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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标协会（INTA）在美国奥兰多
橙县召开
美国东部时间5月21日—25日，全球知识
产权领域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国际商标协
会（INTA）2016年年会将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奥兰多的橙县会展中心（OCCC）举办。5月22
日的奥兰多，将会是全球知识产权专业人士
瞩目的焦点，南京知识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
人、马鞍山办事处(分所)负责人蒋海军律师
参加了该盛会。

魏则西之死，竞价排名之伤
5月1日,一篇微信文章《一个死在百度和
部队医院之手的年轻人》刷爆朋友圈。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学生魏则西,在两年前体检出
滑膜肉瘤晚期,通过百度搜索找到武警北京总
队第二医院,而在其花费将近20万元的医药费
后,仍不治身亡。
而在经各大媒体的不断调查跟进持续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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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们发现,这名年仅21岁的大学生之死,与
中国最大搜索引擎“百度”和知名三甲医院
“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有着难以切割的
内在关联。
此后,魏则西通过百度搜索找到武警北京
总队第二医院,医生称从国外引进的疗法可
“保20年”。但其在接受4次治疗、花光了家
里东凑西借的20多万元后,仍没有明显效果,
并于今年4月12日去世。
此次事件中,百度搜索和百度推广也被推
上舆论挞伐的风口浪尖。
在这起事件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当属百度
搜索。4月28日,百度曾在其“百度推广”微
博账号中对此事回应称,该医院是一家公立
三甲医院,资质齐全。但是,媒体登录武警北
京总队二院的官方网站后却发现,该主办单
位ICP备案主体是个人,而非医院。注册信息
中,北京武警二院注册人单位为:KangXin
Hospital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IP界大事记

“科技三会”在京召开 总书记发表讲
话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全国科技创新大
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
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30日上午隆重召开。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强调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
路，加快各领域科技创新，掌握全球科技竞
争先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与会人
员中引起强烈共鸣，会场多次爆发出热烈掌
声。
总书记说，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
务，而不能让人的创造性活动为经费服务；
尊重科研灵感的瞬间性、方式的随意性、路
径的不定性等特点，允许科研人员自由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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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不要用死板的制度
约束科学家的活动；许多科研必须着眼长远，不
能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要让领衔科技专家有
职有权，有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更大的经费
支配权、更大的资源调动权；防止瞎指挥、乱指
挥；让科研人员少一些羁绊束缚和杂事干扰，科
技成果不是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管出来的；加大基
础研究长期稳定的支持力度，到2020年研发投入
强度达到2.5%；力争建国百年时建成世界科技强
国，等等。这些话非常务实，点到了许多一线科
研工作者的“痛处”，大家感到中央领导解决问
题的决心极大，正在全力以赴催生科技创新的春
天。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具有重要影响
力的科技大国，中国在“十三五”开局之年召开
的“科技三会”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
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把科技创新摆在
更加重要位置，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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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TD,中文名称为“康新医院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据了解,细胞免疫治疗难度并不高,
不过在操作中规范化、无菌化和风险控制极
其重要,所以,有能力的医院自己做符合GMP标
准的细胞操作间,没能力的则是将相关业务
外包给多家生物公司来做。由康新公司“承
包”或“入股”的武警北京总队二院肿瘤生
物中心属于后者。经媒体调查,康新公司的技
术合作伙伴是上海柯莱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老板是莆田人士陈新贤和陈新喜兄弟。媒体
曝出,康新公司通过承包科室等方式,管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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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立医院肿瘤科室,从事医院和科室官网建
设和维护、百度竞价、在线咨询导医,甚至
直接参与临床治疗；陈新贤与其弟陈新喜的
柯莱逊生物公司为这些肿瘤科室提供技术服
务。

南京市知识产权服务联盟授牌仪式在
南京举行
2015年4月22日，南京市举行第16个世界
知识产权日宣传周启动暨南京市第13期企业
家知识产权高研班开班和南京市知识产权服
务联盟授牌、“我的麦田”知识产权公共服
务平台建设签约仪式。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副
局长施伟、南京市科委副主任、市知识产权
局局长刘小斌、南京市科委副主任、市知识
产权局副局长黄榕、金陵科技学院副校长宋
丁全、中国软件谷管委会副主任卞艳艳、省
专利信息服务中心主任杨玉明、市知识产权
局综合管理处处长牟晓健、市知识产权局执
法处处长邵苏清、北京银行南京分行副行长
孙誉清、各区（园区）知识产权局局长、南
京市知识产权人才培训基地负责人、南京市
科技银行代表、南京市知识产权服务联盟成
员单位、第十三期企业家知识产权高级研修
班全体学员参加了上述活动。南京市科委副
主任、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黄榕主持活动仪
式。
在南京市知识产权服务联盟授牌仪式上，
南京市知识产权服务联盟秘书长汪旭东介绍

了联盟成立的背景和筹备情况以及南京市知识产权服
务联盟章程的主要内容。
组建知识产权服务联盟是《南京市“十三五”知
识产权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确定的重点任
务，是南京市实施知识产权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的主要
工作内容。
南京市知识产权服务联盟由不同组织形式、不同
服务类型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本着共同的发展理念和
服务追求，在自愿、平等、合作的基础上组成。联盟
以共同的章程为契约基础，以整合知识产权服务资源
和力量为目的，以促进知识产权研究和服务的发展为
纽带，以行业规范和自律为工作中心，以开放性、非
盈利性为特征。联盟接受南京市知识产权局的指导。
2016年4月15日，南京市知识产权服务联盟发起单
位举行了首次成员大会，会议通过了《南京市知识产
权服务联盟章程》，决定了联盟理事长、秘书长。江
苏省专利信息服务中心主任杨玉明任联盟理事长、南
京知识律师事务所汪旭东任联盟秘书长。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施伟向南京市知识产权
服务联盟授牌。
南京市科委副主任、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刘小斌，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施伟分别发表了重要讲话，
对南京市知识产权服务联盟的成立表示祝贺，对联盟
成立的意义给予充分肯定，对联盟如何开展好工作，
发挥积极作用提出了要求。

