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03.140 

A 10 

 DB4403 
深 圳 市 地 方 标 准 

DB4403/T 76—2020 
 

 

 

跨境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指南 

Guid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f cross-border electronic 

commerce 

 

 

 

2020-09-15发布 2020-10-01实施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DB4403/T 76—2020 

 I 

目  次 

前  言 ..............................................................................II 

引  言 ..............................................................................II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1 

4 管理及保障要求 .......................................................................1 

4.1 体系建设 .........................................................................1 

4.2 制度建设 .........................................................................2 

4.3 人员保障 .........................................................................2 

4.4 资源保障 .........................................................................2 

5 知识产权风险识别 .....................................................................2 

6 知识产权风险防范 .....................................................................3 

6.1 进出口前知识产权风险防范 .........................................................3 

6.2 进出口后知识产权风险防范 .........................................................4 

7 知识产权纠纷应对 .....................................................................5 

7.1 遭受侵权应对 .....................................................................5 

7.2 被控侵权应对 .....................................................................6 

8 总结与改进 ..........................................................................7 

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8 

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主要贸易市场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10 

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常见的跨境电子商务相关信息查询网站 ...............................16 

 



DB4403/T 76—2020 

 I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深圳市深标知识产权促进中心、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市众信电子商务交

易保障促进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钾、王磊、李易航、潘瑶、蔡然、王婷、周莹、牛江波、麦日容、赵涛、陈

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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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日益成为我国企业品牌出海的助推器，但与此同

时，由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电子商务跨境性、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的差异性引发的知识产权矛盾与

冲突日益加剧，日趋严苛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令许多跨境电商企业折戟而归或望而却步。深圳电子商务

企业要想在海外重点市场国家知识产权执法、司法体系下成功突围，熟悉国外基本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并

加强知识产权风险防范和纠纷应对水平成为关键。为大力推动我市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发展，有效指导企

业防范跨境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风险，提高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能力，特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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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跨境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的管理及保障要求、知识产权风险识别、知识产权风险防

范、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总结与改进。 

本标准适用于深圳跨境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1374 知识产权文献与信息 基本词汇 

GB/T 29490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137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跨境电子商务 cross-border electronic commerce 

分属不同关境的交易主体，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达成交易、进行支付结算，并通过跨境物流送达商品、

完成交易的一种国际商业活动。 

[GB/T 37147—2018，定义3.1] 

3.2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 cross-border electronic commerce platform 

跨境电子商务活动中为交易双方或多方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的信息网络

系统总和。 

注：改写GB/T 32873—2016，定义3.3。 

3.3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 cross-border electronic commerce operator 

是指跨境电子商务活动中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的自然人、

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4 管理及保障要求 

4.1 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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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宜根据GB/T 29490建立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成立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明确各部

门保护职责，配备专兼职知识产权工作人员，制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形成文件的程序并予以实施、

改进，形成记录。 

4.2 制度建设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确保满足跨境电子商务业务开展需求。相关制度包

括但不限于： 

——知识产权创造、权利申请、管理、运用和保护制度； 

——知识产权风险监测制度； 

——知识产权纠纷处理制度； 

——知识产权培训制度； 

——保密制度； 

——商品/服务采购、质量检验、销售制度等。 

4.3 人员保障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应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知识产权工作，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知识产权相关制度的制定、实施、检查及改进等； 

——商品/服务的知识产权申请； 

——知识产权的管理，如许可、转让、宣传推广等； 

——目标市场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政策、标准、案例等的研究； 

——平台知识产权规则研究和处理； 

——知识产权纠纷处理； 

——知识产权风险监测和预警； 

——知识产权培训； 

——自身知识产权的挖掘； 

——外部资源协调等。 

4.4 资源保障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应为各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包括但不限于： 

——设立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资金； 

——提供必要的软硬件设备； 

——为员工接受知识产权保护教育和培训创造条件； 

——与政府、行业协会、产业联盟、行业内企业建立良好关系。 

5 知识产权风险识别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在拓展海外市场前应主动对未来可能遭遇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的风险因素进行

识别，知识产权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外部风险： 

 政策制度风险：目标市场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司法程序、知识产权执法制度、贸易政

策、技术法规等法律环境； 

 产业环境风险：目标市场带有保护主义的产业政策，产业类型为知识产权密集的高科技产

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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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风险： 

 知识产权资源风险：知识产权储备少、质量差等； 

 知识产权管理风险：知识产权战略目标不明晰、知识产权管理职责不清、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薄弱、知识产权监控预警能力弱等； 

 知识产权侵权风险：可能存在商标、版权、专利侵权等行为。跨境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侵权

行为汇总表见附录 A。 

6 知识产权风险防范 

6.1 进出口前知识产权风险防范 

6.1.1 熟悉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应熟悉目标市场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参见附录B），包括但不限于： 

——知识产权战略； 

——知识产权管理体制：目标市场知识产权立法、司法、行政机关设置及组织关系； 

——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目标市场主要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规则；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措施； 

