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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
冯雪彬
（致公党广东省委员会，广东广州，５１０６００）

摘要：驰名商标是知识产权领域保护的重要对象，随着中国加入ＷＴＯ后市场经济改革的迸一步深化和与世
界经济体系的关联性进一步加强，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对于保障中国商事安全和促进商事繁荣的重要性勿庸置
疑。中国在驰名商标方面的立法比较完善，但在对其认定和保护的实践方面还有不少需要探讨和厘清之处，该文
从分析驰名商标的概念入手，对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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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名商标又称著名商标、世所共知商标等，是指

１９９９年９月举行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联盟及世界

经过长期使用，具有良好信誉，为公众知晓和推崇的

知识产权组织大会通过。《联合建议》以最概括的

商标。驰名商标只能依据法律规定的条件由法律规

方式给出了认定驰名商标的基本原则，即主管机关

定的机关进行认定。驰名商标不仅受到国内法保

在认定一个商标是否驰名时应考虑可能推导出商标

护，而且受国际法的保护，尤其是受到ＷＴＯ规则中

驰名的一切情况。

ＴＲＩＰＳ协定的保护。

１驰名商标的定义、特点及认定标准

在中国，与驰名商标直接有关的规定主要有：
２００１年ｌＯ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修正的新《商标法》中的有关规定；

驰名商标不仅可以给企业带来源源不断的利

２００２年８月３日国务院令第３５８号公布的《商标法

润，作为知识产权，其本身也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

实施条例》中的相关规定；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２ １３最高

是一种巨额财富。但另一方面，驰名商标的“驰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千二百四十六次会议通过

名”，也会使驰名商标专用权更容易遭受他人的侵

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

害，故对驰名商标实行特别的认定和保护显得十分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相关规定；２００１年６月

重要。

２６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千一百八十二

目前，国际上与驰名商标直接相关的规定主要

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

有《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下称《巴黎公约》）

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１９６７年文本，《与贸易（包括假冒商品贸易）有关的

中的相关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

知识产权协议》（下称ＴＲＩＰＳ协议）和１９９９年９月

管理总局令第５４号发布、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起实施

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联盟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大会

的《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

通过的《关于驰名商标保护规定的联合建议》（下称

综合以上规定，中国对驰名商标的规定有如下

《联合建议》）。在１９６７年斯德哥尔摩外交大会通

特点：（一）明确了“驰名商标”的驰名范围。中国

过的《巴黎公约》文本中，对驰名商标进行直接规定

《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

的是它的第六条之二。ＴＲＩＰＳ协议对此规定在第十
六条第（２）、（３）款。《联合建议》是ＷＩＰＯ商标、外
观设计及地理名称常务委员会（ＳＣＴ）讨论形成，由

中的驰名商标是指在中国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并享
有较高声誉的商标。”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中国保
护驰名商标的地域原则，符合国际通行的驰名商标
保护的一般地域原则，同时也适应中国作为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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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驰名商标的保护水平。《联合建议》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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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第二款规定，不得要求“该商标在除该成员
国以外的任何管辖范围内驰名”，同时世界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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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组织（ＷＩＰＯ）国际局在其注释中说：“根据地域原

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知晓该商标的相关公

则，驰名商标权的行使实行国家原则。”一商标在中

众的范围，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该商标的任何宣

国以外的地域驰名，不为中国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则

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该商标作为驰

一般不会在中国市场上产生混淆，也就不会受到知

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该商标驰名的其他因素。

识产权方面的规模性损害。（－－）对“相关公众”的
概念作了限定和解释，并增加了量的要求，调整了
“知”的程度。驰名商标保护中“相关公众”这一术

２关于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的几个问题的
探讨

语于１９９４年在ＴＲＩＰＳ协议第十六条之二中首次提

２．１对驰名商标的认定实行行政认定和司法认定

出，但未定义。１９９９年《联合建议》将“商标在相关

双轨制

公众中的了解或认知程度”作为据以判断商标是否

驰名商标的认定只能由法律规定的机关进行。

驰名的一个因素，并对“相关公众”作了具体解释。

大多数国家都规定司法部门和行政主管部门为驰名

中国《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对“相关公众”作

标认定的主体。行业主管部门及民间调查机构不是

了解释，而且将“知晓”程度规定为“广为知晓”，将

法定的认定机构，其确认的结果，只有在满足特定

认知程度从定为“知晓”。另外，依据《最高人民法

的件之下为法定机构采纳之后才有说服力。《驰名

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第四条至第八条规定，当事

解释》，“相关公众”是指与商标所标识的某类商品

人可以而不是应当申清商标局或商标评审委员会认

或者服务有关的消费者和与前述商品或者服务的营

定驰名商标。依《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销有密切关系的其他经营者，包括广告商、经销商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和《审理涉及计算机

