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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普通未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冲突之处理
王太平

内容提要：关于普通未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之间冲突的处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与《商
标法》第59条第3款的规定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必须从普通未注册商标保护的中国语境和维护注册取得
商标权体制的价值取向出发，结合在后注册商标是否存在不正当抢注、注册时间等因素，综合考虑诚
实信用、保护在先权利、制止市场混淆等原则合理解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与《商标法》第59条
第3款，公平处理冲突。“N”标志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仅依据保护在先权利和制止市场混淆原则来处理
普通未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之间的冲突略显机械。对此种冲突，不应非此即彼地处理，而应该尊重已
经形成的市场格局，相互注意与对方作出区分。

关 键 词：反不正当竞争法  普通未注册商标  注册商标  权利冲突  “N”标志不正当竞争
纠纷案  在先使用

Abstract: In settling the rights conflict between common un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registered trademark, 
article 6 of the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potentially conflicts to para 3, article 59 of the Trademark Law. 
To fairly settle the conflict, the paper suggests to first consider the Chinese context for protection of common 
un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maintaining trademark registration system, then think about 
factors such as trademark squatting by 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registration time, then give overall consideration 
to such principles as good faith, protection of prior rights, stopping market confusion, etc., and then reasonably 
explain article 6 of the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and para 3, article 59 of the Trademark Law. The settlement 
of "N" logo unfair competition dispute seems a little bit rigid because it only relies on the principles of protection of 
prior rights and stopping market confusion to address the rights conflict between common un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registered trademark. In addressing this kind of conflict, the either/or thinking pattern should be avoided. It is 
advised to respect the already formed market pattern and encourage both parties to distinguish from each other.

Key Words: Anti-Unfair Cometition Law; common unregistered trademark; registered trademark; 
conflict of rights; "N" logo case; prior use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4月16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新百伦贸易（中国）有限公司诉纽巴伦（中国）有

限公司、赵城鹏不正当竞争纠纷案a（以下简称“N”标志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作出（2017）沪0115
民初1798号民事判决，在被告纽巴伦公司使用的“斜杠N标识”和第4236766号“ ”注册商标与原

告的“基本一致”，且被告第4236766号 注册商标经该案原告委托人新平衡运动鞋公司异议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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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1798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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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维持注册b的情况下，法院仍然根据《侵权责任法》第15条第1款第（一）项、第（六）项、第

（八）项及该条第2款，《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第1款、第17条判决被告使用自己注册商标的行

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并认为，在被告取得商标专用权之后，理应对于在先形成的鞋两侧N字母装潢

进行合理的位置避让。

尽管“N”标志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一审判决引用的法律条文既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

定，也包括了《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但从请求权基础来看，该案判决的法律依据是《反不正

当竞争法》第6条。该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

在特定联系：（一）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

（二）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社会组织名称（包括简称等）、

姓名（包括笔名、艺名、译名等）；（三）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域名主体部分、网站名称、网

页等；（四）其他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从其内容来看，

尽管该规定涉及的商业标识范围非常广泛，囊括了商品名称、包装、装潢、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

号等）、社会组织名称（包括简称等）、姓名（包括笔名、艺名、译名等）、域名主体部分、网站名

称、网页等商业标识，但因这些标识均“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所涉

及的标识均为与商品或服务有关的未经注册但有一定影响的标识，实际上为有一定影响的未注册商

标c。这种未注册商标既不同于《商标法》第13条第2款规定的驰名的未注册商标，也不同于《商标

法》第15条规定的不需要产生一定影响的未注册商标，可称为普通未注册商标。同时，《反不正当竞

争法》第6条规定是我国法律对普通未注册商标提供侵权救济的唯一规定。根据该规定，当普通未注

册商标遭受该条规定的侵害时，其使用人可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7条第1款的规定追究侵害

人的民事责任。由于该规定赋予了普通未注册商标使用人积极追究他人民事责任的权利，因此可以说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赋予了普通未注册商标一种积极效力。那么，这种积极效力的“射程”究

竟是怎样的？是否能够及于他人在后的注册商标？从其内容来看，由于该条并未明确将使用在后的注

册商标而导致的混淆行为排除在外，因此，使用在后的注册商标的混淆行为是有可能落入该规定的射程

之内的，而一旦落入该规定的射程范围，在后的注册商标就需要避让在先的普通未注册商标，甚至被禁

止使用。显然，“N”标志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判决正是如此理解《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据以处理的。

然而，我国法律中涉及普通未注册商标及其与注册商标关系的规定不仅仅有《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6条，而是还包括《商标法》第32条后半句和第59条第3款。根据《商标法》第32条后半句的规定，

“申请商标注册”“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根据《商标

法》第59条第3款的规定，商标注册人申请商标注册前，他人已经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先于

商标注册人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该使用

人在原使用范围内继续使用该商标，但可以要求其附加适当区别标识。可见，《商标法》第32条后半

句赋予了普通未注册商标以阻止他人抢注其普通未注册商标的权利，普通未注册商标使用人可以根据

《商标法》第33条对他人的抢注商标申请提出异议，可以根据《商标法》第45条请求宣告他人成功

抢注的商标无效，而第59条第3款则赋予在先使用的普通未注册商标在他人注册之后有条件地继续使

用的权利。在商标注册环节，根据《商标法》第32条，在先使用的普通未注册商标在一定程度上是优

于注册商标的。因为根据《商标法》第32条的规定，在先使用的普通未注册商标能够阻止他人的不

正当抢先注册。一般认为，《商标法》第59条第3款赋予在先的普通未注册商标的权利是一种消极的

b 参见新平衡运动鞋公司（New Balance Athletic Shoe INC）等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争议行

政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行终3771号行政判决书。

c 参见黄晖：《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未注册商标的保护》，载《中华商标》2007年第4期，第19-23页；张今、姚婉：《未注册商标保

护的法理思考》，载《中华商标》2007年第2期，第12-14页；冯术杰：《未注册商标的权利产生机制与保护模式》，载《法学》2013年第

7期，第39-47页；王太平：《我国知名商品特有名称法律保护制度之完善——基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５条第２项的分析》，载《法商