——知识产权相关的产业贸易政策、贸易调查措施、技术标准等； 

——其他。 

6.1.2 谨慎选择商品/服务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应根据平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谨慎地甄别商品/服务的知识产权侵权风险，

认真核查并保留商品/服务的供应商注册备案信息、知识产权权属证明文件，最大限度降低经营的商品/

服务的知识产权侵权风险。 

知识产权权属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签订的知识产权合同； 

——知识产权证书，包括专利证书、版权权属证书、商标权证书等； 

——经授权的，需保留品牌授权书或体现品牌、型号或款式信息的授权销售证明，授权链应以商标

持有人为源头，不能中断； 

——体现品牌、型号或款式信息的质检报告或者商品质量合格的证明文件； 

——体现品牌、型号或款式信息的采购证明、收发货证明； 

——进口商品需提供海关报关单及与质量相关的检验证书； 

——承诺书，证明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 

——其他证明材料。 

6.1.3 开展知识产权布局 

6.1.3.1开展知识产权调查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宜自行或聘请专业机构对商品所涉专利技术，网站域名及拟上传电商平台的产

品描述、宣传图片、背景音乐所涉及的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信息进行全面细致调查，了解目标

市场同类商品主要竞争者及其知识产权布局情况（常见的跨境电子商务相关信息查询网站参见附录C）。 

6.1.3.2采取侵权规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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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通过检索如发现有侵权的可能，应及时采取如下措施： 

——对商品所含专利进行规避设计； 

——对商标标识进行变形处理； 

——删除可能侵权的商品信息描述及参数语句、图片、背景音乐，上传自己创建的图片或文本，或

者上传经版权所有者同意的文件。 

6.1.3.3获得转让/许可 

当检索发现存在知识产权侵权风险时，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可通过洽谈，与相关权利人签订专利、

商标、版权的转让或授权许可使用协议，明确知识产权权属、权利义务和侵权责任等内容。 

6.1.3.4申请权利保护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可通过以下措施来保护自身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 

——了解目标市场知识产权注册流程，及时将与商品相关的发明创造、外观设计、商标申请为授权

专利和注册商标； 

——及时将商品相关的图片、文字、音乐等作品以技术加密、保留底稿及原件、加盖时间戳、及时

申请版权登记或加入当地电商平台版权保护计划等方式来获得保护； 

——在进行商品/服务宣传推广策划或进行商标、版权登记时，应遵守境外目标市场的法律法规，

并充分考虑目标市场的文化、风俗习惯，合理的设计图案、文字等，提高知识产权的申请通过

率。 

6.1.4 申请海关备案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可根据企业对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和保护需求，将自身拥有的已在目标市

场注册的商标、版权、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及时向目标市场边境执法部门申请知识产权备案，获得海关

知识产权保护。 

6.1.5 出具不侵权证明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进入目标市场前，可聘请当地律师等专业人员对出口商品在当地出售是否侵犯

知识产权出具意见书。 

6.2 进出口后知识产权风险防范 

6.2.1 合规经营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进入目标市场后应遵守当地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及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规则，

自觉提交并接受平台有关经营者资质、知识产权证明文件等的查验，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注册登记批准文

件、商标许可协议、专利证书、版权证书或授权使用证明等材料。 

6.2.2 避免侵权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充分研究目标市场知识产权法律中的侵权条款，避免发生侵权条款中的侵权

行为。 

6.2.3 注重证据留存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平时应注意证据保存，必要时，委托目标市场认可的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对网络

平台上发表的作品加上电子水印、数字签名等，有针对性地对知识产权相关数据进行固定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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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关注政策动态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应持续关注目标市场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贸易政策修改和更新情况、相关行业

动态、商品知识产权案件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情况，并根据变化及时调整知识产权风险防范策略，包括

调整运营模式、商品品类、销售区域等。 

6.2.5 加强交流培训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密切关注中国商务部门和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的网站信息，加强与政府、行业

协会、产业联盟、专业机构的沟通交流，积极参加海外知识产权维权培训，掌握跨境贸易最新动态和海

外维权辅导信息。 

7 知识产权纠纷应对 

7.1 遭受侵权应对 

7.1.1 证据搜集 

7.1.1.1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在监测到疑似知识产权侵权线索时，应及时搜集和保存侵权证据，必要

时可寻求公证机关及电子证据存证固证专业机构协助，同时为防止证据灭失也可向当地法院申请诉前证

据保全。知识产权侵权证据包括但不限于： 

——侵权商品信息； 

——侵权商品网站链接； 

——侵权实物或样品； 

——侵权商品标识、文字描述、图片、广告、视频等； 

——侵权嫌疑人确切的名称、地址、企业性质、注册资金、人员数、经营范围等情况。 

7.1.1.2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应确保搜集的证据符合目标市场的法律法规要求。 

7.1.2 侵权判断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可通过下列方式判断是否构成侵权，包括但不限于： 