等。简言之，“相关公众”是指接受与商标所标识的

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某类商品或者服务的消费者，和提供该类商品或者

第六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认定驰名商

服务的经营者，凡与此无关的“公众”，不在“相关公

标。由此可见，目前中国对驰名商标的认定包括行

众”之列。（三）中国保护驰名商标不仅限于“注册

政主管机关对驰名商标的认定（下称行政认定）和

商标”。中国实行自愿注册商标原则，虽然不经注

人民法院对驰名商标的认定（下称司法认定），这与

册，商标使用人便不能获得该商标的专用权，但法律

ＴＲＩＰＳ协议第四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是相符的。驰

并不禁止未注册商标的使用，也不影响未在中国注

名商标行政认定权和司法认定权的效力，在不同个

册的商标在中国为相关公众所广为知晓并享有较高

案中效力相同，在同一个案中司法认定权的效力高

声誉。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也会遇到同在中

于行政认定权的效力。行政保护仅仅可以使驰名商

国注册的驰名商标一样的问题，因此，也要给予相应

标专用权不再继续受到侵害，而对已经受到的侵害

的保护。虽然在商标注册上，一些国家遵循注册在

却得不到恢复赔偿。即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当

先原则，一些国家遵循使用在先原则，但实际上，无

事人的请求可以就侵犯驰名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

论《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二还是ＴＲＩＰＳ协议第十六

进行调解，但由于调解需要双方自愿，而且没有强制

条之二、之三，以及《联合建议》，要求保护的驰名商

执行力，所以对驰名商标仅仅有行政保护是不够的，

标均包括他国（地区）未在使用国注册的驰名商标。

这样对驰名商标的司法保护就显得十分必要。与行

但是，注册驰名商标和未注册驰名商标在保护力度

政保护有些不同的是，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主体往

和范围上是不一样的，根据中国商标法，注册驰名商

往就是司法保护主体，驰名商标的司法保护主体是

标的禁止权不受商品或服务类别的限制，禁止在非

中级以上各级人民法院。根据《商标法》第三十三

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注册或使用与注册驰名商标相同

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三条以及新

或类似的商标，而非注册驰名商标的禁止权仅限于

《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第四条、第十四条的规

相同或类似的商品。

定，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民事诉

关于驰名商标的判断，《巴黎公约》没有规定统

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三种形式来保护驰名商标

一标准，由缔约国商标主管机关自行认定。依据中

专用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两者结合，更可突出

国商标法，在认定驰名商标时应当考虑下列因素：相

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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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对驰名商标实行绝对主义保护需防止权利滥

认定仅仅是一种法律保护的手段。根据新《驰名商

用

标认定和保护规定》第四条、第五条以及《商标法实
驰名商标独占使用权的范围，国际上有两种确

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申请驰名商标的行政

定方式，一种是相对保护主义，一种是绝对保护主

认定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当事人认为他人的

义。相对保护主义是指驰名商标所有人只在同类商

经初步审查并公告的商标违反《商标法》第十三条

品（相同商品和类似商品）的范围内享有商标的独

的规定，而向商标局提出异议时请求商标局认定；二

占使用权，超出这个范围，驰名商标所有人不再具

是当事人认为他人的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商标

有独占使用权，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如法国商标法

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而向商标评审委员会请求撤

规定，商标注册并不能阻止他人使用同一商标于不

销该注册商标时而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三是

同类商品上，同时规定，一切尚未注册的驰名商标，

当事人认为他人使用的商标属于违反《商标法》第

可以成为相同或相似的其他商标取得注册的障碍。

十三条规定的情况，请求工商行政部门禁止使用时

驰名商标的绝对保护指的是禁止在任何商品使用他

请求商标局认定。从以上三种情况来看，驰名商标

人的驰名商标，其保护范围比相对保护范围宽，驰名

的行政认定都是在当事人提出申请时才由商标局或

商标的专用权具有绝对效力。如美国法律规定，任

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所以足被动认定，而且都是在

何未经注册的商标被使用于同类或完全不同的商品
上，均构成对驰名商标的侵害。
中国新《商标法》第１３条第２款明确规定：“就
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
摹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
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
害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可见中国对于驰名商
标的保护分为两个部分，即对于“未在中国注册的
驰名商标”而言，仅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适用；对
于“已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而言，则即使在不相
同或不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也适用。这里要探讨的
问题是，中国对驰名商标的这种保护是合适还是过
于严格了？客观地说，对驰名商标已经给予了其远
远超出其他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待遇。在法律已经
给予了驰名商标较为严格的法律保护后，如果驰名