研究》2015年第6期，第180-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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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辩权d，在先的普通未注册商标需要附加区别标识才能在原有范围内继续使用，而这显然意味着在

先的普通未注册商标需要避让在后的注册商标。换言之，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不同的是，同

样涉及相互冲突的在先的普通未注册商标与在后的注册商标关系的《商标法》第59条第3款明确规定

了二者的关系，在先的普通未注册商标需要避让在后的注册商标。

上述分析表明《商标法》第59条第3款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那么

当在先的普通未注册商标与在后的注册商标之间发生冲突时，究竟应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
条判决在后的注册商标避让在先的普通未注册商标，还是适用《商标法》第59条第3款判决在先的普

通未注册商标避让在后的注册商标呢？处理“N”标志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是否仅仅适用《反不正当竞

争法》第6条就可以了？其是否还需要考虑《商标法》第59条第3款呢？双方当事人的主观状态对案件

处理结果又会有什么影响？要正确处理“N”标志不正当竞争纠纷案，这些问题均是必须回答的。本

文认为，为避免一叶障目地分析和处理问题，首先必须认清我国普通未注册商标保护的基本立场，在

此基础上才能确定我国普通未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冲突中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商标法的适用关系并正确

处理“N”标志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二、我国普通未注册商标保护的基本立场

基本立场是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基本立场错误必然导致“失之毫厘、

谬以千里”的结果。因此，尽管笔者已经在多篇论文中从不同角度进行过阐述，这里还要重申我国普

通未注册商标保护的基本立场，尤其是强调普通未注册商标保护的中国语境。同时，随着商标法研究

的深入，多年来我国学术界似乎渐渐地产生一种浪漫的未注册商标公平保护观念，出现了一种轻视或

者忽视商标注册的基本价值与特殊功能的倾向。因此，本文还特别重申商标注册体制的基本价值与特

殊功能。

（一）普通未注册商标保护的中国语境

普通未注册商标在世界各国或地区法律上的地位千差万别，法律待遇各不相同。大而化之，在

采用使用取得商标权体制或混合取得商标权体制的国家（如美国、德国等），普通未注册商标可以直

接取得商标权，而在采用注册取得商标权体制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普通未注册商标不能取得

商标权，甚至在有些国家（如法国、西班牙等），普通未注册商标几乎不受任何保护。e而在制度细

节上，不同国家或地区商标法上类似制度的具体构造也互不相同。以享有先用权的普通未注册商标的

条件为例，《日本商标法》规定的享有先用权的普通未注册商标的条件为“在该商标申请注册之际，

已使消费者广为知晓该商标表示与其业务相关的商品或服务”；我国台湾地区“商标法”规定的享有

先用权的普通未注册商标的条件是“在他人商标注册申请日前，善意使用”，缺乏影响力条件；而我

国《商标法》规定的享有先用权的普通未注册商标的条件是“已经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先于

商标注册人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并有一定影响”，似乎要求影响力但并不要求特别高的影响

力。同时，普通未注册商标保护通常不仅涉及商标法，在许多国家或地区还会涉及反不正当竞争法，

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性质则比较复杂，处于“知识产权法、反垄断法和消费者保护法之间”f。各国

法律的具体规定也千差万别，对包括未注册商标保护在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有些国家通过

d 参见曹新明：《商标先用权研究——兼论我国〈商标法〉第三修正案》，载《法治研究》2014年第9期，第19页；杜颖：《商

标先使用权解读——〈商标法〉第59条第3款的理解与适用》，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5期，第1361页；李扬：《商标在先使用抗辩研

究》，载《知识产权》2016年第10期，第5页。

e 《欧盟商标条例》第8条第（4）款规定了基于未注册商标的异议或无效诉讼成功的四个条件。其中，两个条件是在先普通未注

册商标必须在某个成员国获得法律保护，且该成员国允许在先普通未注册商标所有人禁止在后商标的使用，作为欧盟成员国的比荷卢经

济联盟国家、克罗地亚、爱沙尼亚、法国、匈牙利、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等国家或地区法律对普通未注册商

标提供的保护就因不能满足这两个条件而不构成《欧盟商标条例》第8条第（4）款规定的在先的未注册商标。See Verena von Bomhard & 
Artur Geier, Unregistered Trademarks in EU Trademark Law, 107 Trademark Rep. 677, 686-688 (2017).
f [德]弗诺克.亨宁.博德维希主编：《全球反不正当竞争法指引》，黄武双、刘维、陈雅秋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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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独立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而另一些国家以形形色色的规则出现”。g普通未注册商标保护的这种因

国家或地区而异的特征意味着必须从具体国家或地区的具体情况出发来分析其法律保护，而不能笼统地

看问题。具体到普通未注册商标的保护就是必须考虑到普通未注册商标保护的中国语境，考虑到中国商

标保护制度中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商标法的关系的整体格局以及两法中普通未注册商标保护的具体制度

构造，脱离中国语境而强调普通未注册商标的公平保护必定导致法律认识上的偏差和错误的法律适

用。本文认为，中国语境下普通未注册商标保护的基本立场可以概括如下。

其一，我国商标法律保护制度由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商标法共同组成，其中，反不正当竞争法主

要保护未注册商标，商标法主要保护注册商标。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符合条件的普通未注册商标提供侵

权救济，并附带保护注册商标。商标法对注册商标提供包括侵权救济在内的全面保护，并附带保护未

注册商标，即为达到驰名状态的未注册商标提供商标权保护、为特殊关系（代理、代表关系）的当事

人间的商标提供接近于商标权但仅限于当事人之间的救济、为普通未注册商标提供阻止或取消他人抢

注、在他人注册后有条件地继续使用的效力的有限保护。

其二，我国商标法律制度对未注册商标的保护具有有限性，不管是特殊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商标、

普通未注册商标还是驰名的未注册商标，未注册商标的保护条件原则上严格于注册商标，未注册商标的

保护力度原则上弱于注册商标。对未注册商标的保护不能过强，更不能等同于对注册商标的保护。即

便是达到驰名状态的未注册商标，表面上似乎具有了超越注册商标的效力，即当相对人具有恶意时，

可以不受《商标法》第45条的5年除斥期间限制而申请宣告他人抢注的商标无效，但如果考虑到驰名商

标权利的行使要比普通注册商标权利的行使难度大得多，不是仅仅出具商标注册证，而是要用大量的

证据证明抢注发生时商标的驰名状态，未注册驰名商标的法律“待遇”仍然难比最普通的注册商标。

其三，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未注册商标的保护具有补充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补充性保护不能抵

