。现在，很多⼈认为“游戏即教育”，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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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提供了沉浸式的环境，将成为学习的⼀种很好的形式，类似《这是我的战争》这样的教材以后会越来

越多。

事实上，《这是我的战争》将战争带来的残酷与⼈性的善恶以简单却深刻的电⼦游戏选择来呈现，引导玩

家思考⽣命与道德价值观的轻重，实际游玩的过程，游戏的结局（不论胜利或失败）所获得的反思甚⾄⼤

于游戏本身的娱乐性，确实是极富教育意义的教材。

 

《这是我的战争》在Steam 获得近6 万则好评，是⼀款单机⽣存模拟游戏。

6、⼀句话消息

最新 |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决定延期举⾏商标注册同⽇申请抽签，并将抽签

⽅式由线下抽签变更为线上抽签，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6⽉30⽇12点40分21秒，1354项乐视商标以1.31亿元成交，溢价约963倍。整场拍卖共106⼈报名，

117220⼈围观，出价1376次，竞争⼗分激烈，部分出价时间仅相隔1分钟。且由于延时出价的设定，

原定于2020年6⽉29⽇10时⾄2020年6⽉30⽇10时⽌的公开拍卖，Y终于12点40分结束，超时两⼩

时。

现将《中华⼈⺠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草案）》在中国⼈⼤⽹公布，社会公众可以直接登录中国⼈⼤⽹

（www.npc.gov.cn）提出意⻅，也可以将意⻅寄送全国⼈⼤常委会法制⼯作委员会（北京市⻄城区

前⻔⻄⼤街1号，邮编：100805。信封上请注明数据安全法草案征求意⻅） www.npc.gov.cn

6⽉25⽇，为配合专利合作协定细则（PCT细则）的修订，⽇本专利局发布部分修订专利法实施条例

及国际申请法实施条例的公告。修订后的实施条例将于2020年7⽉1⽇起正式实⾏。  

http://www.sipo.gov.cn/gztz/1149841.htm
https://mp.weixin.qq.com/s/kdLGwpO1oMwubnu0kqKFhQ
http://www.npc.gov.cn/
https://www.jpo.go.jp/system/patent/pct/tetuzuki/meisai-hoj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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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年的技术趋势

该⽹站列出并详细介绍了2020年重要的60种技术趋势。

2、⼤英博物馆免费图⽚

⼯具&资源

https://danieleckler.com/2020/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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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博物馆Y近更新了它的⽹站，⽬前免费向公众提供190万张它的藏品的图⽚。

3、Artvee

https://artv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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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站收集古典艺术品的照⽚和海报，都可以免费下载使⽤。

继续荐书

我的帖⼦中使⽤的链接是电商链接，这意味着您单击该链接并进⾏购买时，我将获得少量佣⾦，⽆需您⽀付任何额

外费⽤。

1、知识产权精要：制度创新与知识创新 出版时间：2017-08-01  https://u.jd.com/xaCIy7

吴汉东教授代表作！

　　吴汉东教授代表作！法学家代表作系列

　　知识产权法与创新联系在⼀起。知识产权法源于创新⽽⽣，是为财产权制度⾰新的产物；基于创新⽽

变，当以激励知识创新为价值⽬标。知识产权法产⽣、变⾰和发展的历史，就是科技、⽂化创新与法律制

度创新相互作⽤、相互促进的历史。可以认为，坚持制度创新与知识创新是知识产权法的历史过程和时代

使命。

内容简介：

荐书&知识产权博物馆

https://u.jd.com/xaCIy7
https://u.jd.com/xaCIy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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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精要：制度创新与知识创新》以"制度创新与知识创新"为主题，选择了⼆⼗多篇有较⾼引

注率和影响⼒的学术论⽂，集中表现了作者关于知识产权的主要学说思想。⽂集虽是精选，但不敢妄称精

品。编选成书时，对原来的论⽂标题做了适当修饰，⼒图聚焦主题、形成体系并便于阅读。

免费商⽤英⽂字体：Yikes 是由YoMagick设计的⼀款免费字体，适⽤于标志、标题和海报。 

Yikes是由YoMagick设计的⼀款免费字体，适⽤于标志、标题和海报。Yikes的灵感来⾃于友好的圆形，

⾮常适合⼉童书籍等软性设计以及任何需要中性字体的地⽅。Yikes对个⼈和商业⽤途都是免费的。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4zzHlireg9d6LpRxltF6xA 提取码: si4x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盘⼿机App，操作更⽅便哦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盘⼿机App，操作更⽅便哦

