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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使用手册
在商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为了比同行竞争者具备更强的优势，越来越多的公司都
热衷于投资研发新颖实用的产品。然而，如果对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权利一知半解甚
至一无所知，这些公司将无法获得研发投资的全部收益。

因此，知识产权对孕育创新至关重要。所有经营者，不论其规模或所处行业，都应该熟
悉知识产权。所谓知识产权是指公司或个人合法拥有商标、发明、设计或其它创新，并
且其它竞争者无权对上述产权标的进行复制。

作为世界领先的展览会主办机构，励展博览集团致力于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如何使用法
律保护创新方面的信息。

我们很高兴为您奉上这本实用手册。该手册不仅阐释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还介绍了
中国现行的各种形式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您可以采取何种措施保护和管理自己的知识
产权。虽然该手册提供了展会期间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综合信息，但不具备任何法律
效力，不足以构成法律方面的任何文件。

励展博览集团大中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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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知识产权对您的企业而言是宝贵的资产。了解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权利将有助于您：
■
■
■
■

通过向客户提供实用且独特的产品设计和技术，使您从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建立清晰的品牌差异化战略。
在未来对创新进行出售或特许，以增加公司收益。
加强企业品牌化管理。

在中国的展览会及知识产权保护
在筹划参与此类会展时，如何保护好知识产权也须加以考虑。
中国有关部门发布的规章措施为权利人及时有效应对知识产权侵权提供了良好的框
架性方案。
然而，要充分利用这些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积极主动地配合相关部门做好事前的准备
工作十分重要。做好中国知识产权方面的功课，并考虑聘请专业人士拟定最符合您具
体情况的全面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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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工作
您在筹划进入中国市场时对权利进行注册登记，是知识产权在中国获得保护的基础。以下基本举措将为知识产权保
护方案提供坚实基础：

商标
■
■

■

在中国申请注册您的商标。该程序约需2年到3年。
已取得指定中国的商标国际注册的，若要进行知识产权维权，需在中国取得商标
注册证明。该程序约需3个月。
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商标在中国政府主办的或者承认的国际展览会展出
的商品上首次使用的，自该商品展出之日起六个月内，该商标的注册申请人可以享
有优先权。要求优先权的，应当在提出商标注册申请的时候提出书面声明，并且在
三个月内提交使用该商标的证据等证明文件；未提出书面声明或者逾期未提交证
明文件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

著作权
■

中国是《伯尔尼公约》的成员国，任何产生于《伯尔尼公约》成员国的著作权在中
国是自动取得的。请核实此条件是否对您适用。不过，要在展会上以著作权为基础
采取维权行动，应先进行著作权登记。在中国，该程序约需1个月。

专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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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申请注册您的专利。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程序所需时间不超过1年。实用新
型专利的申请所需时间约1年，发明专利的申请所需时间约2年到3年。

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
2006年3月1日生效的《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涵盖了展示会、交易会以及各类经济
技术贸易展览会。该《办法》适用于商标权、著作权和专利权保护，为处理展会中发生
的各类知识产权侵权提供了框架。
该《办法》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对于会期在三天以上的展会主办方规定了一项义务，即
在必要时应设立解决侵权问题的知识产权投诉机构。该投诉机构旨在直接处理侵权
行为。该投诉机构的工作人员可对涉嫌侵权的展品现场取样。
投诉机构收到投诉后，应于24小时内移交地方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地方知识产权主管
部门应及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就此做出决定并及时通知各方当事人以及展会主办方。
案件于展会结束时尚未处理完毕的，可交由相关部门继续调查。
对基于知识产权投诉的侵权可能采取的处罚措施包括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
侵权展品及其宣传材料、罚款。两次侵权的参展方会被禁止参加下一届展会。
注意，未出席展会的外国权利人可以委托当地代理人提出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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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展博览集团采取的知识
产权保护措施
励展博览集团致力于向客户提供保护企业的创新成果的信息，同时我们还在展会现场
提供相关服务以帮助保护您的权利。在励展博览集团的展会上，我们将采取以下措施：
■

■

■

向所有参展商分发知识产权保护实用手册以便其知晓知识产权保护事宜，另外，若
需对相关事宜提出投诉，应联络何人。
在展会现场张贴知识产权保护海报以便让所有参展商及观众知晓知识产权保护事
宜。在这些海报上清晰列出处理知识产权侵权争议的步骤。这些海报以中英双语
印刷。
在展会期间设立知识产权保护办公室以确保快速处理投诉事宜。

展会知识产权侵权投诉联系方式

展会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处理流程图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COMPLAINING

FLOW CHART FOR HANDLING IPR INFRINGEM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S

DISPUTES DURING THE EXHIBITION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
SHANGHAI MUNICIP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BUREAU
投诉电话 (COMPLAINT HOTLINE):

投诉
COMPLAINT
投诉须符合有关条件
Complaint must satisfy the
relevant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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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条件
（一）合法有效的知识产权权属证明：
1. 专利：提交中国专利证书、专利公告文本、专利权人身份证明、专利
法律状态证明；
2. 商标：中国商标注册证明文件，并由投诉人签章确认，商标权利人身份证明；