触商标法的立法政策，不能与商标法的价值目标相冲突。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商标法之间不是平行的关

系，不能割裂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商标法的关系，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商标法之间既有相互统一的一面，

也有相互冲突的一面。其相互统一的一面体现在二者互相配合共同实现商标保护的价值目标；二者相

互冲突的一面体现在，二者具有替代关系，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过强保护会损害商标法的价值目标的实

现，进而影响整个商标法律保护制度的价值目标的实现。

（二）我国商标法律保护制度的价值目标：重申商标注册的价值

我国《商标法》第1条规定了商标法的立法目的，学者一般将其解读为三个方面：保护商标所有人

的利益、维护消费者的利益、维护市场公平竞争。h权威机构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释义》

解读的商标法的立法目的还包括加强商标管理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i本文基本认同这些解

读。事实上，我国商标法除了这些立法目的外，维持注册取得商标权体制也是商标法的价值目标的重要

内容。近年来，随着对商标认识的深化，商标法对商标使用的日渐重视以及商标法运行中出现了商标抢

注、商标囤积现象，我国逐渐出现了一种浪漫的未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的公平保护观念j，渐渐地有轻

g 同注释f。

h 参见邓宏光：《论商标法的价值定位——兼论我国〈商标法〉第1条的修改》，载《法学论坛》2007年第6期，第88页；冯晓青：

《商标法之立法宗旨研究》，载《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29页。

i 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11页。

j 有学者认为，“在先知名商标的使用人不仅可以援引反不正当竞争法起诉第三人，也可以同样地对进入其‘原有使用范围’的在

后商标注册人主张权益，商标法没有也难以剥夺该权利。因此，在涉及知名商品的在先使用商标的情形下，在先使用商标在其原有使用

范围内与在后注册商标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是难以共存。这意味着，商标法应当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协调，‘原有使用范围内’的商标

权益完全赋予在先商标使用人。于是，在我国商标法上，通过商标使用而产生的商标禁止权，应当可以在他人的相同或近似商标注册后

在其原使用范围内继续有效，这与普通法上的商标使用取得制度是相当的。”冯术杰：《我国离商标使用取得制度有多远》，载《中国

知识产权报》2015年4月24日第021版。另有学者在2013年《商标法》修改之前认为，就在先的本质为未注册商标的知名商品特有名称与

在后的注册商标发生冲突时，双方应“形成一个井水不犯河水的局面：一方面，异地商标一旦先行注册，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就被冻结在

本地，不能对抗他人注册商标在异地的使用；另一方面，商标注册人也不能到特有名称已经知名的地域使用”。黄晖：《以地域原则解

决知名商品特有名称与注册商标的冲突——第三次修改商标法时亟需明确的一个问题》，载《中华商标》2010年第1期，第14页。



.38 .

·2020年第6期

视注册甚至取消注册取得制度的声音。k因此，本文特别重申注册取得商标权体制的独特价值。

尽管商标的确产生于使用，注册并不能使商标产生，但注册本身对于商标法律制度的运转仍然具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不动产登记并不产生不动产物权，但不动产登记对于不动产物权制度的运行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样。一般而言，注册具有确定权利归属或推定权利存在、划定权利边界、公示

权利变动和便利交易活动等功能或作用。l当然，在注册取得商标权体制下，商标注册更为实质，作

用也要比使用取得商标权体制下作用更大。

相对于其他知识产权制度，注册之类的公示制度对于商标法具有尤其重要的作用，其根源在于商

标不同于其他知识产权客体的自然属性和形成过程。商标等知识产权客体均属于资源，不同的资源需

要不同的控制体系。“如果资源是竞争性的，那就需要一种控制体系，以确保资源不至于被耗尽——

这意味着控制体系必须确保资源既可被生产出来，又不被过度使用。”而“如果资源是非竞争性的，

那么控制体系的惟一任务就是确保资源的生产——这是一个资源供应的问题”。“一旦资源被生产出

来，就不必担心会被耗尽。根据定义，非竞争性的资源是不会被用尽的”。“两种资源共用一种体系

的确有害无益。”m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知识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就使得在没有特别法律保

护的情况下，难以阻止他人的不法使用，难以排除搭便车的行为”。n换言之，知识产权客体为非竞

争性资源，需要创设特殊的包括商标法在内的知识产权法阻止搭便车行为以激励其生产。然而，商标

又具有不同于其他知识产权客体的特征。作为一种知识或信息，发明、作品等的投入是一次性的，一

旦生产出来就不会灭失，具有永存性。而商标则不然，“商标本质上是智力或心理上的”o，具有动

态性，会随着商标使用而产生、壮大、消亡。因此，商标不仅存在着激励生产的问题，而且还像物质

财产一样，需要避免被耗尽，避免公地悲剧。财产法的首要原则认为，“一切资源均须由确定的主体

拥有”，以便拥有财产者“有合理的理由利用之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和满足”。p因此，只有商标稳定

确定地由某个主体所有和控制，该主体才能够更好地利用商标，促进商标的形成，维持商标的存在，

避免商标的消亡。商标法正是这种将商标稳定确定地由某个主体所有和控制的制度，它“允许企业与

用于市场上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具有显著性的标志建立独占联系”。“从经济角度看，这种中枢机制

至关重要。通过在商标权固有的限制范围之内将该符号独占地分配给特定企业，商标法提供了在相关

的个别符号内进行实质投资所必要的法律保障。”商标发展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在商标法的帮