1、吴汉东 教授

字体

⼈物

http://www.chinabiaoju.com/2020/07/tm-font/yikes-is-free-font/
https://pan.baidu.com/s/14zzHlireg9d6LpRxltF6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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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汉东，1951年1⽉出⽣，汉族，江⻄东乡⼈，教授、博⼠⽣导师，著名法学家。

原中南财经政法⼤学校⻓、教育部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研究会名誉会

⻓，中国法学会⺠法学研究会副会⻓；中国⼈⺠⼤学兼职教授、博⼠⽣导师，武汉⼤学、天津⼤学、华中

科技⼤学、南京师范⼤学、中原⼯学院等校兼职教授，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学知识产权研究中⼼主任，国

家知识产权战略专家组成员。

1993年3⽉⾄2000年5⽉，任中南政法学院副院⻓、院⻓；2000年5⽉⾄2014年1⽉，任中南财经政法⼤

学校⻓。2009、2011年两次⼊选英国《知识产权管理》（MIP）杂志评选出的年度“全球知识产权Y具影

响⼒50⼈”名单。

研究成果：

吴汉东教授主要从事⺠商法理论、知识产权法等⽅向的研究。主持完成10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主持

的科研项⽬有全国优秀博⼠论⽂作者专项资⾦资助项⽬“财产权制度⽐较研究”、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

⽬“⾼科技发展中的法律问题”、国家软科学研究项⽬“知识经济与知识产权法”等。出版《著作权合理使⽤

制度研究》、《⻄⽅诸国著作权制度研究》、《中国区域著作权制度⽐较研究》、《⽆形财产权制度研

究》等学术专著6部，主编司法部统编教材、全国⾃考统编教材《知识产权法》等2部。在《中国社会科

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70余篇。其论著、论⽂获全国⾸届优秀博⼠论

⽂奖、国家教委⾼校优秀学术著作奖、司法部优秀科研成果⼀等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等奖（政

府奖）等10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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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中国加⼊WTO。吴教授审时度势地指出，知识产权战略是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是中

国实施市场竞争的战略重点和对外贸易的战略举措，是当时Y早提出知识产权战略观念的学者之⼀。现为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专家组成员。

1、1997年7⽉4⽇：旅居者抵达红⾊星球 

乘搭⽕星探索者号任务，旅居者号漫游者于1997年7⽉4⽇抵达⽕星。

图⽚来源：NASA / JPL

图⽚

https://www.nasa.gov/image-feature/july-4-1997-sojourner-arrives-on-the-red-pl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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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盖德隆城堡

盖德隆城堡是法国的⼀个实验性考古项⽬，采⽤中世纪的材料和⽅法，从头修建⼀座城堡。1997年开始动

⼯，由于不采⽤现代机械，所以修得很慢，预计2023年完⼯。

2000年。

2006年。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u%C3%A9delon_Ca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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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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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2019年。

3、九⻰城寨

九⻰城寨是⾹港⼀个已经拆除的居⺠区，曾是世界上⼈⼝密度Y⾼的地区。它的占地并不⼤，只有70亩，

跟⼀个现在的⼤型楼盘差不多。但是，有350座建筑物，⼏乎全部都是10到14层，有8,500间房屋，1万户

https://www.atlasobscura.com/articles/kowloon-walled-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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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3.3万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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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港政府决定拆除九⻰城寨，1993年完全拆光，1995年8⽉于遗址建成九⻰城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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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话 | 商标保护⼤咖说 

今年6⽉，来⾃不同企业、品牌保护协会、媒体、律所以及学术机构的⼤咖们⻬聚⼀堂，共同就“创新发展

战略驱动下的商标保护”表达各⾃的观点，深⼊探讨如何在中国更好地保护商标及知识产权，⽀持企业的业

务发展，从⽽营造更通达规范的商业环境。

罗灿（Robin Smith）：乐⾼集团中国及亚太地区法务负责⼈

“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部分，商标直到19世纪后期才被纳⼊法律。此后，商标成为创新者们将产品推向市

