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奉化溪口科力三信气动元件
厂负责人单海亚没想到，10 年
前自己向国家商标局提出注册

“菲迪瓦”“Findeva”2件商标申
请，居然被远在万里之外的瑞士
一家公司三度提出商标异议或撤
销等申请。这场国际商标纠纷持
续至今，单海亚仍在等待商标局
的新一轮裁决。

商标之于一个商品，就像姓
名之于一个人。单海亚苦苦坚持
的，就是让自己的产品拥有一个
响当当的名字，并在国内外市场
中打响品牌。

事实证明了单海亚的眼光。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
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扩
大开放的四个重大举措之一，再
一次向世界传递了中国依法严格
保护知识产权的坚定立场和鲜明
态度。

商标作为一项重要的知识产
权，正成为企业发展的无声推销
员。新时代，面对扩大开放新需
求，宁波如何先行一步，让“甬字
号”商标在国际舞台“竞相绽放”？

小商标撬动大市场

从“星巴克”“LV”到“雅
戈尔”“贝发”，我们生活中接触
到各色各样的品牌，作为企业的
无形资产，他们的背后都有一个
叫得响的名字，那就是“商标”。

商标的品牌价值到底有多
大？在市场上，耐克和阿迪达斯
的鞋子，要比普通运动鞋贵上十
倍；一杯咖啡因品牌不同价格可
以相差十几二十倍；国际上一些
奢侈品售价，更是比无牌商品高
上数千甚至上万倍。

宁波已有不少企业尝到了品
牌价值带来的甜头。十多年前，
宁波贝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邱智铭去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一
个全球性的行业会议，贝发花 4
个月精心设计了一套与笔有关的
礼品套装，可等会议结束时，很
多参会代表对礼品套餐不屑一
顾，反倒是德国厂家赞助的每人
一支廉价塑料外壳笔被很多代表
带走了。而两年前，事情有了戏
剧性的反转：在 G20 峰会期间，
德国总理默克尔不慎遗失贝发生
产的元首笔后，特地通过外交途
径向贝发要了三支元首笔。如
今，高端的“贝发笔”，零售价
从 100 多元到 600 多元不等，其
中单价 620 元的 G20 元首笔，4
个月内卖出了17万支。

品牌的价值，藏于其品质，表
于其商标，并转化成了实实在在
的真金白银。两年前，浙江省著名
商标“东钱湖”成功质押，获贷款
5 亿元；慈溪市三北振慈禽业专
业合作社通过商标质押，从当地
的农村商业银行获得了 50 万元
贷款。截至目前，宁波企业通过商
标质押共获得贷款18亿元。

“宁波经济外向度高，随着

‘中国智造’的崛起，无论是从
实际成本还是从自身成长来看，
企业越来越意识到 OEM 等形式
不是发展的长久之计。”市市场
监管局商标处副处长黄迪介绍，
目前宁波拥有马德里国际注册商
标1038件，居全省首位。

商标的注册，源于企业放眼
世界。2009 年以来，宁波企业
在金融危机中变危机为机遇，走
出国门大胆尝试收购国外知名商
标和品牌。

余姚的宁波金辉摄影器材有
限公司以“小鱼吃大鱼”的魄力创
造了收购国际商标品牌的奇迹。
2009年 11月，金辉成功收购德国
一家公司，获得了这家公司的全
部专利、商标、技术以及专业型人
才。海外并购完成后，公司维持多
品牌销售模式。目前，金辉公司正
与国际影视器材行业中的著名品
牌 B&H、WESTCOTT、Calumet
等进行战略性合作，在欧美市场，
金辉生产、设计的产品得到了广
泛认可。

宁海的得力集团 2012 年成
功 收 购 日 本 Sekisei 旗 下 的

“deli”英文商标。Sekisei在日本
拥有一定的销售市场，依靠品牌
在日本市场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加上近几年得力不断开拓日本市
场，外贸出口不断增加，已在日
本拥有比较成熟和稳定的消费市
场。

商标保护刻不容缓

很 多 使 用 联 想 （“Leno-

vo”） 电脑的读者未必知道，联
想 的 英 文 名 曾 叫 “Legend”。
1994 年，联想在香港证券交易
所成功上市并选择“Legend”为
商标，随着业务进入快车道，当
联想准备进军国际市场时，却发
现在海外，有很多企业在各行各
业中注册了“Legend”商标。如
果逐一收购，时间过长，耗资巨
大，最终联想忍痛割爱，选择放
弃当时价值上百亿元的英文商标

“Legend”。2004年，联想正式更
名为“Lenovo”，并投入大量资
金去推广宣传。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曾有超
过 80 个商标在印度尼西亚被抢
注，有近 100个商标在日本被抢
注，有近 200个商标在澳大利亚
被抢注。