助下对某标志进行初始保留（‘标志保留’），通过广告和质量控制对该标志进行规划（‘标志规

划’），最后，创建潜在的宝贵品牌形象，这是前两个步骤花费的时间和金钱的结果（‘品牌形象创

造’）。”其中，商标法为企业提供与某个标志建立独占性联系的机会，即“标志保留”是商标形成

的基础，“是以后对受保护的标志进行投资的先决条件”。q

相对而言，注册取得商标权体制所提供的法律保障力是使用取得商标权体制远不能比的。由于

在其中注册仅仅具有较弱的表面证据和权利推定效力，使用取得商标权体制事实上是难以满足上述商

标发展的“标志保留”条件的。这点是采用使用取得商标权体制的美国的学者也承认的。美国学者认

k 注册取得取消论的观点，参见邓宏光：《我们凭什么取得商标权——商标权取得模式的中间道路》，载《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
第5期，第60-61页；秦顺华、苏喆：《公平与效率结合的典范——〈兰哈姆法〉商标权取得制度管窥》，载《行政与法》2012年第2期，

第111页。这种观点虽名为中间道路，但注册环节的严格的使用要求事实上是取消了注册取得。混合论的观点，参见彭学龙：《寻求注

册与使用在商标确权中的合理平衡》，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160页；王莲峰：《我国商标权利取得制度的不足与完善》，载

《法学》2012年第11期，第72页。

l 参见张玉敏著：《商标注册与确权程序改革研究——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59-61页；曹世海

著：《商标权注册取得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05-113页。另有学者将商标注册制度的价值概括为确认价值、证据价值、

推定价值、信息价值、管制价值。参见付继存：《论未注册商标的法律保护》，中国政法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5-36页。

m [美]劳伦斯.莱斯格著：《思想的未来：网络时代公共知识领域的警世喻言》，李旭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n [美]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著：《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o Richard L. Kirkpatrick,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in Trademark Law, Practising Law Institute, 2011, forward.
p [美]迈克尔.D.贝勒斯著：《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q Martin Senftleben, The Trademark Tower of Babel – Dilution Concepts in International, US and EC Trademark Law, 40 IIC 45, 46-47(2009).



.39 .

我国普通未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冲突之处理 

为，“建立注册制度（而不仅仅是商标制度）的最佳理由是，允许企业自行决定哪些事情可以做，哪

些事情不可以做。然而，将注册与对未注册商标的一般保护结合起来会干扰这一功能，因为查看注册

表中的详细说明本身并不能保证企业有自由经营的权利”。因此，应该改进使用取得商标权体制，而

“采用实质性的注册方法”，应该注册“更少的商标”，维持“较强的注册、较弱的未注册商标”。r

采用注册取得商标权体制的日本学者同样认为，在商标的选择阶段，商标申请人为调查消费者的嗜好

等，不仅要支出大量的费用，而且在开始使用商标后，也会投入巨大的广告宣传费用，使用取得商标

权体制是无法确保商标申请人最终获得注册的，尽管注册取得商标权体制同样并不能绝对确保商标申

请人最终获得注册，但最终获得注册的可能性更大，是否能最终获得注册更多地取决于商标申请人，

因此更“符合注册商标的发展助成功能之基本原则”。s的确，注册取得商标权体制下的注册“允许

企业更可预见地安排他们的事务”。“通过‘向潜在的侵权者提供可见的威慑和建设性的通知’而使

企业受益；允许商标注册机构引用该注册拒绝注册可能混淆的近似商标；允许商标所有人在标准化的

商业交易中更容易地将商标授权给他人，并在寻求将其作为贷款担保时出示其权利的证据……即使商

标是消费者保护的问题，商标注册也是产业政策的问题，通过提供包括全国范围内对其他用户的优先

权的注册激励措施而促进了全国统一市场。”t

除此之外，我们不要忘记法律具有行为导向和型塑社会秩序的功能，市场现实和法律现实会在法

律引导下趋近一致。比如，在几乎不保护普通未注册商标的西班牙和法国，“公司历来十分积极地将

其显著的标志注册为商标，以获得保护和法律确定性”。u我们对待注册取得商标权体制的态度应该

如张玉敏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商标法》实施三十多年，企业的商标观念已经大大加强，懂得商

标注册重要性的今天，强调商标注册的法律效力，引导经营者积极申请商标注册，营造良好的商标注

册和使用秩序，应当是商标立法、司法和研究的重要任务。我们对商标注册制度的缺点的批评和商标

实际使用作用的强调，都是在坚持注册取得原则的前提下的调适性改革，绝不是对注册取得原则的否

定。过分强调实际使用在商标保护中的作用，甚至否定注册产生商标权的法律效力，实质上是放弃法

律的行为导向功能和型塑社会秩序（包括交易秩序）的功能，不利于商标法律秩序的建设，也不利于

市场经济的发展”。v

三、我国普通未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冲突中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商标法的适用关系

在明确了普通未注册商标保护的中国语境、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之后，我们继续分析我国普通未

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冲突中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商标法的适用关系，处理普通未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之

间的冲突。

（一）普通未注册商标的构成条件和法律效力

在普通未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冲突中，首先要解决的是普通未注册商标的构成条件。如前所述，

我国涉及普通未注册商标的相关规定有《商标法》第32条后半句、第59条第3款和《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6条。其中，《商标法》的两个条文明确了在先的标志是商标，而尽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
条规定的相关标识的范围非常广泛，但如前所述其本质上仍然是未注册商标。就普通未注册商标的构

成条件而言，鉴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商标法》规定的普通未注册商标的法律效力有所不同，且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是积极的侵权救济效力，《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商标法》的普通未注册

商标的构成条件也可以有所不同，《反不正当竞争法》可以规定更严格的条件。然而，鉴于现行《商

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均采用了“一定影响”用语，基于法律的形式理性要求，这些“一定影

r Rebecca Tushnet, Registering Disagreement: Registration in Modern American Trademark Law, 130 Harv. L. Rev. 867, 917-929(2017).
s [日]田村善之著：《日本知识产权法》，周超、李雨峰、李希同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

t 同注释r，第877页。

u Verena von Bomhard & Artur Geier, Unregistered Trademarks in EU Trademark Law, 107Trademark Rep. 677, 688(2017).
v 张玉敏著：《商标注册与确权程序改革研究——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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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作同一解释更为可取，而比较确定的标准便是商标法上的第二含义。w当然，《商标法》第32条
后半句和第59条第3款除了规定了“一定影响”之外，还规定了使用条件。不过，由于“一定影响”