场时使所⽤的名称。乐⾼集团决定⽤两个丹⻨语单词“leg godt”——即“玩得快乐”——作为商标；对我们

来说，继续保护这个商标意义重⼤，不仅对乐⾼公司本身，对全世界的孩⼦们也是如此。”

王超：界⾯新闻执⾏总编辑

“商标保护不是⼀朝⼀夕的议题。保护商标就是保护创新，保护商标就是保护消费者，需要⽴法者经营者和

消费者共同的努⼒。”

王迁：华东政法⼤学教授

“从某种意义上说，商标法⾸先是消费者利益保护之法。商标法通过对商标的保护能够实现消费者按牌购

物，不⾄于因为有⼈未经许可使⽤他⼈商标使得消费者受骗上当，从⽽维护了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商标

法保护消费者与保护商标权利⼈这两者的⽬标是⼀致的。”

⽂摘

https://mp.weixin.qq.com/s/C4ViNUQY6gvzan2p8xHA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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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晴：New Balance知识产权⾼级经理

“保护品牌是保护创新的驱动⼒，保护创新是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和⽀撑。作为⼀名知识产权的从

业者，我为能从事这份事业感到荣幸和骄傲。”

冯臻：霍⾦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

“创新和创造成功的品牌是知易⾏难的⼀个过程，需要多年的努⼒。保护创新、保护商标才能够去激励还在

创新路上的⼈，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打击⼭寨，保护品牌，从你我做起。”

丁宇：ABB集团亚太、中东和⾮洲地区知识产权总监、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主席

“品牌是⼀个企业或者组织，区别于其他⼈的⾮常重要的因素，也是创新的动⼒。作为品保委这个拥有两百

家会员的公益组织来讲，我们认为品牌的保护不仅限于跨国企业，也包括我们的国内企业，更重要的⼀环

是提升我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促进中国知识产权营商环境的发展，以及加强国内国际的交流。

2、制造业竞争⼒排名

很多优秀的制造业公司由于不⾯向⼤众市场，所以并不知名，只有业内⼈才知道。⼀个德国管理学教授

（雷纳·⻬特尔曼）统计了2700多家在各⾏业占据全球市场前3名的制造业公司，然后以国家进⾏排名（下 

）

按国家统计

https://www.forbes.com/sites/rainerzitelmann/2019/07/15/the-leadership-secrets-of-the-hidden-champions/#4f2553de6952
https://www.forbes.com/sites/rainerzitel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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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可以视为各国制造业竞争⼒（包含⼯业品和消费品）的排名，前三名是德国、美国、⽇本，其中德

国公司⾼达1300家，⼏乎占据了⼀半的名额。中国排在第4名。

⼗年⼈均出⼝(2009-2018年) STATS.OECD.ORG

⻄蒙教授是德国著名的管理专家，是世界上⼆⼗⼏位著名的管理思想家之⼀。他试图解释德国作为世界主

要出⼝国之⼀的成功，偶然发现了这些隐藏的冠军。从⼗年⼈均出⼝额图表（2009-2018年）来看，德国

排名第⼀（163519美元），领先于韩国（108702美元）；相⽐之下，美国排名第⼋（40483美元）。德

国的隐藏冠军企业也⽐世界上任何⼀个国家都多。德国以每百万居⺠拥有16家隐性冠军企业居⾸，其次是

⽇本的1.6家。美国以1.2家位居第四。

3、熊⽂聪：游戏直播侵犯著作权问题探析 

直播中的游戏享有著作权吗？

不⾔⽽喻，游戏（包括单机版的电⼦游戏和⽹络版的交互游戏）属于⾮物质实体的符号选择或

智⼒成果，这决定了开发者若要对其研发、设计或创作的游戏主张独占性的排他权利，从⽽禁

⽌他⼈未经许可复制、演绎及传播，必须得有著作权法上的依据和请求权基础。

https://mp.weixin.qq.com/s/M53mXuy5zW0zXuJUZSpX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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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数码游戏可以作为我国现⾏《著作权法》第三条第（⼋）项的“计算机软件”受到保护，但