随着我市企业不断做大做
强，在境外的知名度也随之扩
大，国际商标侵权现象时有发
生。近年来，我市有多家企业遭
受到了较严重的国际商标侵权。
通过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中介
机构的多方携手和企业自身积极
应对，大多取得了较好的维权效
果。

宁波宏大电梯有限公司拥有
的“HOSTING 豪斯汀”文字
图形英语组合商标于 1998 年在
国内注册。2010 年底，企业发
现该商标在境外被注册，而且抢
注该商标的竟然是其在南美洲的
代理商。自 2003 年合作之初，
该 南 美 代 理 商 就 把 “HOST-
ING 豪斯汀”商标在哥伦比
亚、哥达加斯加等南美洲多地注
册。2011 年始，宏大电梯通过

诉讼、协商等多种途径进行接
洽，最终使该代理商同意将其所
有的18个商标全部转让回来。

宁波市奉化威尔胶粘制品公
司，则通过与英国同行业一家公
司的较量，最终保住了“WEIR
及图”注册商标。该公司负责人
潘武民感慨道：“希望更多的中
小微企业以我们为戒，利用好、
保护好商标这一无形资产。”

像宏大、威尔这样的例子，
几乎成为商标维权的“中国骄
傲”。有数据显示，中国的商标
申请量已连续 15 年位居世界第
一，但据估算，赴国外寻求商标
保护的比例仅有4%。

撑起商标注册保护伞

“我们调研了 20余家注册商
标企业，了解到商标保护存在着
商标侵权案件量大、侵权成本低
难执行、电商线上侵权大幅上升
等现象。”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总经理许
威说，企业在商标维权方面存在
着维权力量不足、维权成本高、
诉讼执行难等突出问题，这使得
企业在品牌“走出去”过程中存
在不少顾虑。

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
展成为共识。宁波作为唯一国家
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正深入实
施商标品牌战略。

就在上周，我市创新性地推
出“商标保险+维权+服务”模
式，匹配了普惠服务和增值服
务，致力于实现经济补偿、维权

援助和法律咨询三大功能，包括商
标申请费用损失补偿保险和商标被
侵权损失补偿保险这两大创新产
品，以发挥商标创牌对企业在“走
出去”过程中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支
撑作用、对产业优化升级的引领作
用、对自主创新成果转化的驱动作
用。

目前国际商标注册主要有两种
途径，一种是逐一国家注册，另一
种是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据宁波
天一商标事务公司有关负责人陆婷
介绍，宁波企业通过逐一国家注册
和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的各占一
半。目前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的商
标可在近百个联盟缔约国或地区间
使用。

“商标申请费用损失补偿保险
的主要保障对象是拟申请马德里国
际商标注册的宁波企业，对于申请
注册的商标因近似原因被驳回，导
致未能注册成功的，保险公司将负
责赔偿申请过程中产生的注册费、
代理费等。”市市场监管局总工程
师胡晓峰说。

胡晓峰表示，国家提出要“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产权保护制
度，提高经济竞争力”，通过保险
鼓励商标国际注册，将进一步提高
企业国际商标注册的积极性，大力
支持我市企业实施“走出去”战
略，并以此为起点，加强与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的深入合作，加快我市
品牌海外布局规划，推动品牌国际
保护，在国际竞争中不断提升我市
品牌影响力，助推我市创建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
区和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

放眼世界立足未来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甬字号”商标如何绽放国际舞台？

俞永均

今年上半年，宁波海关对全市 511
家出口企业开展了 2017 年度遭遇国外
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调查。结果显示，
我市 57.14%的出口企业不同程度地受
到了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较上
年上升 4.62 个百分点；企业直接损失
70.37亿元，较上年增长63.3%。

面对上述数据，特别是快速增长的
影响率和损失额，很多人感到十分惊
讶。“想不到这种隐性贸易壁垒对宁波
外贸的影响如此之大！为了宁波外贸的
健康发展，必须举各方之力加大应对力
度。”一位专业人士感叹道。

技术性贸易措施主要是《技术性贸
易壁垒 （TBT） 协定》《实施卫生与植
物卫生措施 （SPS） 协定》 规定的非关
税壁垒措施，是世界贸易组织允许采取
的保护措施。比如 TBT协定规定：“任
何国家在其认为适当的范围内可采取必
要的措施保护环境，只要这些措施不致
认为在具有同等条件的国家之间造成任
何不合理的歧视，或成为对国际贸易产
生隐蔽限制的一种手段。”但是，在实
际操作层面，它被许多国家用来实施贸
易保护，这种措施名义上合理，形式上
隐蔽，技术上复杂，对正常的国际贸易
造成了极大障碍。