南京知识律师事务所荣获“江苏省优秀律师
事务所”荣誉称号
根据《江苏省司法厅 江苏省律师协会关于表彰江
苏省优秀律师事务所、江苏省优秀律师的决定》，南
京知识律师事务所在近年的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始终坚持依法诚信规范
执业，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得到了各级党
委政府、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成为了政
治过硬、业绩突出、诚实守信、甘于奉献的优秀律师
事务所。
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树立律师行业先进典
型，引领行业发展方向，激励全省律师事务所和律师
进一步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
坚定性，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江苏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省厅、省律师协会决定授予南京知识
律师事务所等50家单位“江苏省优秀律师事务所”荣
誉称号，授予100名律师“江苏省优秀律师”荣誉称
号。

南京知识律师事务所荣获“知产宝”2015 年
度专利民事榜第一名
2016年4月15日，知产宝中国知识产权司法数据研
究中心宣告成立。首个由第三方发布的中国司法机关
数据分析报告——知产宝（IPHOUSE）《北京知识产权
法院司法保护数据报告（2015年度）》公开发布。同
步揭晓的还有，备受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关注的“知产
宝中国知识产权律所（代理机构）诉讼排行榜（2015
年）”。
南京知识律师事务所，在该次的数据分析中，荣
获“专利民事榜”第一名。5月11日，南京知识律师事
务所刘丰律师代表本所前往会场领奖。
南京知识律师事务所主要服务领域：知识产权民
事、知识产权行政、知识产权刑事领域的诉讼和非诉
讼法律咨询服务，包括文案制作、管理设计、风险防
范、预警评价、非诉讼代理、诉讼代理、刑事辩护
等。

工信部杜娇处长就“标准必要专利与产业发
展前沿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与知识律师事
务所各位律师、代理人进行学术交流
6月29日，工信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科技处
长杜娇受南京知识律师事务所蒋海军律师邀请，到南
京知识律师事务所就“标准必要专利与产业发展前沿
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与知识律师事务所各位律师、
专利代理人开展学术交流。
交流会开始前，知识所汪旭东主任、蒋海军律师
代表知识所同仁对杜处长此次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会
上杜处长就“标准专利与产业发展”与知识所律师展
开讨论，就“标准的影响力、何为标准中的必要专
利”等知识产权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举了大
量的案例多方面多角度的讲述了各种解决方案。交流
环节中，知识所律师就自己所关心的知识产权问题向
杜处长提出交流，对于标准专利结合时，是否会有强
制性许可、专利池是否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分、如何定
义专利池等问题展开热烈探讨。

JOURNEY A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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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例电子竞技类游戏赛事网络
直播引发的纠纷案终审判决
近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对上诉人广州斗
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斗鱼公司”）
诉被上诉人上海耀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
称“耀宇公司”）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
纠纷上诉案作出二审判决，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纠纷的起因是斗鱼公司未经授权以通过客
户端旁观模式截取赛事画面配以主播点评的
方式实时直播2015年DOTA2亚洲邀请赛，而被
上诉人耀宇公司拥有该赛事在中国大陆地区
的独家视频转播权。斗鱼公司在视频转播过
程中，画面中有耀宇公司LOGO。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网络用户仅能在斗
鱼公司直播的特定时间段内观看正在进行的
涉案赛事，耀宇公司主张被侵害的视频转播
权既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亦不属于其他
法定的著作权权利，且比赛画面不属于著作
权法规定的作品，故耀宇公司关于斗鱼公司
侵害其著作权的主张不能成立，但认定斗鱼
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遂判决其承担消除影
响、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10万元。
一审判决之后，斗鱼向上海知识产权法
院提起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至此，该案以斗鱼公司不正当竞争为由，
判决其向耀宇公司赔偿经济损失110万元人民
币。
该案引起业界注意的原因在于，这是国内
首例电子竞技类游戏赛事网络直播引发的著
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上海知识产
权法院认定，对电子竞技类游戏赛事网络直
播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该
直播视频的播放行为也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
权。该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依据《反
不正当竞争法》作出判决。

华为起诉三星 专利大战即将爆发
5月25日凌晨，华为宣布在美国和中国提

起对三星公司的知识产权诉讼。
5月25日，华为公司在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和美
国加州北区法院对韩国三星电子公司提起知识产
权诉讼，指控后者侵犯了华为的专利。华为在诉
讼中表示，此次诉讼涉及的专利包括4G标准和智
能手机功能，这些专利对智能终端产品的用户体
验和互联互通十分重要，对三星电子的产品有很
高的价值。
华为还称，公司曾尝试着通过公平、合理的
协议把庞大的专利组合授权给三星电子，但双方
未能达成一致。华为在诉讼中并未要求美国法院
颁发禁售令，在美国市场禁止销售侵权的三星电
子产品。
目前尚不清楚华为在中国诉三星的具体情
况，只知道起诉法院在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此
外，与美国诉讼中仅涉及LTE标准专利不同，中
国的涉案专利会有手机功能相关的专利。
而美国的诉讼信息相对多一些，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在加州北区地区法院状告三星电子、三星
电子（美国）和三星研究院（美国）。而值得注
意的是，向公众公开的起诉书是编辑加密的版本
（Redacted version），由该起诉书可以得出的
信息是：华为此次在美国的起诉除了专利侵权诉
讼，还有一项被保密的民事诉讼请求。
对此，三星方面立即做出回应。三星电子知
识产权（IP）中心副社长安承镐（音译）表示，
三星电子不会“坐以待毙”，目前公司已获悉诉
讼内容，并正在商讨具体的应对模式，不排除以
包括反诉等方式，积极应对本次法律争端。