审查
REVIEW
审查所提交的文件是否合法有效
Review of submitted documents to
verify they are legal and effective

上海市文化执法总队

受理
ACCEPTANCE
受理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投诉
Acceptance of complaints from
IPR 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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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涉嫌侵权的理由和证据；以及
（四）委托代理人投诉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注意：外国权利人委托代理人的，必须提交经公证认证的授权委托书。

SHANGHAI MUNICIPAL CULTURAL LAW ENFORCEMENT CORPS
投诉电话 (COMPLAINT HOTLINE):

3. 著作权：有效的著作权权利证明（最好是中国）、著作权人身份证明；
（二）涉嫌侵权当事人的基本信息；

REQUIREMENTS FOR LODGING A COMPLAINT
1.

Legitimate and effective certificates demonstra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wnership:

(1) For Patents: The PRC patent certificate, the text of the patent announcement,
patent owner's ID, certification on the patent's legal status;
处理
HANDLING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SHANGHAI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AND COMMERCE
投诉电话 (COMPLAINT HOT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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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现场调查并暂停涉嫌侵犯知识
产权的展品在展会期间展出
Conducting on-site investigation
and suspending any exhibition
item suspected of IPR infringement
during the exhibition

归档
FILING
作出处理决定后将投诉归档
Filing of complaint after
relevant decision is made

来源（Source）: SCHMITT ZUR HÖHE & FERRAN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现场展示的知识产权海报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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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or Trademarks: The PRC trademark registraion certification
document which shall be confirmed by the complainant chopping
the document with his seal, and the trademark owner's ID;
(3) For Copyrights: Effective copyright certificate (ideally the PRC), and
the copyright owner's ID;
2.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party suspected of having committed
and infringement;

3.

Reasons and evidence for any suspected infringement; and

4.

Where an agent is entrusted to file a complaint on behalf of any person,
the relevant Power of Attorney and the agent's ID should be submitted.

NOTE: If an agent is entrusted to act on behalf of the foreign IPR holder,
a notarized and legalized Power of Attroney must be provided.

来源（Source）: SCHMITT ZUR HÖHE & FERRAN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具体步骤
步骤1： 在展会首日，对展览项目进行普查，调查任何可能针对您企业产品的侵权行为。
步骤2： 一旦发现侵权行为，您应避免就侵权情形发生争吵。相反，您应该确保准备好所有可证明其存在侵权行为
的必要文件（见下文）和所有证据（如侵权展商的产品目录等）。
步骤3： 将上述文件及材料提交至励展博览集团展会的“知识产权办公室”作进一步处理。

需准备的材料
如欲针对展会上发现的侵权行为采取行动，则应事先将必要材料备齐。展会通常持续
时间较短，如文件材料有缺漏，难以当场补交。
以下是向展会投诉机构投诉时需提交的材料：
1. 合法有效的知识产权权属证明：
商标：商标注册证或商标注册证明，并由投诉人签章确认，商标权利人身份证
明（比如企业登记证明）；
■ 著作权：有效的著作权权利证明（最好是中国的）、著作权人身份证明；
■ 专利：应当提交专利证书、
专利公告文本、专利权人的身份证明、专利法律状态
证明；
2. 涉嫌侵权当事人的基本信息；
■

3. 涉嫌侵权的理由和证据；
4. 委托代理人投诉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注意，外国权利人还可能被要求附送相关文件的正式中文译文。务必提前备妥。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注意，委托代理人的，需提交经公证机构认证的授权委托书。公证
认证程序可能需几个星期。在筹划和准备参加在中国的展会时应把这些情况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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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办公室提供现场
咨询
S&F Intellectual Property 公司从2007年开始派代表参与由励展博览集团中国公司（Reed Exhibitions China Ltd.）组织
的多种活动并就知识产权问题提供现场咨询。我们欢迎您造访S&F LAW的展位并会晤我们的专业人士。
我们也欢迎您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与S&F LAW就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交流：
联系人：
S&F LAW 北京办公室
史伟 先生
邮箱：edouard@sflaw.asia
电话：+86 (0)10 8446 4788
传真：+86 (0)10 8446 4968

S&F LAW 上海办公室
李瑾 女士
邮箱：chris@sflaw.asia
电话：+86 (0)21 6323 2619
传真：+86 (0)21 6323 2629

其他提示
除了准备采取有关措施应对展会上的侵权之外，还应考虑知识产权对展位的总
体设计的影响。
尤应注意新设计和新技术在何处展示。对于展示程度和展示对象详加区分是很
重要的。同样，向参观者提供哪些样品亦需谨慎考虑。目前通行的做法是通过
搭建将参观者区分开，从而不致使任何路过者均能自由查看的相对封闭展位。
安排包括本地专家在内的适当人员亲赴现场以及时应对出现的问题也是十分
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