——侵权信息检索、比对： 

 将自有专利的权利要求与侵权商品的技术方案进行比对； 

 将自有注册商标的标识与侵权标识进行比对； 

 将原创的广告语、商品描述、宣传视频等作品与侵权作品进行比对； 

 其他必要的信息比对。 

——侵权信息分析评估： 

 对涉案的知识产权权利稳定性进行分析评估； 

 评估侵权方主观有无过错、能否证明该产品的合法来源； 

 根据收集的证据材料，研究相关法律规定和平台知识产权政策，对构成侵权的可能性进行

分析评估，必要时可委托律师进行专业的分析评估。 

7.1.3 维权方式选择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应根据侵权嫌疑人、侵权商品/服务种类、侵权造成的损失、维权难易度、维

权耗时、费用、证据掌握情况等制定合适的维权策略，包括但不限于： 

——当证据掌握不充分、侵权损失小或维权成本高、维权难时，宜通过沟通协商、申请平台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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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等方式处理纠纷； 

——当证据掌握充分、侵权损失大或维权成本可承受、维权相对容易时，宜选择发警告函、诉讼、

申请边境保护等方式处理纠纷。 

7.1.4 侵权处理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可单独或组合采取以下维权策略制止侵权行为，捍卫自身权益。可采取的措施

包括但不限于： 

——发警告函：指出对方存在的侵权事实，要求停止侵权行为； 

——沟通协商：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就对方侵权问题进行沟通，协商解决办法。达成协议的，应订立

书面协议； 

——申请平台干预：通知平台经营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通

知应附侵权初步证据和自身知识产权证明文件； 

——调解：可向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纠纷调解； 

——仲裁：可根据当事人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或者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诉讼：可委托专业机构依法提起知识产权诉讼； 

——申请目标市场知识产权保护：可依法向目标市场海关或法院申请查扣侵权商品。 

7.2 被控侵权应对 

7.2.1 积极配合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在收到侵权通知/警告函时，宜先甄别文书来源，属实的应积极配合相关方的

调查，按时回复通知，提交相关的信息和证明文件。 

7.2.2 侵权判断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宜按本标准7.1.1的要求对通知/警告函中指控侵权的商品/服务开展证据搜集

工作，并参照本标准7.1.2的要求将证据与权利人的知识产权信息进行比对、分析评估是否构成侵权。 

7.2.3 寻求支持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可向行业协会、政府及目标市场所在地的中国大使馆寻求必要的帮助，获取类

似侵权纠纷处理相关建议；也可聘请目标市场所在地的知识产权专业人员处理侵权纠纷；有同行业经营

者被控侵权的，可采取联合应对的方式来降低维权成本。 

7.2.4 纠纷解决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可采取以下维权策略解决侵权纠纷： 

——构成侵权的： 

 应主动下架商品、删除链接或修改侵权内容、签订知识产权许可协议，并积极与权利人沟

通协商达成和解； 

 协商未能达成一致被起诉的，宜根据侵权情况积极进行抗辩/申诉。 

——不构成侵权的： 

 通过平台进行申诉，要求恢复删除的商品/服务列表、链接及相关信息等，造成损失的，

要求对损失进行赔偿； 

 商品已被扣押的，可依法向海关或法院申请解除扣押令，并申请赔偿； 

 沟通协商，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就对方侵权指控进行沟通，协商赔偿事宜。达成协议的，应

订立书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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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发起诉讼的，应积极应诉，并依据当地法律法规选择抗辩理由，如知识产权不侵权、知

识产权无效、不正当竞争行为、合理使用、次要责任、知识产权滥用等。 

8 总结与改进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宜对自身或行业内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材料进行归纳整理和保存，并及时总结

经验和教训，定期自查，持续改进，不断加强知识产权风险的预见能力和纠纷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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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表A.1 跨境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汇总表 

知识产权类型 侵权风险点 易侵权行为 

商标 

商品销售/服务提

供 

未经商标权人许可，将复制、假冒、模仿他人商标用于商品销售/服务提供，

可能造成混淆、误导的行为； 

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服务上使用
a
与他人商标相同或相似商标； 

明知侵权却仍然销售侵犯商标专用权的商品，且无法证明商品是通过合法渠道

取得。 

域名注册 
未经许可将他人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文字注册为域名，并通过该域名开展相

关商品交易的跨境电子商务活动，可能引起消费者误认的行为。 

宣传推广 

网店标识与他人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可能引起消费者混淆的行为； 

未经商标权人许可，复制、假冒、模仿他人商标用于商品宣传展示的行为； 

上传伪造的商标授权证明或商标许可使用证明进行宣传。 

专利 

擅自实施专利 

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在跨境电子商务活动中制造、销售、许诺销售、进口他人

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商品的； 

未经权利人许可，在跨境电子商务活动中制造、销售、许诺销售、进口他人外

观设计专利商品的。 

假冒专利行为 

销售未被授予专利权的商品，或者在商品包装上标注专利标识； 

专利权被宣告无效或终止后，销售继续在商品或其包装上标注专利标识的商

品； 

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在商品或其包装上标注他人的专利号； 

在销售商品的宣传页面、商品包装等材料中将未被授予专利权的技术或者设计

称为专利技术或者专利设计； 

将专利申请称为专利，或者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专利号，误导公众将公知的技

术或者设计称为是专利技术或者专利设计； 

在商品宣传网页上使用伪造或销售伪造的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专利申请文

件。 

著作权 -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将其作品进行数字化转化或非法转载、改编、翻译，作为