“专利流氓”Uniloc在美起诉腾讯
腾讯或将陷入诉讼泥沼

利流氓Uniloc将腾讯美国有限责任公司（Tencent
America LLC）和腾讯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Holdings
Limited）诉至德克萨斯州东部联邦地区法院。Uniloc
起诉的理由是腾讯时下最炙手可热的交互软件产品“微
信”中的语音信息和文字信息侵犯了Uniloc持有的与电
话会议系统相关的2项专利。据悉，Uniloc曾用此次涉
案的2项专利起诉过多家企业，其中也包括华为。
Uniloc的创始人RicRichardson曾表示，Uniloc并
不是“专利流氓”，而是一家具有实际应用技术的计算
机软件公司。事实上，Uniloc曾经的确是一家来自澳大
利亚的计算机
软件公司，成立于1992年。此公司曾专注于计算机
安全和版权保护软件的研发与生产，例如Try and Buy
软件。然而，与其他著名的软件公司不同，使其广为人
知的并不是某款受欢迎的软件，而是其在诉讼领域的疯
狂举动。
据笔者调查，此次涉案的2项专利也曾使Genband
US LLC与其达成和解。可见，腾讯此次面临的会是一场
棘手的官司，对方不仅有丰富的专利诉讼经验，其专利
的杀伤力也不容小觑。

2016年5月30日，曾告赢过微软的老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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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虎”诉“陆风”外观设计专
利案 双方专利均被无效
隶属于印度塔塔汽车公司旗下的英国豪
华汽车品牌捷豹路虎（JLR）已正式起诉中
国江铃汽车公司，指控江铃旗下的SUV陆风
X7车型涉嫌抄袭路虎揽胜极光（RangeRover
Evoque）的车型设计。此外，路虎曾于2006
年因陆风汽车注册的“LAND WIND”英文商标
与其“LAND ROVER”过于相似，将陆风汽车
告上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陆风汽车最终获
得了“LAND WIND”在欧盟的注册商标。
路虎揽胜极光于2010年12月在广州车展
上全球首发，2011年下半年正式进入中国市
场。陆风汽车是江铃公司旗下的汽车品牌，
其中代号为E32的车型被定名陆风X7。陆风X7
首发于2014年广州车展，并于2015年8月6日
正式上市。
路虎公司于2011年11月24日就揽胜极
光车型提出了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申请号
为201130436459.3；江铃公司针对陆风X7
的设计于2013年11月6日申请了申请号为
201330528226.5的外观设计专利。
由于江铃公司的陆风X7也拥有外观设
计专利，因此路虎公司为防止江铃公司
“反咬一口”，须将江铃公司专利号为
201330528226.5的外观设计专利无效掉，然
后再以自己的201130436459.3号外观设计专
利作为基础对江铃公司提起专利侵权诉讼。
因此，路虎公司于2014年7月25日率先提出了
对江铃公司的无效宣告请求。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2016年6
月3日公布的第29146号决定书认为，江铃公
司的陆风X7外观设计专利与路虎公司的揽胜
极光具有基本相同的车身立体形状和设计风
格，两者在整体视觉效果上没有区别，因此
涉案专利（陆风X7）不符合专利法第23条第2
款的规定。该涉案专利毫无悬念的被宣布无
效。
然而令路虎公司没想到的是，江铃
公司也于2015年2月16日针对路虎公司
201130436459.3号外观设计专利提出了专利
无效宣告请求，理由是该专利不符合专利法
第23条第1款的规定，即该外观设计属于现有
设计。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根据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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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公布第29147号决定书，江铃公司
提交的证据竟然是路虎公司于2010
年12月在广州车展展出的“揽胜极
光”。
路虎公司的外观设计申请时间是
2011年11月24日，而广州车展展出的
揽胜极光时间为2010年12月20日，
即申请专利是在车展展出将近1年后
才提出。按照我国专利法的规定，该
外观设计申请在申请时已属于现有设
计，丧失了新颖性，不能被授予专利
权，因此路虎公司的外观设计专利
（揽胜极光）被宣布无效也就顺理成
章了。

“好声音”案情一波三折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开出首个诉
前禁
Talpa公司（以下简称T）创作了
“The Voice Of China”，该节目在
全球多地播出，颇受欢迎。后灿星买
了该节目版权，以“The Voice Of
China中国好声音”为名，播出四季
节目。灿星公司还想着趁前四季的热
度，继续火一把。结果T涨价了，灿
星公司不买了，人家改原创了。原创
的地方就是几个导师不再转椅子了，
改成车轮了。灿星公司还注册了“中
国好声音”等好几个商标。你T家的
节目叫“The Voice Of China”，那
不是“中国之声”嘛，我这是“中国
好声音”和你可不一样哦。你那是两
截手指头拿个麦克风，我这是“大
V”和你差远了。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受理唐德公司
诉灿星公司案后，对灿星公司开出了
其创立历史来第一个诉前临时禁令。
6月22日唐德发布《唐德影视关
于诉前保全的声明》，支持北京知识
产权法院日前做出的保全裁定：禁
止灿星使用“中国好声音”、“the
Voice OfChina”字样的节目名称及
相关注册商标。但就在几小时之后，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庭作出明确裁
决：驳回Talpa对其拥有“中国好声
音”五个中文字节目名称的宣告要

求。几个小时后，有消息爆料“中国
好声音香港中期裁定内幕：灿星断章
取义，混淆视听”。
后灿星公司申请诉前临时禁令复
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举行听证会
后，维持其诉前禁令裁定。
7月初，“中国好声音”正式更名
为“中国新歌声”。该案目前尚在审
理中。

新百伦案公开宣判，9800
万赔偿变500万
2016年6月23日下午3时，广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对周乐伦诉新百伦贸易
（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市盛世长运
商贸连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
案公开进行宣判。
周乐伦申请注册第4100879号“新
百伦”商标。后于2008年1月7日获准
注册，核定使用在第25类“鞋（脚
上穿着物）；靴；拖鞋；T恤衫；服
装；皮衣；袜；领带；皮带(服饰
用)；运动衫”等商品上，注册有效
期限自2008年1用7日至2018年1月6日
止。
2012年3月，周乐伦发现新百伦
贸易（中国）有限公司在在线上线下
开设多家专卖店，使用“新百伦”
商标销售其鞋类服饰产品；新百伦贸
易（中国）有限公司在商业推广活动
中使用“新百伦”商标进行宣传、推
广；广州市盛世长运商贸连锁有限公
司在销售新百伦贸易（中国）有限公
司的鞋类服饰产品过程中使用“新百
伦”商标标识。周乐伦认为，新百伦
贸易（中国）有限公司和广州市盛世
长运商贸连锁有限公司使用“新百
伦”标识的行为，侵犯了其“百伦”
及“新百伦”注册商标专用权，故诉
至法院，请求判令新百伦贸易（中
国）有限公司和广州市盛世长运商贸
连锁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新
百伦贸易（中国）有限公司赔偿其经
济损失人民币9800万元。
新百伦贸易（中国）有限公司主
张其对“新百伦”的使用是基于善意