⽬前绝⼤多数法院认为，在⽹络直播环境下，玩家并没有复制游戏软件（即没有将程序⻓期固

定在某物理介质上从⽽产⽣⼀个复制件），且就算缓存意义上的“临时复制”构成复制，玩家

也很容易抗辩说⾃⼰已经⽀付了合理对价，故其操作运⾏游戏软件且通过投屏技术将最终的视

听效果即刻分享给粉丝及⽹友的⾏为并不侵犯游戏软件的复制权。

当该主张不能充分说服受理法院时，作为原告的游戏软件开发者只得另辟蹊径，⽽其⾯临的⾸

要挑战便是——如果不能作为“计算机软件”获得保护，其在⽹络直播环境中，⼜属于哪⼀种法

定的作品类型呢？对于此问题，不同法院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和认定，有的认为属于“以类

似摄制电影的⽅法创作的作品”（简称“类电作品”）；有的认为属于“法律、⾏政法规规定的

其他作品”；有的则认为其不属于任何⼀种法定作品类型，故⽆法予以著作权保护，但可以寻

求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救济。

管⻅认为，造成这⼀混乱和困惑的根源在于：执法部⻔潜意识地认为，作品的类型划分是涉案

智⼒成果可否享有著作权的前提要件，如果不属于任何⼀种法定的作品类型，则不能或不应予

以著作权保护。这⼀⻅解似乎已经成为法院系统根深蒂固、不容争辩的主流观点。然⽽，这恐

怕既不符合著作权法的⽴法本意和⽬标宗旨，更违背了基本的⽂义解释与体系解释之原理。

4、华为，⽆⾮两种命运 

美国频频重拳，华为的情势越来越严峻，未来命运⼏何？

华为国际咨询委员会顾问⽥涛说：“今天的华为就像⼀只已经活了30 年的⽼鹰，⽼鹰⽆⾮就

两种命运，⼀种是⽼了，⻜不动了，掉⼊深渊，另⼀种是雄鹰再⽣。”以下⽂章，取⾃⽥涛先

⽣积淀8年⽽作的新著《我们为什么要做企业家》，讲透了华为快速崛起的底层逻辑，以及华

为员⼯为何总是战⽃⼒爆表？华为会有怎样的未来？

细细品读，相信你能从中得到启示。

创新是闹剧、悲剧和喜剧的鸡尾酒

什么是创新？创新是闹剧、悲剧和喜剧的鸡尾酒。

什么叫作闹剧？研发的⺠主氛围。让⼤家七嘴⼋⾆去撞击，让咖啡真的能变成思想的⽕花、灵感的闪电，

这就是闹剧。

https://mp.weixin.qq.com/s/M82VXWnb7moE-c5UgoJl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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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实验室、项⽬组还有官僚⽓息，论资排辈，A 先说，B 先说，C 先说，⽼⼤先说，⽼⼆再说，没有频

繁的争论，没有拍着桌⼦争论，没有激烈的观点碰撞，那它尽管是正剧，但⼀定是乏味的平庸之剧。

悲剧是什么？浪费与失败。任正⾮⼏年前对曾经主管研发的徐直军说：“浪费了公司⼀千亿元！”徐直军的

回答是：“是的，我承认，但我创造了⼏千亿元。”任正⾮说：“你讲得好！”