必定是通过“使用”得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尽管没有规定普通未注册商标的使用条件，

但却也必定是符合使用条件的。x同时，由于我国商标法采用注册取得商标权体制，商标注册之后即

享有商标权，商标公告具有推定公知的效力，商标注册之后的使用冲突商标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行

为，不能产生合法的权利（权益）。因此，我国普通未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冲突中的普通未注册商标

必定是先于注册商标的普通未注册商标。

普通未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冲突中还要解决普通未注册商标的法律效力。普通未注册商标的权益

产生于商标的实际使用，其效力范围显然也以其因使用而实际产生的影响力的范围为限。《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不正当竞争解释》）第1
条第2款规定，在不同地域范围内使用相同或者近似的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在后使用

者能够证明其善意使用的，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第（二）项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因

后来的经营活动进入相同地域范围而使其商品来源足以产生混淆，在先使用者请求责令在后使用者附

加足以区别商品来源的其他标识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该规定显然也肯认了普通未注册商标效

力的地域性。

普通未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之间的冲突主要出现在三个时间段：一是自在后注册商标申请注册到

商标注册之日，普通未注册商标可能作为阻碍商标注册申请的基础；二是自在后注册商标注册之日至

注册之日起5年内，普通未注册商标可能作为质疑已获注册的注册商标的有效性的基础；三是在后注

册商标自注册之日起满5年之后，注册商标已经无法被无效宣告，普通未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处于共

存状态。可以说，我国现行法对于第一个阶段冲突的处理基本上已经比较明确，对第二个阶段和第三

个阶段的处理均有模糊之处，因此，这也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不过鉴于普通未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之

间的冲突，不仅涉及到普通未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本身的效力之间的相互抵触及协调，而且还涉及在

后注册商标的注册以及注册确定对普通未注册商标效力的影响。因此，本文按照在后注册商标从注册

申请到注册再到注册确定三个阶段进行全面分析。

（二）在后注册商标注册之前，普通未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之间的冲突及处理

在在后的注册商标提出商标注册申请之前，普通未注册商标可以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
针对他人使用冲突标识的混淆行为请求承担包括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在内的民事责任。而在在后注

册商标提出注册申请之后，则产生了在后的注册商标申请权，开始出现普通未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申

请权之间的冲突。

根据《商标法》第32条后半句和第33条的规定，在在后注册商标提出商标注册申请之后，申请商

标注册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

使用人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对初步审定公告的商标可以提出异议。从《商标法》第32条后半句的

规定来看，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使用人要在商标异议程序中获得成功，除了证明其普通未

注册商标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之外，还需要证明在后注册商标申请人申请注册的不正当手段抢先注

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3条第1款规定，在先使用

人主张商标申请人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其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如果在先使用商标已经

有一定影响，而商标申请人明知或者应知该商标，即可推定其构成“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但商

标申请人举证证明其没有利用在先使用商标商誉的恶意的除外。学者也多认为商标申请人明知或者应

知在先的普通未注册商标构成此处的不正当手段抢注。y概言之，我国商标法为普通未注册商标保护

w 参见王太平：《我国未注册商标保护制度的体系化解释》，载《法学》2018年第8期，第147-148页。

x 参见戴文骐：《认真对待商标权：恶意抢注商标行为规制体系的修正》，载《知识产权》2019年第7期，第46页。

y 参见杜颖著：《商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5-96页；冯晓青：《〈商标法〉第三十二条“恶意抢注”认定研究——

兼评“捕鱼达人”案》，载《武陵学刊》2017年第5期，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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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规定了客观条件，也规定了主观条件。其中客观条件意味着商标法只保护那些已经实际发挥商标作

用的有一定影响的未注册商标，主观条件则减轻了商标注册申请人的注意义务。也就是说，商标注册

申请人并没有调查在先普通未注册商标是否存在的注意义务。可以说，在在后注册商标申请注册中，

甚至直到商标注册之日起5年内，在普通未注册商标与在后的注册商标发生冲突时，我国商标法在一

定程度上更偏向于在先的普通未注册商标使用人的利益，维护已经实际发挥商标功能的普通未注册商

标的价值，防止他人抢注。同时，也许为了贯彻注册取得商标权体制，我国商标法也并没有为一般注

册商标申请人申请商标注册施加过重的调查在先普通未注册商标的注意义务，只要注册商标申请人不

是明知或应知他人在先普通未注册商标而抢注，其注册申请就不受在先普通未注册商标的影响。

根据商标法的规定，在在后注册商标获得注册之前，注册商标申请人显然不享有商标权，仅仅享

有商标申请权。此时商标注册申请对在先的普通未注册商标使用人的权益不产生任何影响，而在先普

通未注册商标使用人不仅可以根据《商标法》第32条后半句和第33条在在后注册商标申请程序中提起

异议而阻止在后注册商标的注册，而且在在后注册商标实际使用时，还可以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6条追究申请人的民事责任。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商标注册申请人证明不知或不应知在先普通未注

册商标越来越难，可以说，商标注册申请中普通未注册商标使用人处于较明显的优势地位。当然，这

种优势地位不是绝对的，因为当在后注册商标申请人并非不正当抢注时，在先普通未注册商标并不能

阻止在后注册商标的注册。

（三）在后注册商标注册后至注册确定前，普通未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之间的冲突

及处理

自在后注册商标获得注册之日至注册之日起5年之内（即在后注册商标注册确定之前），在后的

注册商标因获得注册而产生了注册商标权，于是便出现了存在混淆性近似的在先的普通未注册商标与

在后的注册商标之间的冲突问题，涉及的具体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先的普通未注册商标对在后

的注册商标的效力的影响；二是在后注册商标的注册对在先的普通未注册商标的效力的影响。

就在先的普通未注册商标对在后的注册商标的效力的影响而言，此时在后注册商标虽已获得注

册，但却仍有可能被以存在在先冲突普通未注册商标为由而被宣告无效。根据《商标法》第32条后半

句和第45条的规定，在后注册商标权的效力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商标注册人在申请注册时，是否属