在先使用，且其将“新百伦”用作
“NEWBALANCE”商标的中文翻译、产
品的中文名称、品牌所有人名称的中
文翻译属于合理使用，并以此为由主
张其未侵犯原告注册商标权，被告广
州市盛世长运商贸连锁有限公司则提
出合法来源抗辩，主张其销售的被诉
商品及派发的宣传手册均属依合同合
法取得。
一审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
决：
一、被告新百伦贸易（中国）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立即停止将“新百伦”用于标识及宣
传其商品的侵害原告周乐伦第865609
号“百伦”、第4100879号“新百
伦”注册商标权的行为；
二、被告新百伦贸易（中国）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日内赔偿原告人民币9800万元（含
合理支出）；
三、被告新百伦贸易（中国）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曰起
三十日内在其开设的“新百伦（中
国）官方网站”首页及其在“天猫商
城”开设的“NewBalance旗舰店”、
“NewBalance童鞋旗舰店”的首页刊
登声明消除影响（内容须经本院审
定.刊登的字体不得小于网页首页正
文字体）；
四、被告广州市盛世长运商贸连
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曰起立即停止侵害原告周乐伦第
865609号“百伦”第4100879号“新
百伦”注册商标权的销售行为；
五、被告广州市盛世长运商贸连
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曰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周乐伦合理支出
人民币5000元；
六、驳回原告周乐伦的其他诉讼
请求。
二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
维持其他项一审判决，变更赔偿额为
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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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苏沛：南京知识律师事务所专利律师，专注专利 16 年，
专业从事专利申请、专利无效、专利诉讼等专利实务工作。
联系方式：E-mail: zhangsp@cnip.cn

张苏沛律师：
从iPhone6被裁定侵权谈外观设计专利

2016年5月19日，北京市
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公布，
京知执字（2016）854-16号
专利侵权执法决定：苹果
iPhone 6/Plus两款手机的外
观设计，侵害中国佰利公司
的专利权，禁止苹果公司在
北京销售该产品。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认为，
经过比对，iPhone 6/Plus
两款手机与佰利公司的“手
机（100C）”（专利号：
ZL201430009113.9）虽有差
别，但一般消费者难以注意
到，认定二者无显著区别。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60
条作出决定，禁止苹果公司
销售被控侵权产品。
苹果公司对此已提出行政
诉讼。
专利法第六十条规定：
“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
其专利，即侵犯其专利权，
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
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
成的，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
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也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
的部门处理。管理专利工作
的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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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立的，可以责令侵权人
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当事人
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通
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向人民法院起诉；侵权人期
满不起诉又不停止侵权行为
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
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进行处理的管理专利工作的
部门应当事人的请求，可以
就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进
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
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
起诉。”
因此，苹果公司向北京
市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有其法律依据，若一审
判决后，任何一方不服，还
可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

以下从律师角度来审视iPhone 6/Plus两款
手机的外观设计侵权与否？
这就是传说中的专利：手机（100C）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
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人
民法院应当以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一般消费者
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判断外观设计是否相
同或者近似。”第十一条：“人民法院认定外
观设计是否相同或者近似时，应当根据授权外
观设计、被诉侵权设计的设计特征，以外观设
计的整体视觉效果进行综合判断；对于主要由
技术功能决定的设计特征以及对整体视觉效果
不产生影响的产品的材料、内部结构等特征，
应当不予考虑。下列情形，通常对外观设计的
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影响：（一）产品正常
使用时容易被直接观察到的部位相对于其他部
位；（二）授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
计特征相对于授权外观设计的其他设计特征。
被诉侵权设计与授权外观设计在整体视觉效果
上无差异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两者相同；在
整体视觉效果上无实质性差异的，应当认定两
者近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
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
条：“人民法院在认定一般消费者对于外观设
计所具有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时，一般应当
考虑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授权外观设计所属相
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设计空间。设计空间较
大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一般消费者通常不容
易注意到不同设计之间的较小区别；设计空间
较小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一般消费者通常更
容易注意到不同设计之间的较小区别。”
iPhone 6/Plus是否侵犯涉案专利，不能简
单说“相似”或者“不同”，也不能说“相似
度80%以上”（某手机设计师语）就是侵权，而
应该首先分析涉案专利与现有设计的区别，然
后再判断被控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的差异，以
及被控侵权产品与现有设计的相似度。
为了加强感性认识，以iPhone 4S（2011年
11月5日上市）为例。iPhone 4S外观设计早于
涉案专利申请日（2014年1月13日申请），属于
现有设计。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所谓“无显著区别”，
是从整体观察、综合比较的角度所得出的结