待售商品的宣传图片、广告语或商品描述使用； 

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人有关的权利人许可，将其录音录像制品用于广告

宣传等行为；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他人用加密技术等安全措施对著作权作

品采取的保护措施；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制作、使用、销售或销售物品中含有其计算机软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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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续） 

知识产权类型 侵权风险点 易侵权行为 

不正当竞争 - 

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商标、字号、商品服务文字或图形做超链接标志或设置

为搜索引擎关键词，并以此吸引消费者点击或进入的； 

平行进口的商品与进口国的商品存在实质性质量差异或进口商品在投放市场

后发生改变或损害，误导了消费者或损害了商品声誉等行为。 

商业秘密 -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采用非法技术手段获取其他经营者商业秘密的。 

a  
商标使用行为既包括传统商标使用行为也包括跨境电子商务环境下特有的商标使用行为，如在网络旗帜广告、竞价排

名等方面的商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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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主要贸易市场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表B.1 主要贸易市场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表 

国别 知识产权环境 

美国 知识产权管理体制：立法方面，美国国会作为立法机构依据美国宪法授权制定联邦一级的知识产权法律。司

法方面，联邦地方法院（DCT）主要审理涉及版权、注册商标、专利、植物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知识产

权侵权案件；联邦巡回上诉法院（CAFC）为专利确权、侵权诉讼的专属上诉法院，受理来自美国专利商标局

（PTO）的关于专利审查案件、美国联邦地区法院（DCT）专利侵权案件、和来自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

的“337 调查”案件的上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对联邦上诉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的法律问题进行复

审。行政方面，美国专利商标局主要承担专利、商标的登记、审查、公开等事务性工作；美国图书馆下设的

版权局，主要负责美国的版权登记管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是知识产权执

法部门，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进口商品的案件拥有执法权。 

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美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由《莱西-史密斯美国发明法》、《联邦商标法》、《联邦版权

法》、《联邦法院改革法》、《联邦反不正当竞争法》、《优化知识产权资源与组织法案》等知识产权联邦

法律和各州《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知识产权州法律组成。其中，联邦法律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起着主要作用，美国各州知识产权法对达不到联邦法规定的知识产权保护要求或联邦法律没有规定的发明创

造、商业秘密、作者精神权利等提供补充保护。 

挑战美国专利无效程序：在美国挑战专利无效的提出程序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走法院诉讼程序，一种是走行

政程序。相较诉讼程序，行政程序更简便、花费更少、耗时更短。挑战专利权无效的法院诉讼程序有三种，

分别是专利权确认之诉、专利权无效的反诉、专利权无效抗辩。挑战专利权无效的行政程序即向美国专利商

标局提起专利无效请求，也包括三种，单方复审程序（EPR）、授权后复议程序(PGR)、双方复议程序(IPR)。 

美国 337 调查制度：美国《1930 年关税法》（现被汇编在《美国法典》第 19 卷第 1337 节）第 337 条授权美

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可以对进口贸易中存在的侵犯专利、版权或商标或其他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发起调查

并采取制裁措施,此类调查被统称为 337 调查。绝大多数 337案件指控涉及知识产权，且专利案件最为常见。

337 调查特点：启动门槛低、进程迅速、制裁严厉。337 调查程序包括提交申诉状、立案调查、证据开示、

听证、行政法官初裁、ITC 复审和终裁、总统审查、上诉、联邦最高法院复审等。违反 337 条款可能承担的

不利后果包括普遍排除令、有限排除令、禁止令、扣押和没收令、罚款。 

美国知识产权民事司法程序：按照《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民事诉讼规则》规定，美国知识产权民事诉讼通用程

序一般分为五个环节，分别是诉讼开始、审前会议、庭外证言和发现程序、开庭审理、判决。由于专利侵权

纠纷或确权纠纷对法官的专业要求更高，因此美国专利民事诉讼程序除适用一般通用民事诉讼程序外，还引

入了马克曼听证会等特别程序对专利侵权证据进行法律判断。审判新趋势：美国专利诉讼收紧了原告选择诉

讼地的自由度，非执业实体（NPEs）诉讼的主要市场是电子商务和软件、消费类电子产品和个人电脑和网络；

实体运营公司诉讼比例最高的是消费品、生物技术和制药。败诉可能遭遇：禁令、金钱赔偿、惩罚性损害赔

偿、律师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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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续） 

