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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商标品牌力量 助推创新驱动发展

今年 1月，宁波市乐趣服饰有
限公司收到了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
的商标注册受理通知书，标志着该
公司申请注册的商标已进入核审阶
段，这也是首件通过宁波商标受理
窗口提交注册申请并由国家工商总
局商标局受理的商标。

去年 11 月，我市获批成为国
家工商总局商标局 15 个地方商标
受理窗口之一并正式受理业务后，
商标申请人可在家门口办理商标注
册业务。“商标受理窗口开设后，
免费、贴心的服务吸引了众多商标
申请人及企业的关注。电话、上门
询问的商标申请人及企业代表络绎
不绝。”市市场监管局商标处相关
负责人表示，除了宁波本地的商标
申请人及企业外，受理窗口还吸引
了来自杭州、义乌、舟山、上海等
周边地区的商标申请人及企业。

“以往，企业委托代理机构申
请商标注册需要缴纳商标申请代理
费以及商标申请规费。宁波商标受
理窗口对外开放后，为企业及商标
申请人直接省去600元至1000元不
等的商标申请代理费用。”该负责
人告诉记者，免去的代理费虽然不
多，但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便利与
实惠。此外，申请人办理商标注册
申请如不符合办理要求，可现场咨
询，经修改后提交申请，降低了企
业及商标代理人因注册不符合要求
被拒的风险。

“随着我市经济结构转型升
级、供给侧改革加快，企业对商标
品牌的培育更为重视，通过品牌指
导站架起企业与政府的桥梁显得尤
为重要。”作为新浦品牌指导站的
副站长，“85 后”的成义有着自己
的一套做法。在线表单采集企业需

求；品牌下午茶分享企业创牌心路；
各类机构对接会服务企业转型……随
着新浦品牌指导站的快速发展，新浦
商标品牌培育氛围更为浓厚。

“商标品牌战略是一项重要的经
济发展战略，其实施也是一项长期
性、基础性工作。”市市场监管局副
局长陈元刚表示，我市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在全省首创开展星级品牌工作指
导站建设“星火计划”，通过市场监
管部门和乡镇街道、行业协会、专业
市场、商圈联手搭建平台，形成商标
品牌指导的合力，积极为市场主体提
供服务和帮助，从而夯实基层商标品
牌指导工作基础。

“星火计划”推行的关键点在于
基层，只有激发基层品牌指导站的活
力，才能让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
如今，众多的“成义”以及他的品牌
指导站正“捧着”小火苗，不断调动
企业、政府及市场监管部门的力量，
推进着我市商标品牌战略不断深入。

除了商标受理窗口与品牌指导站
的助力，我市借助知识产权律师、专
业中介机构等人才的力量，组建了商
标品牌专家志愿团，在征集企业需求
同时，推出“你点我讲”商标品牌实
务讲座。培训活动突出实用性、互动
性，参训人员普遍感到内容充实、实
用，便于借鉴和操作。截至目前，培
训活动已举办了 26 场，参与企业
1300 多家、品牌指导站工作人员及
市场监管干部460多人。

“这套刚柔并济的‘组合拳’，让
我市商标品牌发展再结累累硕果。”
陈元刚说，来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
标处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我
市有 7件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51
件商标被认定为省著名商标；80 件
商标被认定为市知名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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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望海茶名头更响
亮了。”进入采茶旺季，宁波望
海茶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潘
启真笑得合不拢嘴。就在几天
前，杭州某公司通过阿里巴巴
平台找到了宁波望海茶业发展有
限公司，订下了一笔 49 万元的
大单。

“49 万元的大单刷新了尘封
五年的望海茶销售记录，208 公
斤的茶叶加上包装后装了整整一
卡车。”潘启真笑着说。潘启真
的另一个身份是宁海茶叶协会秘
书长，他告诉记者，获评中国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后，“宁海望海
茶”今年前四月的销售量已超过
7000公斤，销售额逾 630万，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30%。
望海茶的成功并非个案。“余

姚 瀑 布 仙 茗 ” 2002 年 获 准 注 册
前，当地茶叶每公斤只卖 120 元，
茶农人均收入不到 1 万元。“如
今，‘余姚瀑布仙茗’已占当地茶
叶产量的 50%，人均收入提升至
1.5万元左右。”市市场监管局商标
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除了“余
姚瀑布仙茗”，宁波不少地理标志
创牌成功后，均有所斩获。“宁海
梅林鸡”创牌成功次年，销售利润
同比上升200%；“奉化水蜜桃”自
成功注册后，不但每公斤价格翻了
一番，而且还大受超市青睐，短短
三年就成功进入沪、杭、台、温等
地 240多家大中型超市，年销售量

