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标案件之商标侵权案例分析 

商标案件多数出现在商标侵权上，商标侵权有很多种形式，有的明目张胆，直接用名

牌的商标，构成侵权等问题。有的打擦边球，模仿名牌商标，有意让消费者混淆。在商标侵

权案件中，经常会出现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掺合在一起的情形，所以在碰到这类商标案件

时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作为原告应选择好起诉的点，作为被告也要看清对方起诉的点，这

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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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样的商标案件属于商标侵权案件 

 

 

 

    以下是商标法对于商标案件商标侵权案件的详细描述注册商标有什么好处：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1）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

或者近似的商标的； 

  

    （2）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商标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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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 

  

    （4）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 

  

    商标案件第三十九条 有本法第三十八条所列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之一的，被侵权人

可以向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求处理，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权责令侵权人立即停

止侵权行为，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或者被

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未构成犯罪的，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可以处以罚款。当事人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罚款的处理决定

不服的，商标案件可以在收到通知十五天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

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被侵权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条 假冒他人注册商标，构成犯罪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商标案件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

构成犯罪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外，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2.商标案件都由哪些法院管辖 



 

 

 

    各类商标案件法院管辖规定如下注册商标真的这么重要吗： 

  

    1、 不服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复审决定或者裁定的案件----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不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有关商标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商标案件----被告所在地中

级人民法院。 

  

    3、侵犯商标专用权的案件;申请诉前停止侵权和保全案件----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侵权商

品的储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被告(或被申请人)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 

  

    4、商标案件商标专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纠纷案件----被告住所地或

合同履行地中级人民法院。  

  

    5、商标专用权权属纠纷案件----被告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  

  

    上述 2、3、4、5，被确定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也可管辖。 

 

3.商标案件之商标侵权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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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两年之久的商标案件 iPad 商标权纠纷，最终画上了句号。 

  

    2012 年 7 月 2 日注册商标多少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外公布，苹果公司已与深圳唯

冠就 iPad 商标案达成调解协议，作为拥有 iPad 商标的对价，苹果公司向深圳唯冠公司支付

6000 万美元。 

  

    在尘埃落定的商标案件背后，留给中外企业的，不仅仅是一场好看的闹剧，更多的则是

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警示。 

  

    苹果收场：6000 万美元买来“一揽子协议” 

  

    通过协议，苹果从商标权的问题上为 iPad 在中国的销售彻底扫清了道路。不过，苹果为

此付出的代价却相当高昂。 

  

    通过协议，苹果从商标权的问题上为 iPad 在中国的销售彻底扫清了道路。不过，苹果为

此商标案件付出的代价却相当高昂。 

  

    7 月 5 日，唯冠代理律师谢湘辉向《中国经营报》记者确认，唯冠与苹果双方所签订的调

解书涉及一揽子有关 iPad 商标权属纠纷的内容，其中包括深圳唯冠放弃 iPad 商标的权利，

这意味着唯冠同时放弃了在 iPad 商标正式划入苹果名下之前苹果使用该商标的索赔权，协

议同时要求唯冠撤回在全国百余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投诉商标案件，这标志此前媒体报道

的高达 300 亿元的天价工商罚款将失去执行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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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商标权的归属以在国家工商管理部门的登记为要件，即在正式的

工商登记生效之前，苹果使用 iPad 商标都将有“侵权嫌疑”，也就是说，如果在调解协议上

苹果只是购买 iPad 商标，而不谈及购买之前的权益问题，唯冠将仍然有获得商标侵权赔偿

的权利。 

  

    与此同时，商标案件对于已经发生的商标使用的违法行为，工商部门将仍然有进行行政

处罚的权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商标侵权行政处罚为侵权商品经营额的三倍，按照苹果在

中国 100 亿元的销售额，苹果的工商罚款可高达 300 亿元人民币。苹果向唯冠购买 iPad 商

标，同时要求唯冠撤回在全国百余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投诉，就是要杜绝这一工商处罚的

后患。 

  

    可以说，商标案件通过上述一揽子协议，苹果从商标权的问题上为 iPad 在中国的销售彻

底扫清了道路。不过，苹果为此付出的代价却相当高昂，有媒体表示，6000 万美元，相当

一个字母近 1 亿元人民币的代价。 

  

    傲慢的代价：从 1000 万美元到 6000 万美元 

  

    在这起商标案件中，苹果没有意识到中国知识产权法律的重要作用。在短短两年内，苹

果为自己的错误决策多支付了 5000 万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iPad 案之所以两年难以收场，表面看来，是因为双方对于 iPad 商标的价

值认同所存在的差异，而背后的根本原因却在于苹果对中国知识产权立法水平及执法能力的

漠视。 

  

    商标案件从最早通过英国 IP 公司购买 iPad 商标所支付的 3.5 万英镑，到 iPad 中国商标争

议初起时唯冠向苹果提出1000万美元的索赔，到最后苹果以向唯冠支付6000万美元而收场，

在短短两年内，苹果为自己的错误决策多支付了 5000 万美元，即 3 亿元左右人民币的代价。 

  

    唯冠代理律师谢湘辉向记者证实，“2010 年 1 月，苹果公司和 IP 公司向中国商标局申请

大陆 iPad 商标的转让过户，被中国商标局驳回；深圳唯冠获悉苹果公司销售标有‘iPad’商标

的平板电脑的消息后，商标案件向苹果公司提出深圳唯冠为涉案商标的真正权利人，并要求

苹果公司停止侵权、赔偿损失，事实上，当时唯冠的要价只有 1000 万美元。” 