发生具体商标纠纷案件后，为解决具体商标纠纷案
件才请求认定的，认定这些驰名商标是解决这些商
标纠纷案件的必经程序，所以是个案认定。根据
《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和《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
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
定，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都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以
及案件的具体情况，由人民法院对所涉及的注册商
标是否驰名作出认定，亦是被动认定和个案认定。
被确认的驰名商标其效力仅仅及于案件本身，
一旦案件结束，驰名商标的使命即告完成，并产生两
种法律后果：一是案件所作出的确认的法律效力即
行终止，在第三时间、对第三事件均不发生法律效
力；驰名商标归于普通商标，即和普通商标没有任何

商标所有人还任意将驰名商标标注在其新开发、生

区别；二是本次认定作为下次维权时曾经作为驰名

产的商品上，而不受任何限制，那么这对于善意的第

商标被保护的记录的证据。至于该商标足否继续驰

三人——社会公众而言，是极为不公平的。正如美

名，应当由市场来评价，这样有利于防止商标淡化带

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分会主席史密斯曾说的，这是

来的负面影响。在现实中，有部分企业在产品包装

因为“表面上无关的使用，实际上会破坏商标同初

和广告宣传上标识“驰名商标”的字样，这样一定程

始商品或服务的自动联系，以及同广告创造的有利

度上加大了公众对驰名商标的曲解，不利于中国驰

形象的联系，并最终损害商标的销售力。”从知识产

名商标法律保护体系的健康发展。

权制度创制的宗旨角度言，今后中国的相关立法也

２．４对在宣传、广告或说明书中与驰名商标作比较

应给予驰名商标权人以必要的权利限制，防止对驰

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制裁

名商标的滥用，从而保护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利

对于驰名商标，中国法律规定了禁止他人将驰

益，促进中国商事的繁荣。

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的一部分使用。自驰名商标认

２．３对驰名商标认定的性质应在法律上明确为个

定之日起，他人将与该驰名商标相同或相似的文字

案认定

作为企业名称一部分使用，且可能引起公众误认的，

在现行的驰名商标法律保护体系下，驰名商标

工商局不予核准登记；已经登记的，驰名商标注册人

冯雪彬：浅论中国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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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两年内，请求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予以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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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宋才发．ＷＴＯ规则与中国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Ｊ］．商

法院认定被控者的行为属侵权行为。凡在商品包装

业经济与管理。２００３，（８）：４—８．

印上“我们的产品质量与某某商标产品质量相同，

［４］张晓达，孟少华，张戈．关于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

而我们的价格却较便宜，如不信，可照价退款”等文

［Ｊ］．理论学习，２００５，（７）：５６－５８．

字，将被认为是侵害他人权利。美国严格禁止出售

［５］

的商品包含他人姓名、商号而使公众误认为该商品

冯晓青，胡少波．中国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制
度———兼论《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Ｊ］．长沙

是他人或他人商号产品的做法，也禁止通过使用

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１９（１）：３５—４０．
［６］陈艳琦．浅析企业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Ｊ］．决策探

“仿制品”、“复制品”和“相同”等字样，而使自己的

索，２００５，（２）：４５—４６．

产品与驰名商标相提并论的做法。德国禁止针对驰
［７］

名商标做比较性的广告。中国法律中也应该就此类

国廷斌．试论中国驰名商标法律保护体系的完善［ＥＢ／

ＯＬ］．２００４珈３珈８［２００６—０９—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

侵犯驰名商标权益的商业言论加以制裁，以避免一

溢１．ｅｏｍ／ｆａｘｕｅｊｉｅｔｌ／ｍｓ／２００４０３／２００４０３０８０７１３４６．ｈｔｍ．

些企业的“搭便车”行为。此外，在司法实践中，也

［８］谢晓尧．竞争秩序的道德解读——反不正当竞争法研

可以运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涉及此种不正当竞争

究［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３５６－３６８．

行为的条款或者一般条款对驰名商标进行法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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