国内旅游

论。为了形象理解，本律师从7处设计点来进行比较：
1、主视图
现有设计：听筒（居中，细长）+摄像头（左侧）+光线
感性孔（居上）；突显HOME键（下中）
iPhone 6/Plus：听筒（居中，细长）+摄像头（左侧）
+光线感性孔（居上）；突显HOME键（下中）
涉案专利：听筒（居中，细长）+摄像头（右侧）+光线
感性孔（无）；三浅色键（下左中右）
2、后视图
现有设计：摄像头+闪光灯（左上角平行布置）
iPhone 6/Plus：凸眼摄像头+光线感性孔+闪光灯（左
上角平行布置）；上下对称白色梯形装饰线
涉案专利：摄像头+光线感性孔+闪光灯（左上角垂直布
置）
3、左视图
现有设计：静音键；两圆形音量调节键；上下黑色装饰
线
iPhone 6/Plus：静音键；两条形音量调节键；上下白
色装饰线
涉案专利：条形SIM卡槽及孔
4、右视图
现有设计：条形SIM卡槽及孔；上下黑色装饰线
iPhone 6/Plus：条形开关键；静音键；条形SIM卡槽及
孔；上下白色装饰线
涉案专利：长条形键+短条形键
5、俯视图
现有设计：圆形耳机插口+光线感性孔+条形开关键
iPhone 6/Plus：光滑全包裹曲面
涉案专利：圆形耳机插口
6、仰视图
现有设计：短条形话筒和装饰钉对称分布于长条形电源
插口两侧
iPhone 6/Plus：圆形耳机插口+光线感性孔+装饰钉+短
条形电源插口+装饰钉+6个话筒孔依次排列
涉案专利：短条形电源插口+光线感性孔
7、其他观察
整个手机外型四周均为R角圆弧过渡；现有设计侧面为
金属带，略厚；iPhone 6/Plus和涉案专利侧面为全包裹曲
线，略薄
例如专利申请策略不当……这些说了一遍又一遍，不说
也罢。
只有在完成下列所有工作的情况下，企业实施自己的专
利，不会产生专利侵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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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发立项时全面进行了专利检索；
在专利检索基础上，避开或解决了所有障碍
专利；
专利申请前再次检索确认；
高质量完成专利申请；
实际生产时的任何改进、变化均进行检索确
认，并改善或提交后续申请；
产品销售前再再次检索确认。
当然，万一检索结果不全不准呢？侵权的风
险还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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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静律师：从专利出发系列之五：企业
老总的三大专利“盲区”
导语：
前文我们讨论了企业常见的专利工作误区。这些工作错
误的产生，更多的是源于企业管理者对于专利制度的误解，
正是企业老总的这些专利“盲区”导致企业专利布局失效。
盲区一：专利申请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技术成果，因此，
就自己的技术成果内容进行专利申请就可以达到保护的目
的。
在知识产权宣传时，我们经常说，要通过专利保护你的
技术成果。专利申请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技术成果，这句话
没有错。然而，深究一下，专利是如何你的技术成果的？它
的保护机制是什么？你向公众公开你的技术成果，国家授予
你一项“专制权”，即：未经你的许可，任何人不可以实施
你的技术成果；如果要实施，必须获得你的“通行证”（实
施许可）并且留下“买路钱”（实施许可费）。因此，专利
保护的本质是设置市场壁垒。
就“设置市场壁垒”的终极保护目的而言，仅仅就自己
的技术成果内容进行专利申请布局，显然远远不够。
举一个例子：A 公司就现有复印机复印成件上经常出现
复印墨点的问题，研发了一种新型墨粉，经反复试验，该墨
粉中添入 X1—X2% 重量比的化合物 Y 后，可以消除复印墨点
问题。A 公司就此技术成果进行了专利申请并获得授权。然而，
很快地，大量的同业生产者开始销售类似新型墨粉。但拥有
新型墨粉产品专利的 A 公司却无可奈何。为什么？说好的专
利保护呢？
同业仿制的新型墨粉添入了化合物 Y，但是其重量比含
量不在 X1—X2% 范围内。根据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全面覆
盖原则，同业仿制销售新型墨粉并未侵犯 A 公司的专利权。
问题出在哪里？专利申请。
立项时，确定要“消除复印墨点”，研发也围绕着要“消
除复印墨点”，专利申请时，顺理成章地以“消除复印墨点”
为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因此专利申请的技术方案必须是“一
种墨粉，其中添入 X1—X2% 重量比的化合物 Y”。这是目前
大多数企业在专利申请中的通病。
然而，如果跳出技术成果本身，站在同业者的角度，企
业会很容易地发现，本次研发成果的根本性贡献在于，发现
在墨粉中添入化合物 Y，可以减少复印墨点的出现；“添入
X1—X2% 重量比的化合物 Y”以完全消除复印墨点，只是其
中优化的技术方案。因此，如果将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由“消
除复印墨点”转换为“减少复印墨点”，就可以得到仅限定“添
加有化合物 Y 的墨粉”的专利保护方案，该方案显然能够更

有效地阻击同业者仿制侵入。
如何设置市场壁垒？简要来说，三点：
第一，考虑企业市场经营循环全过程，首尾相顾。
例如成套业务与零部件供应、采购（ 零部件专利），
例如生产设备制造商与使用厂商（相关工艺 专利）
等等，上下左右都关照到。
第二，考虑市场，而不是仅仅考虑技术成果本身。
假想自己是竞争对手，在面对自己的专利产品时，可
以做哪些改变，避开或越过你的专利壁垒，尤其是那
些省略化或替代性的技术方案。
第三，考虑专利申请的全局性、连续性、完整性、
有效性 。越是核心技术，越要不断研发，申请周边
专利，以保障新事业的发展不受他人干扰 。这包括：
对自己所用的技术设置参与壁垒，也对自己的市场设
置参与壁垒（针对自己不使用的技术），避免市场份
额被切割。
专利布局的最高境界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
无路可走 。
盲区二：专利申请越快授权越好。
国家局实行的加急审查程序能够很好地满足诸多
企业关于“专利申请快快授权”的诉求，因此，许多
企业老总很喜欢发明专利申请加急审查程序。一件发
明申请，四、五个月就授权，想着就爽。
然而，对于专利申请正常化的企业来说，加急审
查程序只是非常状态下一个应急手段，不到万不得已，
不宜采用。
为什么？
加急授权的“副作用”如下：
1、费用提高。启动加急审查程序的前提之一是提
供检索报告，需要额外缴纳检索费，同时，基于时限
要求，相应的专利代理费用也有所增加。
2、必须提前公开。公开申请文本是实质审查启动
的前提，要加快审查，必须选择提前公开，这可能会
影响企业专利申请的时间筹划。
3、保护范围缩水。加急审查要求申请人必须放弃
主动修改期，这不仅要求专利申请初稿的高质量，还
要求申请人对于专利保护市场的准确预期，但这往往
很难做到。同时，专利授权也意味着分案机会和国内
优先权的消失。这些都可能造成目标专利的保护范围
缩水。
一句话，正是因为授权进程太快，才可能导致申
请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玩一些“花样”申请。例如以
延迟公开为策略的“潜水艇申请”，例如有利于系列
申请延续性的优先权和分案“福利”利用，例如以干
扰竞争对手的规避策略为目的的后续申请……。
专利申请后，不需要太着急地要授权。申请人大