作为全国外贸大市，宁波经济对外
依存度高，更容易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
措施的影响。海关数据显示，我市技术
性 贸 易 措 施 影 响 率 已 连 续 9 年 超 过
50%，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20 多个百分
点。2017 年，全市出口企业直接损失
和新增成本分别占当年外贸出口额的
1.41%和0.80%。丧失订单为直接损失的
主要形式，其他形式还有“降级削价”

“额外处理”“退回货物”等。
那么，宁波该如何应对和跨越技术

性贸易壁垒？
首先，企业要抓紧修炼内功，努力

提高标准和环保水平，化被动为主动。
企业是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直接受害
者，理应对此最为敏感，但有关调查显
示，我市不少出口企业对技术性贸易措
施的认知尚处于懵懂状态，更谈不上应
对。当前，影响最频繁的技术性贸易措
施形式包括认证要求、产品技术标准、
有毒有害物质限制、环保节能要求、标
签标志要求、包装及材料要求等，企业
要多做功课，做到心里有数。

其次，政府要帮助企业提高攻壁破
垒能力。各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分散多
样，一家企业很难独自应对。由政府部
门组织开展技术性贸易措施工作是国际
惯例，宁波相关政府部门要建立主动有
效的预警监测机制，跟踪、收集最新的
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动态，形成横向联
合，实现信息共享，及时发布预警信
息，使企业在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时

“知己知彼”。
第三，要加强行业协会建设，及时

为企业提供应对指导。行业协会要真正
成为企业的服务者，搜集相关信息，对
会员企业进行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咨
询、培训等服务。这方面，宁波已经探
索出不少成功的经验，比如建立了宁海
文具、慈溪童车两个国家级技术性贸易
措施研究评议基地，由国家和宁波两级
海关部门、各基地所在地的地方政府、
行业协会和企业共建，通过开展 WTO
其他成员有关文具、童车和儿童汽车安
全座椅产品的信息跟踪和通报评议，形
成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快速反应机
制。

最后，要学会利用法律维权。中国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宁波企业爱打国际
官司是出了名的，早在 2003 年宁波慈
兴集团就打赢了中国入世第一场反倾销
官司，后来双鹿电池又联合国内 17 家
电池企业在我国首起应诉的美国“337
调查”案中取胜。面对部分国家不合理
的技术性贸易措施，我市企业要敢于发
声，行业协会和各级政府也要积极施以
援手，合力应对技术性贸易措施，消除
不公正贸易壁垒，成功实现“跨越”。

政企协并肩
跨越技术壁垒

本报首席记者 张 燕
本报记者 孙佳丽
通讯员 张淑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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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专家向宁波企业介绍海外商标保护的经验。 （张燕 黄迪 摄）

本报记者 冯 瑄

6月27日，全省大通道建设
推进部署会在杭州召开。今后五
年，浙江将重点推进大通道建设
重点项目 70 个，计划完成投资
约 7500 亿元。今年重点推进重
大项目 44 个，重点打造 10 大标
志性项目，其中涉及宁波或与宁
波有关的项目占了一半左右，主
要包括沪嘉甬铁路、金甬舟铁
路、杭绍甬智慧高速公路、京杭
运河浙江段航道整治工程等。

沪嘉甬铁路项目是支撑大湾
区建设、快速连接上海与海西经
济区的通道主轴。该项目起自沪
杭客专嘉兴南站，初步研究经嘉

兴市南湖区、海盐县，跨杭州湾
至宁波接入宁波西站，全长约
130公里，总投资约294亿元。

金甬舟铁路项目是我省对外
开放的重要通道，将中西部腹地
直接连上宁波舟山港。该项目包
括金甬铁路和甬舟铁路，分段组
织实施。金甬铁路起自金华义
乌，经金华东阳和绍兴嵊州、新
昌至宁波奉化，全长 185 公里，
总投资290亿元，计划于2020年
前建成通车；甬舟铁路西起宁波
东站，途经宁波北仑，跨越金
塘、西堠门等水道，至舟山本
岛，全长约80.8公里，总投资约
248亿元。

杭绍甬智慧高速公路全长约

159公里，其中宁波段一期56公
里，总投资约 181 亿元，计划
2021 年完工；杭绍段及宁波段
二期新建 103 公里，总投资约
367亿元，力争 2022年完工。该
项目将具备智能、快速、绿色、
安全四大要素，全面支持自动驾
驶、新能源充电及无线充电技
术。

京杭运河 （浙江段） 航道整
治工程包括杭州段、湖州段、嘉
兴段，新建和改造三级航道 122
公里，千吨级内河船可畅行其
中。该项目北向连接长江黄金水
道，南向经杭甬运河通达宁波舟
山港，共同构成纵贯我省南北的
水运大动脉。

浙江推进大通道建设 十大标志性项目半数涉甬

杭甬高速复线宁波段一期效果图。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