国别 知识产权环境 

美国 美国知识产权执法制度：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作为保障美国边境安全的主要联邦机构承担着保护

知识产权以及防止美国版权和商标被侵权的职责。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同时也负责执行 337 调查裁决结

果，可以依 337 调查的裁决来扣押侵权产品或禁止侵权产品进入美国。 

欧盟 知识产权管理体制:立法方面，欧盟的主要决策立法机构为欧洲理事会、欧盟部长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司法

方面，主要包括共同体法院体系和欧洲统一专利法院。行政方面，主要分为行政确权机构和行政执法机构。

行政确权机构包括欧洲专利局、欧盟知识产权局、欧洲著作权管理组织。欧洲专利局主要负责受理欧洲专利

公约框架下的欧洲专利申请和 PCT 国际申请；欧盟知识产权局主要负责依据欧共体商标条例进行欧共体商标

的管理工作；欧洲著作权管理组织负责著作权的管理。欧盟的各种法令由成员国负责执行，即欧盟的关于海

关打击知识产权侵权产品的指令由各国海关依照执行。 

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欧盟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由欧盟层面法律和成员国层面法律两部分组成。其中，成员国法

律以相关欧盟法（包括《欧洲专利公约》EPC）及其在相关国际协定中的承诺为基础。欧共体或其成员国为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成员，是《商标法条约》、《海牙协定》、《马德里议定书》、《伯尔尼公约》、

《与贸易（包括假冒商品贸易在内的）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国际条约和协定的签署方。欧盟知识产权立

法工作不断以确保内部市场运行为目的进行相关修订。 

知识产权民事救济方式：欧盟民事救济概括为临时救济和确认侵权后的救济。根据救济提出时间与诉讼进展

的关系，又将临时救济细化成诉前救济和诉中救济，故欧盟知识产权民事救济分为：诉前救济、诉中救济和

诉终救济。诉前救济包括诉前禁令、诉前证据保全措施和诉前财产保全措施；诉中救济包括诉中禁令、财产

保全、证据保全以及权利人的知情权保护；诉终救济包括诉终禁令、召回、转移或销毁侵权产品等。 

海关知识产权执法制度：包括依申请保护和依职权保护两种模式。欧盟海关保护申请最长可获得两年的有效

期(有效期一年，可申请延展一年)。欧盟依职权保护是在无备案也无申请的情况下启动的。欧盟海关识别认

为如果货物涉嫌侵犯了并未提出边境保护申请的知识产权(除不易保存的货物外)，则可启动依职权保护程

序。在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保护程度上，欧盟执法新条例对权利人提供宽泛的备案保护，即使权利人在不知晓

涉嫌侵权的货物是否进出口时亦可提出申请，且这项申请不予收费。 

法国 知识产权管理体制：立法方面，主要由宪法委员会负责在法令颁布前对法令进行宪法审查，并对全国选举进

行管理。司法方面，主要分为两个单独的部分：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普通法院涉及民法、贸易、劳动和刑

法诉讼的审理。普通法院的司法体系包括最高法院，中级法院（上诉法院）和基层法院构成。基层法院包括

大审法院、初审法院、违警罪法院和专门法院。知识产权案件的确权诉讼和侵权案件由大审法院管辖。行政

执法方面，主要由海关就入境的侵犯知识产权的制品进行知识产权执法和扣押。法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适

用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作为欧盟的成员国，适用欧盟的知识产权法律。二是适用国内法。 

司法保护制度：主要分为民事司法保护和刑事司法保护。民事诉讼是以专利为代表的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途

径，原告或被告对于专门法院做出的决定不服的，可以上诉至上诉法院。上诉法院对于相关的专门法院具有

地域管辖权。刑事诉讼即是对直接实施的盗版行为，销售、出口或进口盗版的作品进行惩处。另外还有一些

临时措施，如临时禁止令。 

行政执法制度：主要分为海关扣押、调查取证程序、没收及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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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续） 

国别 知识产权环境 

德国 知识产权管理体制：立法方面，最高立法机关是联邦议会。联邦德国议会实行两院制，上院为联邦参议院，

各州人口比例由各州政府指派 3－6 名州政府成员组成德国下院为联邦议院，由选民选举产生。司法方面，

分为普通法院、劳动法院、行政法院、社会法院和税务法院。德国设有专门的专利法院，不服德国专利商

标局的法律事务部的审理的，可以向专利法院提起申诉。行政确权方面，主要包括德国专利商标局、德国

版权集体组织、德国品种局。行政执法方面，主要包括海关和警察部门。德国海关有权查扣、没收涉嫌侵

权的产品，是行政执法中的重要一环。所有权人请求法院颁布的临时禁令、搜查令等由警察负责执行。 

知识产权保护类型：主要包括工业产权和著作权。工业产权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

地理标志、植物品种等。著作权包括文学、科学和艺术作品等。 

有关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外观设计法》、《商标法》、《微电子半导体

产品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加入的有关知识产权国际条约主要包括：TRIPS 协议、保护工业产