这段对话背后的逻辑就是，敢于冒险，⿎励失败，舍得浪费。不然，华为怎么可能在短短的30多年聚集起

全球最⼤规模的研发团队、创造出9万多项专利？怎么可能如此快速崛起？

传统管理学关于预算的核⼼主张是预算平衡。的确，在常规的技术与产品开发⽅⾯，在成熟的市场开拓

上，投⼊产出当然要强调平衡。但是对⼀家有远⼤理想的企业来说，对华为来说，过于突出预算平衡，会

让⾃⼰变得保守和平庸。

保守注定⽆法创新，没有激进的创新也同样没有未来。华为的⼀⼤制度优势是，不是上市公司，不被资本

的短视和贪婪所左右，所以它敢于压强投⼊未来，宁可打完Y后⼀颗⼦弹也要抢占技术和产业的制⾼点。

同时，容忍甚⾄⿎励浪费，也能承受失败。

结果是什么呢？失败链接出成功，悲剧是喜剧之⺟。

但据我看到的⼀些内部资讯，今天的华为似乎越成熟，也越胆⼩了。⼈过了40岁就不敢冒险了，华为过了

30年如果也畏惧失败，不敢冒险，这恰恰就危险了。

Y后讲讲创新与异端的关系。创新的组织⼀定是多元的，有多元的⼈，多元的个性，多元的思想，多元的

声⾳。

反对派、歪⽠裂枣也是英雄。如果研发体系中没有反对派，没有持异端想法的⼈，没有刺⽿的异⻅甚⾄奇

谈怪论，那这艘船看着很平稳，但是当巨⻛⼤浪冲过来的时候，沉得可能⾮常快。任正⾮讲，他⾃⼰就经

常在反对⾃⼰。

卓越的领导者Y重要的⼈格品质就是“红蓝⼈”，左脑是红军右脑是蓝军，右脑是乔布斯左脑是库克，善于

⾃我否定、⾃我反省和⾃我纠偏。研发组织也应该是红蓝对垒的AB 型组织，B 组织可能就是颠覆A 组织

的，但⽐构建AB 型组织更实质性的是培育同⼀个组织内的AB 型氛围，让红蓝对决成为组织群体的思维定

式。

任正⾮在和科学家们座谈时说：“2012 实验室可以多组建蓝军， 既然我们不知道王者之路在哪⾥，就让蓝

军攻击红军，可以是建制性的蓝军，也可以是散兵游勇。

公司的博⼠分散在许多部⻔，你们把难点梳理⼀下，在⼼声社区上张榜，从公司申请编制，请他们进来做

蓝军，他们没在红军⼲过，系统性不清楚，就让他们从⼀个点上给红军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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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巅峰，进退都是深渊。今天的华为就是这样。只能往前，但前⾯也是深渊。怎么办？像鹰⼀样展翅⻜

啊！华为就像⼀只已经活了30 年的⽼鹰，⽼鹰⽆⾮就两种命运，⼀种是⽼了，⻜不动了，掉⼊深渊，另⼀

种是雄鹰再⽣。

⼤家是否知道鹰的⼀个特征？⽼鹰⼤概能活60~70 年，到第40 年的时候，鹰身上的⽻⽑变得很厚很沉，

喙和⽖⼦都已经⽼化，这时它会⻜到悬崖上，在岩⽯上把喙痛苦地敲掉， 再让新的喙⻓出来，把指甲拔

掉，让新的⽖⼦⻓出来，把⽻⽑拔掉，再等待⼏个⽉，让新的⽻⽑⻓出来，这样它就成为⼀只⻘春的鹰，

⼀只充满活⼒的雄鹰。然后，它⼜会活30年。

⽼鹰的⾃我蜕变、⾃我进化是极其痛苦的，甚⾄是⾎淋淋的，但这就是宿命。已经30出头的华为正处于它

⾃身的巅峰期、成熟期，要想再活20年、30年，就得像雄鹰⼀样进⾏⾃我⾰命。

我始终坚信，能打败华为的只能是华为⾃⼰，⽽不会是任何外部⼒量，外部压⼒和危机只能使华为变得更

警醒，更有批判精神，更有凝聚⼒和战⽃⼒。

后⾯⽤⼀段话做个结语（我把别⼈的话做了点修改）：

我们最当敬重的是疯⼦，因为他们是旗⼿，是理想主义者；我们最当喜爱的是天才，他们是探险家；我们

最当亲爱的是“孩⼦”，他们单纯⽽富于激情。

让我们跟着“疯⼦”和天才，牵着孩⼦，⼀起奋⼒前⾏、奔跑，与时间赛跑，与危机赛跑，奔向更灿烂的未

来。

1、除⾮你做点什么，否则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

2、我有⼀种反英雄主义的精神。以前看电视时，我就对皇帝和将军不感兴趣，觉得他们已经有荣耀和⻛光

了。

我更关⼼皇帝和将军⼿下的那些⼩兵，有时战⽃刚开始，他们就被杀死了。他们脑海⾥想的是什么？会有

⼈记得他们，为他们哭泣吗？                        -- ⻩⻄⾃传《⻩⽠的⻩，东⻄的东》

3、Tencent 这个名字模仿朗讯（Lucent），⽽且左右对称。

-- 腾讯官⽅解释，为什么该公司的英⽂名是“⼗分”（Tencent）

⾔论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5269732/answer/14511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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