逐年递增。
商标品牌是一个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为企业扩大知名度的同时，
也有效缓解了企业融资难问题。

“没想到商标权也能贷款，这正好
帮 助 我 们 解 决 了 近 期 的 资 金 难
题。”日前，慈溪市三北振慈禽业
专业合作社的范社长通过商标权质
押从慈溪市农村商业银行拿到了
50万元贷款。

近年来，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针对企业融资难问题，积极探索
通过商标质押贷款缓解企业融资难
的途径，采取多项服务措施，为企
业提供高效融资对接服务，解决了
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资金

“瓶颈”问题。据初步统计，截至

目前，已有 22 家企业获得商标质
押贷款，商标质押融资额已达 18
亿元。

位于周巷的慈溪市宝绿蔬菜专
业合作社是当地的一家知名企业，
其生产的安农牌黄瓜曾于 2013 年
荣获“浙江省著名商标”称号。近
期，该企业因收购当季农产品以及
采购种子、化肥等需求，需要大量
周转资金。“没想到半个月不到，
我们就顺利拿到了贷款。”慈溪市
宝绿蔬菜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沈先
生告诉记者，通过商标权质押，解
决了该企业的“燃眉之急”。同
时，通过商标权质押贷款实现了无
形知识产权的有形转化，企业品牌
效应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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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进口葡萄酒市场曾经历
过一段阵痛期，由于市场的快速
发展，进口葡萄酒品牌的使用
情况变得异常复杂，部分“傍
名牌”的产品，甚至直接假冒的
产品混杂其中，泥沙俱下，严重
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恰逢
市市场监管局首次将“议题管
理”概念引入行政执法，提出了

“议题管理”的新型监管模式，
市市场监管局保税区分局便将
进口葡萄酒行业的商标专用权
保护列为了“议题管理”的重
点内容。

“通过‘议题管理’模式针

对性地开展红酒专项监管后，我们
已连续两年未在市场内查获假冒侵
权进口葡萄酒。”提到“议题管
理”模式，市市场监管局保税区分
局相关负责人充满了自信，他告诉
记者，开展“议题管理”模式两年
来，保税区红酒市场的影响力、美
誉度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提升，

“正品、原装”的保税区进口葡萄
酒，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信
任和信赖。

所谓“议题管理”，即事先对
本辖区监管领域中某些行业、某些
品类商品的商标侵权现象开展集中
调研、问题确认，系统分析评估该

类行业 （商品） 假冒侵权特点等，
并采取重点管控、纠正、指导等执
法干预措施，进而实现对相关商标
侵权现象的有效监管模式。

成功推广多个“议题管理”模
式后，去年我市制定出台了《关于
运用“议题管理”模式开展商标监
管工作的通知》，以“突出重点、
攻大戒小、因地制宜、打防结合”
为工作思路，全面推行“先期调研
定议题、谋定后动抓要案、行业整
治求实效、系统回顾促共享”的

“四步走”监管模式。根据各地块
状经济、流通领域商品经销特点，
拟定细化方案，有效组织执法行

动。全市先后确定气动元件、小家
电、文具、消防产品、鞋子、家用
电器、汽车配件等 20 余个议题，
加强了商标专用权保护工作。

查处假冒“威龙葡萄酒”的违
法行为；查处假冒“清风”纸巾商
标的违法行为；查处假冒“AR-
ROW”箭牌卫浴连体坐便器的违
法行为……据初步统计，去年全市
开展商标“议题管理”的行政指导
40 多起，处理商标侵权案件 392
件，案值 6556 万元，罚款 1073 万
元，移送司法机关案件 5件，捣毁
制假窝点 39 个，有效维护了商标
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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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品牌，是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城市经济综合实力的体现。近三年来，我市紧紧围绕“育牌、用牌、护牌”三大重点，加快培育自主

商标创牌，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助推创新驱动发展与经济转型，提升我市企业和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力，推动

了全市商标品牌战略不断深入。

据初步统计，截至2016年年底，全市拥有有效注册商标15.9万件、省级商标品牌基地9个、驰名商标83件，省著名商标643件，市知名商标1344

件，国际商标12809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7件。其中，国际商标数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数位居全省之首。

商标注册申请人在宁波商标受理窗口咨询相关业务。 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指导企业创牌。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在市场检查商品商标是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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