于不正当抢注；二是在先的普通未注册商标使用人是否提起无效宣告。如果在后注册商标注册人在申

请注册时不存在不正当抢先注册的恶意，那么，无论在先普通未注册商标使用人是否提起无效宣告，

均不能影响在后注册商标的注册的有效性。而在在后注册商标注册人在申请注册时，存在不正当抢先

注册的恶意的情况下，在后注册商标的地位和状态完全取决于在先普通未注册商标所有人是否会提起

无效宣告。

就在后注册商标的注册对在先的普通未注册商标的效力的影响而言，在在后注册商标注册之前，

在先的普通未注册商标使用人可以追究包括注册商标申请人在内的使用冲突标志的民事责任，具有积

极进攻的效力。同时，其自己可以使用普通未注册商标更不受他人干涉，具有消极防御的效力。可以

说，在先普通未注册商标既具有积极进攻的效力，也具有消极防御的效力。那么，在在后的注册商标

注册之后，在先的普通未注册商标的效力如何呢？尤其是在先的普通未注册商标使用人还能够继续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追究他人使用冲突标识的民事责任呢？如果这里的他人是注册商标的

权利人又当如何？在先普通未注册商标还可以继续使用吗？对此，日本法律曾有过明确规定，其1993
年修改前的旧《日本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承认商标权人注册商标使用的抗辩，所以原则上在先普

通未注册商标所有人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提出的停止使用请求会被驳回。也就是说，1993年之前的旧

《日本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允许在先的普通未注册商标与在后的注册商标并存的。同时与我国《商标

法》第59条第3款规定类似，根据《日本商标法》第32条第2款，在先普通未注册商标是可以被要求附

加区别标识才能够在原有范围继续使用的。至于其理由，日本学者解释说，如果支持在先普通未注册

商标（日本称“周知性标记”）的停止使用请求，必然会使那些试图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使用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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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营者必须在非常小的范围内调查是否存在使用相同标记的普通未注册商标，否则就不能安心自己

所选定的商标。这样的制度设计，不仅会减弱经营者在全国范围内扩大营业的意欲，而且会给市场交

易带来很多不便。因此可以说，旧《日本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所认可的，就是只要取得商标注册就

可以行使注册商标使用的抗辩，从而使注册商标权人安心在全国范围内利用同一商标从事经营活动。

尽管1993年《日本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改时将第6条删除，但日本学者仍然认为，当普通未注册商标与

注册商标并存时，可以认为，规定商标权人请求普通未注册商标使用人在其标记上贴附混同防止标记

的《日本商标法》第32条第2款，是以无论是否存在普通未注册商标，商标权人都可以使用其商标为前

提的。当然，判例也存在着例外，既有将注册商标抗辩作为权利滥用来对待的情形，也有突破相当于

我国《商标法》第45条的《日本商标法》第47条规定的5年除斥期间的情形。z尽管我国商标法和反不

正当竞争法在相关制度的细节上与日本不同，但相关制度的整体构造类似，即均由反不正当竞争法规

定普通未注册商标的积极进攻效力，由商标法规定普通未注册商标的阻止在后商标注册和在在后商标

注册之后附条件继续使用的消极防御效力，商标法也均采用注册取得商标权体制。因此，在后注册商

标注册之后，在先的普通未注册商标的积极进攻效力应该可以采用类似于日本法的上述做法，即当在

先的普通未注册商标使用人请求在后的注册商标停止使用时，在后注册商标可以以自己的注册商标进

行侵权抗辩。换言之，在后注册商标的注册对在先的普通未注册商标的效力是有影响的，即它将在先

普通未注册商标的效力“冻结”在在后注册商标注册之日，自在后注册商标注册之日起，在先普通未

注册商标原则上失去对在后注册商标的停止使用效力，而仅在被要求附加区别标识的前提下在原有范

围内继续使用。当然，如果有其他人在在先普通未注册商标效力范围内使用冲突标识，在先普通未注

册商标仍可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追究使用人的民事责任。同时，如果在在先普通未注册商

标效力范围内的这种标识的使用同样与在后注册商标相冲突，在后注册商标所有人也可以追究使用人

的民事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在后注册商标的注册对在先的普通未注册商标的效力的影响的上述解释仅限于

在后注册商标不存在不正当抢注的情形。在在后注册商标属于不正当抢注的情况下，由于在先的普通

未注册商标使用人可以根据《商标法》第45条请求宣告在后注册商标权无效，因此，在先普通未注册

商标使用人在其商标有效范围内对在后注册商标所有人提起停止使用的请求的，应该予以支持。尽管

这样可能会导致注册商标自注册之日起5年内的不稳定性，但这是在后注册商标不正当抢注的结果，

在后注册商标所有人应该承担这种不利后果。况且，由于在后注册商标实质上不符合注册条件，在先

普通未注册所有人在此时间段总是可以实现禁止在后注册商标使用的目的的，只要他请求宣告在后注

册商标无效，在后注册商标权便会自始无效，不能继续抗辩在先普通未注册商标使用人的停止使用请

求。因此，没有必要在侵权诉讼中一定要求在先的普通未注册商标使用人在在后注册被宣告无效之后

才能实现其禁止在后注册商标使用的目的而徒增讼累。

（四）在后注册商标注册确定后，普通未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之间的冲突及处理

在在后的注册商标自注册之日起已经满5年之后，根据《商标法》第45条规定，不管是否满足

《商标法》第32条后半句的条件，注册商标已经确定无法因在先的普通未注册商标的存在而被宣告无

效，在后的注册商标注册确定。

此时，如果在后注册商标在注册申请时不存在不正当抢注的情形，那么正如上文所述，在先普通

未注册商标的效力被在后注册商标的注册“冻结”在商标注册之日，如果在后注册商标权利人要求的

话，在先未注册商标在使用时还需要附加区别标识，且只能在原有范围内使用。即便在后注册商标在

注册申请时存在不正当抢注的情形，但因5年除斥期间的经过，在后的注册商标也已经无法因在先的

普通未注册商标的存在而被宣告无效。与本文上小节不同的是，此时在先普通未注册商标使用人在其

商标效力范围之内请求停止在后注册商标的使用时，其请求便不应被支持，除非在后注册商标连续三

z 同注释s，第151-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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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未使用，否则不仅无异于废除了《商标法》第45条规定的5年除斥期间的规定，也与《商标法》第59
条第3款的立法主旨相违。因为“尽管商标制度承认在先使用商标与在后注册商标的共存，但是相比于