权巴黎公约、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专利合作条约、欧洲专利公约等。 

司法保护制度：主要是以司法为主，行政为辅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专利法》、《商标法》、《著作

权法》中都结合民法典规定了对侵权的法律救济途径和惩戒条款。受害人对不同的侵权情形可以使用临时

禁令、侵权诉讼、刑事救济等相应的法律手段进行救济。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制度：主要依据德国国内法和欧盟第 608/2013 号令的条例，包括对涉嫌侵权的物品的查

扣、销毁物品。 

日本 知识产权管理体制：行政确权方面，主要包括日本特许厅、文部省、日本农林水产省。司法机构方面，主

要分为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地方法院又分为地方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家庭法院和简易法院。日本知识

产权诉讼实行专属管辖，技术性强的案件审理由东京地方法院和大阪地方法院管辖。执法方面，主要是由

海关和警察进行有关执法。 

知识产权保护类型：主要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植物新品种、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有关法律法规：《知识产权基本法》、《特许法》、《实用新型法》、《外观设计法》、《商标法》、《著

作权法》等。加入的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包括：《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

术作品公约》、《专利合作条约（PCT）》等。 

司法保护制度：主要是通过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两种途径来进行。知识产权诉讼的救济途径：禁令、损害

赔偿，包括利润损失，合理的许可费或侵权获得的非法收入、以及销毁侵权产品等其它的救济手段。 

韩国 知识产权管理体制：立法方面，主要是国会。司法方面，主要包括了特许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行

政方面，主要包括行政确认和执法。行政确认包括韩国特许厅和知识产权审判部；执法主要是海关、警察

局、产业通商资源部贸易委员会。 

有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外观设计法》、《商标法》、《种子产业法》、

《关税法》等。其他的国家条约包括：《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1994 年）》、《建立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公约（1967 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883 年）》、《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

公约（1887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2002 年）》。 

行政执法制度：法院具有商标、专利司法权，法院对注册商标、专利的保护及处理措施有民事制裁和刑事

制裁权。特许厅只有对假冒商标、专利商品的行政调查权，没有行政执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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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续） 

国别 知识产权环境 

俄罗

斯 

知识产权管理体制：行政确权方面，主要由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的组织机构进

行；司法方面，包括俄罗斯宪法法院、俄罗斯普通管辖法院、俄罗斯仲裁法院、俄罗斯知识产权专门法院。

行政执法方面，包括联邦反垄断局、俄罗斯联邦海关局。 

司法保护制度：主要涉及侵犯发明、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权纠纷，侵犯育种人、专利权人权益纠纷，

其涉及知识产权诉讼由法院依法受理，除法院、仲裁法院之外，还可通过第三方仲裁庭进行。 

行政执法制度：执法的依据是 1991 年的《俄联邦商品市场竞争与限制垄断行为法》、2004 年 1 月 1 日生效

的《俄联邦海关法典》、《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条例》。 

印度 知识产权管理体制：立法机关，主要是国会。国会包含总统、联邦院、人民院。司法方面，包含了联邦最

高法院、高等法院、两帮地方法院。行政方面，分为行政执法和行政确权。行政执行主要由海关和警察局

执行，行政确权包含了印度工业产权局、版权局和版权委员会、知识产权申诉委员会。 

司法保护制度：有三种救济途径可供选择，即民事救济、刑事救济和行政救济。知识产权持有人如遭遇侵

权，民事救济是印度打击知识产权侵权的有效手段，民事救济方式主要有申请搜查令、损害赔偿、返还利

润。刑事救济包括没收侵权产品、罚金、监禁。 

行政执法制度：执法依据包括《进口货物的知识产权实施规则（2007）》、《1962 年海关法》。 

新加

坡 

知识产权管理体制：行政方面，主管知识产权的部门是新加坡知识产权局。司法方面，主要是法院，设二

级法院，包括最高法院及辖下的一个初级法院。执法方面，主要是海关和警察局负责执法。 

司法保护制度：主要依据是《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

对刑事、民事等案件实行级别管辖，在诉讼制度上采用两审终审制。新加坡实行重刑主义，对构成刑事罪

名的侵权人判处监禁，并可单处或并处罚金。新加坡是世界上知识产权犯罪刑罚最重的国家之一，施加有

很强威慑性的判决。 

行政执法制度：新加坡海关可以扣押侵权物品，但无权进行侵权调查并做出处罚决定。国内的商标和版权

的侵权活动由新加坡刑事调查局下的商业调查组负责调查，其亦无权做出处罚决定，必须向法庭起诉，由

法庭做出裁决。 

越南 知识产权管理体制：越南对于知识产权采取了专门管理与综合管理相结合的方式。行政管理部门包括科学

技术部、文化信息部、农业和农村发展部这三个部门。科学技术部下属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主管工业产权事