  

    “然而，苹果当时以经济实力世界第一的跨国公司的地位，声称自己能打赢这场官司，表

示，‘我们可以付你们在香港诉讼的律师费（几百万美元）结束这场商标案件’。” 

  

    在双方争议未果的情况下，2010 年 9 月 17 日苹果强行在中国市场推出了 iPad 产品。 

  



    谢湘辉律师向记者分析称，“在这起案件中，苹果没有意识到中国知识产权法律的重要作

用，在最早通过英国律师所进行的商标权转让中，苹果就应该咨询中国的专业代理机构或中

国律师，商标案件如果当时没有咨询，那就是苹果律师的疏忽和粗心，如果咨询了，明明知

道中国的商标权以工商行政部门的登记为前提，苹果在明明知道的情况下，没有商标权还硬

要去做，强行进入中国市场，正是这种转让不成还要做的傲慢，导致了巨额赔偿的代价。” 

  

    的确，2012 年 4 月 24 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苹果公司与深圳唯冠 iPad

商标纠纷案商标案件，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付双建回应表示，“根据我国商标法的

有关规定，目前深圳唯冠仍然是 iPad 商标的合法注册人。”来自国家工商行政部门的表态显

然让苹果在赔偿谈判上站到了被动的地位。 

  

    回顾双方在诉讼过程中就赔偿金额的要价与开价，商标案件深圳唯冠一方一直在坚持的

是 4 亿美元，即唯冠对 8 大银行的债务总额，而苹果则是在一审程序提出了 100 万元人民币

的和解金额，二审程序开庭后，苹果意识到自身的不利地位，将开价提高到了 1000 万元人

民币，此后又涨到 1 亿元人民币，在唯冠度方面的不放弃下，经过广东高院历经几个月的调

解努力，苹果最终提出的 6000 万美元的赔偿被唯冠接受。 

  

    根据记者掌握的公开资料，商标案件目前 iPad 的商标和解金额位居所有案件之首，彻底

打破了此前对于商标权“有价无市”的理论，值得中外企业在商标权问题上不断警醒和警示。 

  

    和解时机：对苹果很重要 

  

    因为产品上市时间的压力，商标案件苹果希望尽快达成和解，将 iPad 商标划至自己的名

下。 

  

    从广东高院今年 2 月 29 日开庭审理，到 6 月底双方达成和解，用时短短四个月的时间。

除了国家工商管理部门表态对苹果的压力外，除了谢湘辉律师所说的广东高院法官几个月在

调解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和解的时机，正是时间问题，促使苹

果需要尽快达成和解，尽快将 iPad 商标划至自己的名下商标案件。 

  

    这一方面是苹果新一代产品 New iPad 的上市，另一方面则在于随着 iPad 市场的启示，市

场上各种 Pad 产品已经鱼龙混杂，苹果如果不能真正从自身商标、自身品牌进行正本清源的

话，最终将不免受到山寨产品的攻击和挤压。 

  

    换句话说，商标案件 iPad 商标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苹果从此之后可以在中国市场上名

正言顺地使用这一商标，更重要的是，在即将开启的 Pad 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苹果可以据此

为自己进行维权。 

  



    所以，也有分析人士表示，“苹果之所以愿意开启这场商标权的拉锯战，愿意最终为此支

付这笔高昂代价，是因为苹果希望通过案件的宣传，让所有消费者，包括二三线城市，商标

案件甚至四五线城市的消费者都了解到苹果产品的魅力，同时为未来 iPad 的市场维权打下

基础。因为苹果料定了 iPad 在中国市场会创下更大的营收。” 

  

    案件结束：启示长存 

  

    该商标案件对本土企业的意义在于，每个企业都应该有自己的商标战略，企业从初始就

应该注重自己的商标保护。 

  

    根据广东高院的公开资料显示，本案调解协议于 6 月 25 日生效，苹果公司于 6 月 28 日

向该案的一审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民事调解书。目前，深圳中院已向国家

工商总局商标局送达了将涉案 iPad 商标过户给苹果公司的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 

  

    按照经验来看，商标案件快的话只需要一两个星期，办完手续，商标就会转到苹果名下，

苹果新一代产品 The New iPad 在中国上市已扫清了法律障碍，在占据苹果全球 20％甚至更

高份额的中国市场，苹果可以再继续它的销售神话。 

  

    然而，无论如何，6000 万美元的和解金额都将成为苹果在中国市场上的一个败笔。 

  

    对于该商标案件的意义，谢湘辉告诉记者，“该案对跨国公司有着重要的启示，跨国公司

需要注意到，中国加入 WTO 后，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已经很完善，从执法层面来看，知识

产权保护的体系也很完善，中国尽管存在或多或少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情况，但并不意味

着政府不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跨国公司需要尊重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 

  

    同时，商标案件区别于国外“没钱就不能打赢官司”的情况，在中国，只要合法，只要有

道理，同样可以打赢官司。 

  

    “而该案对本土企业的意义还在于，每个企业都应该有自己的商标战略，企业从初始就应

该注重自己的商标保护，并提升自己的品牌形象，一旦遇到商标侵权，要勇于保护自身的商

标权益，聘请专业律师进行商标维权，iPad 商标和解金额显示了商标的价值，国内企业不应

该再认为知识产权毫无价值商标案件。”谢湘辉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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