可以气定神闲地下好自己的一盘专利棋，耐心地与审
查员就专利权利保护范围讨价还价，耐心地监控市场
和竞争对手的变化，适时调整专利申请布局……让专
利申请成为一柄悬在对手头上的剑。
当然，专利申请授权的进程也不能太长，否则，
产品生命周期都终结了，还要专利做什么？
盲区三：实施自己的专利不会产生专利侵权风险
在进行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状况调查时，经常有企
业老总说，我们用的都是自己的专利，不存在专利侵
权的问题。
实施自己的专利还会有专利侵权风险吗？这专利
不是我自己的权利吗？自己不能用，还叫自己的权利
吗？……
仔细看看专利法，我们会看到，专利权的权利实
质内容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
专利权人许可，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专利权并非
实施权，而是排他权。
比如笔者在《一个案例搞懂专利怎么玩》中的举例，
那个吸管的例子。就是说，作为 D 专利的权利人，你
有权利禁止他人生产 D 专利产品，但不能当然地认为，
你有权————生产 D 专利。因为 D 专利产品可能还
涉及他人的 A 专利、B 专利或 C 专利。
专利权的“排他”范围和效力决定一项专利的价
值 。其中，专利价值最根本的决定因素之一是，该
专利是否受到其他专利排他权的限制。
以下情形均可能导致专利受到其他专利排他权的
限制：
例如申请滞后，让对手抢了先机，自己的专利反
而成了对手专利的从属专利；
例如针对关键技术仅申请一项或太少量专利 ，让
对手从容地“捡漏”，形成外围专利或补充专利；
例如专利申请质量低劣，专利保护方案与实际营
销产品方案南辕北辙，实销产品反而踏入他人专利保
护范围；
例如专利申请策略不当……这些说了一遍又一遍，
不说也罢。
只有在完成下列所有工作的情况下，企业实施自
己的专利，不会产生专利侵权风险：
在研发立项时全面进行了专利检索；
在专利检索基础上，避开或解决了所有障碍专利；
专利申请前再次检索确认；
高质量完成专利申请；
实际生产时的任何改进、变化均进行检索确认，
并改善或提交后续申请；
产品销售前再再次检索确认。
当然，万一检索结果不全不准呢？侵权的风险还
会存在。

结语 ：
专利只是保护技术成果的一个工具。如果使用不
当，不仅无法起到保护的作用，反而使技术遭到更便利
的窃用，成为大家共享的免费午餐。
对于企业老总，以下三点已无需细说：
1、专利可以成为增强合同谈判力和约束力的砝码
。
2、任何交易中，知识产权权利归属是最重要的 。
3、扫清他人“专利障碍”是市场战略制定的基本前
提 。
作者简介：

陈静:
南京知识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南京市律师协
会知识产权业务委员会主任，专业从事知识产权
法律事务十余年。
联系方式：025-83716528-8147、chenj@cni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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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访学心得系列
-- 关于电商专利服务免费的思考

15

Foreign Scenery 彼岸风情

5月5日微信公众号IPRDAILY以《专利服务也要
免费！》报道了知果果的全新战略，知果果的报
道引起了行业内的震动。知果果两年前提出商标
注册的免费服务开始，不少行业内的相关网站和
公司在商标和专利申请领域也采取低价和免费服
务，所采纳的模式和发展战略与知果果类似。争
论也好，反对也好，这些服务都在前行中。
所有的服务最后谁来买单？那只有且肯定是
客户。无论是名义上的“免费”还是实质上的不
收费，客户将会最终为这个服务来承担责任。如
果我们仔细分析知果果的宣传，就可以清楚的知
道免费的核心是“专利服务的免费业务”，专利
服务有很多项，如从一项技术方案出发，可提供
的服务有：专利附图的绘制，专利文件的撰写、

17

专利申请的提出、专利费用的缴纳、专利申请中的变
更、修改、专利审查意见的答复、专利授权年费的缴
纳、专利被无效宣告的代理等等。这些服务有的涉及
实际专利文件的修改，有的仅仅涉及专利流程的管
理，如专利年费的缴纳和专利变更服务，如果仅仅是
这些服务提供免费，那是宣传中的噱头。为了吸引人
气，提高知名度而采取的宣传手段。不可否认，即使
这样也必将引起行业内部的震动。
如果知果果提供的免费服务进一步，直接对于专
利撰写中的代理采取免费服务，那就更让人叹为观止
了。商标代理的免费虽然反响很大，但行业内人士都
清楚，由于商标的服务流程相对简单，很多内容可以
让申请人直接确定，所以免费服务是有可能的。其实
在这个之前，也有国外的服务机构提供过类似的商标

注册或者较低费用的直接申请服务。
就全世界各国现状而言，商标的代理有很
多国家不需要专门的执业许可，但很少听到
专利代理不需要执业许可，各国都认为专利
代理是个职业化非常高的工作，美国的专利
代理人考试对专业的名称和大学期间的学习
课程都有清楚的要求，如果没有达到相关理
工类的课程学习要求是无法参加考试的。
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下自己的感想：
欧美律师的收费标准
对世界发达国家的律师而言，收费基本
按照服务时间来计算，普遍而言，专利代理
人的收费标准基本上在200-1000美元之间，
提供诉讼服务的专利律师的收费标准更高
些（具体而言，一次专利审查意见答复收
费在1500-4000美元之间，一件发明专利申
请从申请到授权代理费基本在1 ~2万美元左
右）。与国内采取的一案收费制存在着很大