商标注册人来说，在先使用人仍处不利地位，需要满足法定的要件，且承担防止混淆的义务”。@7其

根本旨趣在于避免对在先未注册商标的过分保护冲击商标法的注册取得商标权体制。在解释引入商标

先用权的《商标法》第59条第3款时，立法机构的专家指出，我国商标法仍“以商标注册制度为主，

虽然法律上有必要给予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一定保护，但保护水准不宜过高，以免冲击到注册制这

一商标管理中的基本制度”。@8当然，如果在后注册商标连续三年未使用后又起用的，在在先普通未

注册商标使用人在其商标效力范围之内请求停止在后注册商标的使用时，其请求应予支持，否则无异

于支持注册商标所有人规避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进行不正当竞争。

四、“N”标志不正当竞争纠纷案若干问题

下面回到“N”标志案件本身。作为案件的第一当事者和信息掌握最全面的人，我们相信法官对

案件处理的公正结果的内心确信。因此，本文对案件的判决结果无从置喙，而只是就其中的法律问题

进行法律逻辑分析。除了普通未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冲突的处理原则之外，“N”标志不正当竞争纠

纷案还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当原告拥有注册商标权时可否依反不正当竞争法主张权利。同时，鉴于

案件涉及原被告双方长期以来的相关诉讼纠纷，本文也对该案的症结稍作分析。

（一）关于普通未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冲突的处理原则

“N”标志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法院判决遵循的主要规则是保护在先权益规则和防止市场混淆规

则。保护在先权益规则是符合司法政策的@9，防止市场混淆规则也是符合商标保护的基本法理和价值

目标的。#0然而，司法政策同时指出：“对于注册使用时间较长、已建立较高市场声誉和形成自身的

相关公众群体的商标，不能轻率地予以撤销，在依法保护在先权利的同时，尊重相关公众已在客观

上将相关商标区别开来的市场实际。”#1这意味着保护在先权益原则或规则并非绝对。事实上，防止

市场混淆也不是绝对的商标保护原则或规则。2013年《商标法》第59条第3款允许在先的普通未注册

商标继续使用事实上是允许其与注册商标共存的，此时普通未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之间必然存在着混

淆的可能性。#2因为即便根据商标先用权的规定，在先使用人也需要附加区别标识以防止混淆才能继

续使用，“然而，注册商标所有人不得额外要求在先商标所有人将其使用的商标修改为与注册商标不

相同的商标”。#3类似地，《日本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9条第2款同样规定了与商标法中类似的先用

权，先用权人同样需要附加区别识别性标记才可以继续使用。对此，日本学者更明确地指出，附加区

别标记“明显不意味着所要求附加的识别性标记必须达到不相类似或者完全可以防止混同的程度”。

因为“如果该要求与原标记之使用的停止使用之请求完全相同，那么就等于认可了对先使用者要求停

止使用其标记之请求。这将违反适用除外之规定的立法宗旨”。#4我国《不正当竞争解释》第1条第2
款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先用权作了类似规定。简言之，不管商标法还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先

用权的规定必定意味着商标共存，必定意味着存在混淆可能性，商标法并未禁止任何混淆的存在。

@7 张鹏：《〈商标法〉第59条第3款“在先商标的继续使用抗辩”评注》，载《知识产权》2019年第9期，第13页。

@8 同注释i，第114页。

@9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2009年）第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

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若干问题的意见》（2009年）第15条。

#0 参见王太平：《商标侵权的判断标准：相似性与混淆可能性之关系》，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6期，第169-174页。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2009年）第9条。

#2 《日本商标法》第32条类似于我国《商标法》第59条第3款，日本学者指出：“允许周知标记（类似于我国商标法上的有一定影

响的商标）与注册商标并存可能会产生混同。”[日]田村善之著：《日本知识产权法》，周超、李雨峰、李希同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5页。

#3 Shoen Ono, Overview of Japanese Trademark Law, 2nd Edition, Part 2, p.83, at https://www.iip.or.jp/e/translation/syouhyou.html, last 
visitde:2020-01-05.
#4 同注释s，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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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由于无论保护在先权利还是防止市场混淆均非绝对，绝对基于保护在先权利规则和制止市场混

淆规则而判决几乎经过了全部确权程序，早已超过《商标法》第45条规定的除斥期间的合法有效注册

商标停止使用以避让在先的普通未注册商标与我国商标保护的基本立场不符，与维持注册取得商标权

体制的价值取向相悖。

（二）关于拥有注册商标的原告可否依反不正当竞争法主张权利

“N”标志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的另一关键问题是当原告拥有注册商标时，可否依反不正当竞争法

主张权利。关于这一问题，曾有法院判决持反对意见，认为“在被上诉人享有第3367909号‘青’注

册商标专用权的前提下，其不应另行主张对‘青酒’享有知名商品特有名称或企业字号等权益”。#5

本文认为，在这一点上，“N”标志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的观点是正确的，即在原告拥有注册商标且注

册商标已经实际使用并具有一定影响的情况下，原告既享有基于注册商标的注册商标侵权请求权，也

享有基于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识的不正当竞争请求权，这两种请求权构成请求权竞合。

商标可以比喻为“瓶装水”，商标标志就是瓶装水的“瓶子”，而瓶装水中的水就是商标标志

所蕴含的商品或服务信息，即商标意义或者商誉。从符号学来看，商标既离不开瓶子，也离不开水，

真正有价值的是水，但没有瓶子这个容器，人们就难以利用水。瓶装水是瓶子和水的结合体，正如商

标是商标标志与商品信息的统一体、结合体一样。水是商誉，是通过商标使用产生的，只有不断使用

商标，才能够产生商誉，才能最终用商誉将瓶子装满而成为瓶装水（即商标）。商标使用人可以自己

选个瓶子就用，也可以选个瓶子并经过注册机构的认证之后再用，也可以装过水之后再去认证。注册

就像瓶子认证，哪怕还没有装入水，获得注册的人不仅获得了瓶子的独占权，可以独占性地往瓶子里

装水，而且不管是否装了水，注册认证的瓶子直接被推定为瓶装水，就像注册商标被推定享有商标权

一样。而未经认证的瓶子不能阻止他人往瓶子里装水，即便装了水也不被直接承认为是瓶装水，而是

需要证明已经实际装入了水才能被承认为瓶装水，就像普通未注册商标需要证明具有了一定影响才被

认为是未注册商标一样。注册就像为勇士穿上防护铠甲一样，强化了勇士的能力，但没有防护铠甲的

勇士仍然是勇士。注册商标所有人可以不利用其注册的优势和便利条件，而仅仅以普通未注册商标起

诉。当然，由于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注册商标符合普通未注册商标的条件，权利人可以依《反不