务，文化信息部下属的国家著作权局主管著作权及相关权事务，农业和农村发展部则主管植物品种权事务。

除此之外，各级法院、检察院、市场管理机关、海关、警察机关和人民委员会在其职责范围内均有权处理

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应当向法院提起。行政责任的承担应当向各级检察机关、

警察机关、市场管理机关、海关和人民委员会提起。知识产权边境控制的申请应当向海关提起。 

知识产权诉讼方面：行政诉讼方面，知识产权纠纷由行政当局处理。处分包括警告、罚款、扣押/销毁假冒

货物、暂停营业执照，以及把侵权的进口或转运货物再出口。民事诉讼：当局可采取类似行政诉讼的制裁

措施。刑事诉讼：包括海关在内的政府当局可以提出起诉。另一方面，知识产权拥有人也可以申请诉讼。

处罚包括罚款及/或监禁。 

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包括：《民法典》、《刑法典》、《海关法》、《知识产权法》等。 

救济途径：当权利人的权利被侵犯时，依据越南《知识产权法》的规定，权利人可以采取自力救济和公力

救济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权利。（1）自力救济。a．采用各种技术措施来阻止侵权行为；b．要求侵权人停

止侵权行为、道歉、赔偿损失和向社会公开修正自己的错误；c．请求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侵权行为；d．向

法院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2）公力救济。法律规定，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侵权人应当承担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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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续） 

国别 知识产权环境 

越南 行政和刑事责任。法院可以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权行为、公开修正和道歉、赔偿损失、销毁侵权物品等

民事责任。 

泰国 有关法律：主要包括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商业秘密法，集成电路版权保护法，地理标识保护法、植

物种子保护法、泰医智力成果保护促进法等。 

有关机构：泰国知识产权厅是全面主管知识产权事务的核心机构。下设处级机构包括：专利局、商标局、

版权局、知识产权纠纷预防与调解局、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局、秘书局、知识产权促进与发展处、法律事务

处、知识产权信息技术中心等。 

马 来

西亚 

有关法律法规包括：《专利法》、《商标法》、《工业设计法》、《版权法》、《集成电路设计布局法》。 

专利委员会是负责专利管理的机构，委员会的主席由国内贸易及消费者事务部秘书长担任，企业申请专利

须向该专业委员会的专利特许处申请。马来西亚商标委员会是受理商标申请的机构，商标分为商品商标和

服务商标，外国商标必须登记才能得到合法保护，外国商标登记必须由马来西亚商标代理人进行。 

印度

尼西

亚 

知识产权管理体制：立法方面，人民协商会议是印尼的最高权力机关，其通过的决议以及宪法、由人民代

表会议通过的法律、总统批准的法律、颁布的法规和决定以及地方法规和部门规章组成印尼法律体系。司

法方面，商事法院主要负责初步审理涉及专利、商标、版权、地理标志、工业设计、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

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最高法院受理对商事法院判决不服的上诉案件；印尼国家仲裁委员会为当事人提供诉

讼外的争端解决服务，主要负责包含知识产权的商事仲裁。行政方面，印度尼西亚知识产权总局负责印尼

知识产权政策制定，管理所有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审批和行政管理事务，其下设有专利上诉委员会和商标上

诉委员会，受理专利、商标申请相关投诉；印尼设有 33 个法律和人权部区域办事处，为地方提供包括知识

产权服务在内的法律、移民等公共服务，可提供专利、商标、工业设计、版权、地理标志的在线检索服务；

印尼域名公共专利检索服务以及知识产权在线注册等服务。执法方面，印尼海关负责进出口货物知识产权

管理，包括商标和版权的登记备案、知识产权侵权物品的扣押；警察总署负责调查知识产权侵权犯罪案件，

执行法院决定。 

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印尼知识产权法律由《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专利法》、《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商标法》、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著作权法》、《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观设计法》、《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集成电路布图

设计法》、《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商业秘密法》、《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地理标志法》、《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植物品种法》以及加入的《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专利合作条约》、《马德里议定书》等国际

条约组成。 

知识产权保护期限：专利，印尼专利分为发明专利和简易专利两种类型，发明专利的保护期限为 20 年，简

易专利的保护期限为 10 年，到期不能延长。商标，含商品商标、服务商标、集体商标，保护期限为 10 年，

期满可以续展，每次续展 10 年，不限续展次数。版权，对文学、音乐及艺术作品保护至作者去世后 70 年；

对电子游戏、计算机程序、电影及摄影作品、资料库及改编作品，保护期限自首次发布后 50 年；对表演权

及录影权，保护期限自演出或制作日期后 50 年；对广播权，保护期限自首次广播后 20 年。工业品外观设

计，保护期限是 10 年。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期限是 10 年。地理标志，保护没有期限的限制，只要产

品的特定质量和特征一直存在。 

知识产权维权方式：备选纠纷解决（ADR），一种通过当事人同意的程序解决纠纷或意见分歧的机制，例如

协商、谈判、调解、调停或专家评估，是印尼非诉讼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投诉，可通过印尼知识产权总