的区别。就收费问题我和欧美日韩澳的专利代理人和律师多
次沟通，希望考虑国内客户的现状予以提供一次性收费的服
务，绝大多数代理人和律师都对此予以拒绝，只有韩国的部
分律所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在申请前全部付费的收费
政策。四年前我曾经和德国专利代理人合作处理一个案子，
他在处理前摁下计时器，处理完记录时间，他还告诉我:“你
看，这个案子我答复只用了。。。。。。时间”，计费很简
单，乘以他的每小时收费就计算出来。这个收费制度现阶段
在国内很难普遍实施，首先是基于中国专利代理行业的习
惯；第二，中国的诚信体系还没有建立，申请人很难相信这
个时间是真实有效的时间，代理人也很难保证准确确定工作
时间。
二、为何西方发达国家没有知识产权电商服务
我一直疑问的是，欧美日这些国家的知识产权电商运行如
何？美国的网络非常发达，有着facebook、google和amzon等
国际网络巨头企业，如果说起知识产权网络电商，我想无疑
应该也是非常发达的。当我就这些问题和美国律所的合伙人
和专利律师沟通时，他们对我的问题都非常惊讶，知识产权
业务怎么能由网络来提供服务，尤其听到中国专利代理大量
存在的黑代理现象时，他们对此就更嘘唏不已了。在美国、
在欧洲如果你没有律师执业证或者专利代理人执业证，这可
就是要受到刑事处罚的。对于欧美绝大部分客户而言，他们
也不太会考虑费用的节省，对他们而言，知识产权的质量本
身远远比代理费用的节省来的更为重要，所以客户基本上不
会仅考虑服务价格来确定代理人。知识产权电商服务也就根
本不会有市场。
三、美国专利代理人和律师
在美国没有律师执照的专利代理人只能称为“patent
agent”，只有获得律师执照的专利代理人才能称为“patent
attorney”，对于其中的区别是非常清楚的，专利代理人只
能代理patent prosecution（专利申请、审查答复），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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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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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海军

美国专利代理人执业证

律师、专利代理人，南京知识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南京市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业务委员会副主
任 ， 现 为 美 国 华 盛 顿 大 学 （ 西 雅 图 ） 法 学 院 访 问 学 者 。 1997
年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获得工学学士学
位，其后在政府部门工作期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 2004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得理学硕士学位。现担任
多家公司的法律顾问及知识产权顾问，在知识产权诉讼、专利检索与分析、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
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尤其在环保、医药及软件领域。先后多次到欧美学习和参加国际知识产权
会议。十多年来专注于知识产权和公司法方向，关注知识产权的商业化运用。

能代理专利无效及诉讼。专利代理人考试的通过率
达到70%左右，但参加考试的人员资格审查是比较
严格的，很多的专利代理人的学位都是PHD，这也
就保证了提供专利代理服务的质量。
美国的律师法官法学教授是职业共同体，在三
者之间的职业互换并不是非常困难。这也是美国法
学教育所决定的，通常而言，经过三年严格的大学
法学院的教育获得JD学位的学生将来是法律职业从
业者的最重要的来源。就华盛顿州而言，律师资格
考试通过率是70%左右，对华大毕业的法学院学生
而言，通过率据说是90%，我认识的几位朋友今年
都先后通过了纽约州和华州的律师资格考试。对比
中国的通过率，那真是天壤之别了。
美国的律师执业证

四、对我们的启示
在两年前商标代理免费业务推出时，有几位同行
开玩笑时就提及“专利免费”也会“狼来了”，今天
当我们真正面对“狼来了”，如何做？笔者认为:
首先，要加强服务中“face to face”，提高和
发明人的沟通程度，深刻全面的理解专利交底书，更
为重要的是，不断用诉讼中的经验指导专利文件的撰
写。
其次，提高服务质量，电商提供的是标准化的程
序和服务，这样针对具体客户的要求时很难做到个性
化。专利往往涉及到相关的专业背景，电商提供的低
价服务很难招到高水平的专业人员，这样，客户为了
高质量的专业服务也不会选择电商。
第三点，优选客户，筛选客户。客户在选择代理
人和律师，同样，我们也更要选择客户。现阶段很多
客户的要求不同，很多客户仅仅只是为了获得一个证
书，客户不重视不了解专利质量，作为专业服务提供
者，当然也没有必要为此花费更多的时间为这样的客
户服务。
第四点，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提高服务层次，
知识产权电商只能提供基本层次的服务，如我们提供
的服务是别人不能提供的综合性法律解决方案，那自
然就不怕竞争。就如同我最近在给美国律师答复咨询
时提及的知识产权行政处罚的程序和问题、中美两国
专利外观设计无效程序的异同，这些针对具体问题的
深层次解答，是知识产权电商无法提供的。
无论如何，知果果的行动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
们所能提供的服务是什么？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我们
的方向在哪里？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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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雅琼律师：
百度，不只有竞价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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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则西之死，将百度“竞价排名”
推上了风口浪尖，一时间，百度成了众
矢之的。我并非爱落井下石之人，只是
想把自己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提出来，
趁热与业界人士探讨一番。百度提供的
服务颇多，除了百度知道这一搜索引擎
服务外，还有百度音乐、百度图片、百
度文库、百度贴吧等。纵观这些年的版
权司法实践，百度被版权人数次告上法
庭。百度文库自 2009 年正式上线后，
一直是盗版的重灾区，接受过各版权人
以及文学网站的轮番炮轰。那么，在这
些侵权行为中，百度的责任如何呢？探
讨百度责任的前提就是厘清百度在这些
服务中所承担的角色。

（ 一） 网 络 服 务 商 分 为 ICP
和 ISP
互联网是通过向广大网民提供各种
各样的信息服务作为它的运营模式，提
供服务的我们称之为网络服务商。网络
服务商是一个泛指的称呼，提供网络信
息内容及展示平台或者成为中介的都称
为网络服务商。根据提供服务的内容不
同，一般认为网络服务商主要有两大类：
网络内容提供商（ 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简称（ICP）和网络中介服
务 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简称（ISP）。ICP 则是指网络服务内
容提供商自己搜集、组织、编辑网络信
息然后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三大门户
网站搜狐、网易、新浪都是网络内容提
供商；ISP 是指网络服务商提供的只是
信息传播平台或者说是中介服务，其并
不提供网站信息的内容。

（二）百度的 ICP 角色
作者简介：
尚雅琼
南京知识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政法大学知
识产权法专业硕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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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内容提供商（ICP）往往通过整
合信息资源以自己的方式按照不同的种
类进行编辑、排列，呈现给网民是自己
收集或者转载编辑的内容，一般都对自
己的信息进行了加工而且也负有审核的
义务，因此一旦发布了侵犯他人著作权
的内容，很容易认定侵权。比如搜狐网
站未经别人允许转载别人的作品，毫无
疑问的构成直接侵权，侵犯的是版权人
的复制权和网络转播权，应承担过错责
任。对于网络内容提供商（ICP）的侵
权一般不存在争议。如果百度文库自己
转载并复制了部分作品放在自己的服务
器上，百度文库就变成 ICP 的角色，构
成直接对这部分作品的侵权。

（三）百度的 ISP 角色
通过提供因特网中介服务和信息传
播平台来实现自己的网络服务。ISP 本
身一般不是信息交流的主体，不作为信
息的传送、信息的内容以及信息的接受
者主体，同时不对信息做有效的编辑、
组织、加工和筛选，也没有审查义务，
ISP 只是提供一个信息传输的通道，或
者是提供一个信息储存的空间，或者仅
仅是技术支持。在信息传递的整个过程
中，网络服务商的服务往往都是通过计
算机技术或其他技术自动完成的。ISP
由于只提供传播平台等中介服务，他不
对信息进行编辑、筛选，也没有义务审
核。因此其本身具有的功能决定了他不
会直接侵犯著作权人的权益。但是作为
网络中介服务商作为信息在网络传输的
媒介，如果其传输的信息侵害了著作权
人权益，是否构成共同侵权或者间接侵
权。我国法律中没有关于间接侵权的直
接规定，在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中，认
定行为人构成间接侵权并判决其承担侵
权责任适用的法律依据为《民法通则》
第 130 条的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
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以 及《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贯 彻 执 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 若干问题
的意见（试行）》第 148 条规定，“教
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
同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民事责任。”
我国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 36 条
规定了间接侵权责任，其大致内容为：
“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
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
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
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
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
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
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
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
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
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当
百度作为一个网络服务提供中介时，应
当根据《侵权责任法》第 36 条第 2 款
和第 3 款的侵权责任，即间接侵权下
的共同侵权责任。
在前文中，我们厘清了百度在版权
侵权行文中的角色。百度作为 ICP 时，
是直接侵权人，作为 ISP 时，是间接侵
权人。但是，作为一个平台，百度总有
力所能及之时。

（一）百度避免责任的避风
港——“通知 + 移除”规则
作为 ISP，而不是侵权内容的直接
发布者，并非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被认
定为间接侵权。法律为 ISP 们提供了一
个避风的港湾，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避
风港规则”。 “避风港”规则，又被
称为“通知 + 移除”规则，“避风港”
规则是由美国司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适
用于在线版权的著名司法规则。最早适
用于版权领域，后来也被应用在搜索引
擎、网络存储、在线图书馆等方面。具
体指在发生版权侵权案件时，当网络服
务商只提供空间服务，并不制作网页内
容，如果网络服务商被告知侵权，则有
删除的义务，否则就被视为侵权。如果
侵权内容既不在网络中介服务商的服务
器上存储，又没有被告知哪些内容应该
删除，则网络服务商不承担侵权责任。
该规则在美国 1998 年通过的《数字千
年版权法》中确立。我国近年来伴随着
互联网飞速发展，互联网侵权案件的激
增也促使我们国家出台的法律法规援引
了“避风港”规则。主要体现在我国自
2006 年 7 月 1 号颁布的《信息网络传
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在《条例》第 20 条至第 23 条分别规
定了四种情况下的免责条款：(1) 第
20 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自动
接入服务、自动传输服务的，只要按照
服务对象指令提供服务，不对所传输的
作品进行修改，并不向其他人传输作品
可以免除责任；(2) 第 21 条规定了网
络服务提供者为了提高网络传输效率而
自动存储信息向服务对象提供的，只要
不改变存储的作品，不影响改作品网站
对该作品的监控，并根据改网站对作品
做相应的处置；(3) 第 22 条规定向服
务对象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的，只要
表明是提供服务，不改变存贮的作品，
不明知或者应该知道存储的作品侵权，
没有从侵权行为中直接获得利益，接到
权利人通知书后立即删除侵权作品；(4)
第 23 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搜索、
链接服务的，在接到权利人通知书后立
即断开与侵权作品的链接，但是，如果
明知或者应知作品仍链接的，应承担共
同侵权责任。这四条便是“避风港”规
则在我国法律中的体现。

（二）避风港里的红旗——
不允许百度做鸵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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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标准是指，当有关他人实施侵权
行为的事实和情况已经像一面色彩鲜艳的
红旗在网络服务提供者面前公然地飘扬，
以至于处于相同情况下的理性人都能够发
现时，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鸵鸟政
策”，像一头鸵鸟那样将头深深地埋入沙
子之中，装作看不见侵权事实，则同样能
够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至少“应当知晓”
侵权行为的存在。红旗标准同样来自于《数
字千年版权法》，用来判断网络服务提供
商是否应当知道相关侵权信息，如果根据
红旗标准能推断，网络服务提供商应当知
道相关侵权信息存在而没有及时删除，则
排除“避风港”规则的适用。
实际上对红旗标准的理解的关键涉及
到主观认识的范畴，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
的判断标准更多的应该以理性人在特定环
境下来进行判断其是否应当知道，应当综
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来进行判断。我国学
者对“红旗标准”有着非常系统的阐释：
“如
果网络服务提供商者对某一作品进行过宣
传、介绍或者推荐或者对被链接或搜索的
内容以及用户上传的内容进行归类编辑，
以及被侵权作品侵权内容点击浏览量和下
载量高就可以视为其明知或者有合理理由
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