局官网的“知识产权侵权在线”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进行在线投诉，印尼警察总署将对投诉案件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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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续） 

国别 知识产权环境 

印度

尼西

亚 

法院的临时性决定，为阻止侵权产品进入商业渠道和/或保全知识产权侵权证据，依当事人申请签发临时性

决定。海关扣押，经海关登记备案的商标、版权，海关在发现进出口货物涉嫌侵权时，会扣押货物并向权

利人发送通知确认扣押货物；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或未经备案的商标、版权，可向商事法院提交海关扣押

请求，暂缓放行侵权产品，海关执行法院的扣押决定。海关扣押货物的期限为 10 日，如有特殊的原因和条

件，经首席法官同意可将扣押期限再延长 10 日。诉讼，申请人可向地区商事法院提交诉讼申请，对判决不

服的，可上诉至最高法院。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纠纷应向被告生活或居住地的商事法院院长提出，被告

的居住地在印尼境外的，诉讼应向雅加达中央区的商事法院院长提出。当发生版权纠纷时，若纠纷双方有

一方在印尼境内，则要求先用调解方式解决争议，调解不成的再提起刑事指控。仲裁，双方当事人必须就

可能产生的分歧订立有效的仲裁协议，签有仲裁协议的，法院无权受理纠纷，执行仲裁程序。 

沙 特

阿 拉

伯 

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包括《专利法》、《商标法》和《版权法》等法律。任何自然人或法人，

在其知识产权受到侵害时，可通过法律途径要求损害赔偿费，并依据法律规定采取相应措施。沙特的《打

击商业欺诈的规定》也对知识产权提供了间接的保护。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处罚规定对于生产假货或仿冒

的行为，可以处以查封和销毁假冒商品，以及最高 10 万里亚尔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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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常见的跨境电子商务相关信息查询网站 

表 C.1 常见的跨境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信息查询网站表 

网站类别 网站名称 网址 

专利信息 国家知识产权局综合服务平台 http://www.sipo.gov.cn/zhfwpt/ 

中国专利信息网 http://www.patent.com.cn 

专利检索及分析 http://pss-system.cnipa.gov.cn/sipopublicsearch/

portal/uiIndex.shtml 

SooPAT 专利检索 http://www.soopat.com/ 

incoPat 科技创新情报平台 http://www.incopat.com/#page1 

patsnap 智慧芽 http://www.zhihuiya.com/ 

INNOJOY http://www.innojoy.com/searchresult/default.html 

美国专利商标查询 http://www.uspto.gov 

欧洲专利局 https://www.epo.org/index.html 

商标信息 中国商标网 http://sbj.cnipa.gov.cn/ 

商标分类表 http://www.sbfl.cn/ 

企查查 https://www.qichacha.com/more_brands 

马德里国际商标查询 https://www3.wipo.int/branddb/en/ 

欧盟商标查询 https://oami.europa.eu/ohimportal/en/ 

著作权信息 国家版权局网 http://www.ncac.gov.cn/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 http://www.ccopyright.com.cn/ 

中国版权在线 http://www.chinacopyright.org.cn 

美国版权局 https://www.copyright.gov/ 

企查查 https://www.qichacha.com/more_zzqs 

国内涉诉信息 中国裁判文书网 http://wenshu.court.gov.cn/ 

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网 http://zscq.court.gov.cn/ 

北大法宝 http://www.pkulaw.cn/ 

威科先行 http://law.wkinfo.com.cn/ 

OpenLaw http://openlaw.cn/ 

无诉案例 https://www.itslaw.com/ 

Alpha 法律智能操作系统（数据库） https://alphalawyer.cn/ 

海外维权信息 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http://ipr.mofcom.gov.cn/index.shtml 

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名录 

http://ipr.mofcom.gov.cn/office/list.shtml?area_

name= 

知识产权国别环境指南 http://ipr.mofcom.gov.cn/hwwq_2/zhinan.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 http://gpj.mofcom.gov.cn/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 http://amr.sz.gov.cn/ 

 

 

http://www.uspto.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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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续） 

网站类别 网站名称 网址 

海外维权信息 智南针 http://www.worldip.cn/ 

深圳市电子商务协会 http://www.szec.cc/ 

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 https://www.xe-a.org/ 

337 案件查询 337Info https://pubapps2.usitc.gov/337external/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 https://www.usitc.gov/secretary/fed_reg_notices

.htm 

标准信息 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http://std.samr.gov.cn/ 

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 http://openstd.samr.gov.cn/bzgk/gb/;jsessionid=

F5AA659C791648B2F166660E47A03179 

欧洲标准学会（CEN） https://www.cen.eu/Pages/default.aspx 

美国标准学会（ANSI） https://www.ansi.org/ 

德国标准学会（DIN） https://www.din.de/de 

英国标准学会（BSI） https://www.bsigroup.com/ 

日本规格协会（JSA） https://www.jsa.or.jp/e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