正当竞争法》第6条提起不正当竞争之诉。同时其还构成注册商标，可以依《商标法》第57条提起商

标侵权之诉，不正当竞争请求权和商标侵权请求权均是由被告使用与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注册商

标相冲突的商标的同一行为引起的，构成请求权竞合，二者可以择一行使（当某一请求权实现时，

另一请求权消灭，当主张某一请求权未获实现时，仍可主张另一请求权）。“N”标志不正当竞争纠

纷案中，原告的注册商标已经使用并产生了一定影响，既可以依《商标法》第57条提起商标侵权之

诉，也可以依《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提起不正当竞争之诉。当然，当原告依《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6条提起不正当竞争之诉时，它放弃了依《商标法》第57条提起商标侵权之诉的优势和便利，并不

违反法律。

（三）关于“N”标志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的症结

“N”标志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是中外方企业之间的商业标志法律纷争之一，不过，造成“N”标

志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今天局面的，恐怕与许多类似法律纷争要有所不同，New Balance公司似乎有咎

由自取之嫌，此外还有其它历史原因。

一方面是New Balance公司进入中国的历史隐痛。虽然被称为世界四大跑鞋之一，但在进入中国

市场时，New Balance可以说是饱受知识产权经营不善之苦，历经坎坷，至今仍然纠纷缠身。20世纪

90年代New Balance曾经以“纽巴伦”中文商标在中国经营，由于品牌授权管理不善，被授权厂商私

自扩大生产，降价销售获取利润，令“纽巴伦”品牌的高端形象受损，总统鞋变成了街头鞋，业绩一

#5 参见安顺市兴安酒厂与贵州青酒厂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黔民终201号民事判决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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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千丈，以至于NewBalance终止品牌授权代理，退出中国市场。即使2003年以“新百伦”的新名字重

回中国市场，并正式成立中国分公司，New Balance依旧徘徊在市场边缘，难以与Nike、Adidas等国外

知名运动品牌相提并论。#6归根结底，是因为New Balance商标经营不善。第一次进入中国时因品牌授

权管理不严格致品牌形象受损，而重新进入中国之后又频频与中国企业发生商标侵权纠纷，反讽的

是，“N”标志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诉讼对方当事人使用的字号正是New Balance第一次进入中国时

使用的商标。不得不说，New Balance之所以远比Nike、Adidas等外国品牌在中国发生了更多的商标纷

争，其中文名的反复和商标策略的不当等均难辞其咎。

另一方面是“N”标志商标注册的注册历史情况。1981年10月17日，New Balance即在第25类
“鞋”商品上申请了“ ”商标（第175151号），1983年4月15日获得注册。1995年8月21日，被告

在第25类“皮鞋”商品上申请了“ ”商标（第997335号），1997年5月7日获得注册，虽经无效宣告

和两次“撤三”程序，该商标至今仍处有效状态。2004年08月24日，被告在第25类“服装；鞋；运动

鞋；袜；足球鞋；跑鞋（带金属钉）；爬山鞋；体操鞋；防水服；游泳衣”商品上申请了“ ”商

标（第4236766号），2008年5月20日初审公告，后虽经异议无效等一系列程序，该商标仍于2008年8
月20日生效。2007年3月14日，原告在第25类“运动鞋”上申请“ ”商标（第5942394号），2010年
08月06日初审公告，后虽经异议、无效宣告等程序，仍于2016年09月14日注册公告，于2010年11月06
日生效。现处于撤销/无效宣告申请审查中。从上述商标注册情况来看，原告“N”标志进行商标注册

最早，后被告也获得类似商品上的近似“N”标志商标注册，再然后被告进一步拓宽其注册商标的商

品范围，而原告则在和被告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相同的商品上注册了近似商标。总体上，原告与被

告的“N”标志在商标标志和核定使用的商品范围上均日益接近，混淆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可以说，

在一定意义上，商标注册机构的注册进一步搅浑了“N”标志市场的水，成为“N”标志法律纷争的

无意推手。

结 语

客体的无体性使得同一客体之上容易形成不同的知识产权。因此，知识产权权利冲突比传统民

法领域更为常见。在中国语境下，涉及商业标志保护的主要知识产权法律包括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

法，诚实信用、保护在先权利和制止市场混淆，虽然是处理商业标志之间权利冲突的基本原则，但这

些基本原则的贯彻却均非绝对，作为民法帝王条款的诚实信用原则的弹性众所周知，即便相对确定的

保护在先权利和制止市场混淆也并非绝对。在采用注册取得商标权体制的我国，注册取得商标权体制

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商标法乃至整个商业标志法律保护制度的基础，促进商标注册是我国商标法律保

护制度的重要价值取向，商标法相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具有相对优势地位。包括商标在内的商业标志

积聚在消费者的记忆之中，而记忆既像是握在手中的水，不管紧握还是摊开最终都会慢慢的消失，又

像是一根琴弦，一旦不小心被拨动，即便拨动停止，却也总会余音绕梁。商业标志的动态性不仅进一

步加剧了商标标志之间权利冲突的激烈程度，也使得这种冲突的处理很难简单地进行非此即彼的处

理，只有综合考虑商业标志的历史形成背景、冲突的原因、当事人各自的贡献、使用的主观意图和具

体状况等因素，综合运用诚实信用、保护在先权利、防止市场混淆等原则，而不是机械地依据一个或

某些原则作出处理，才能得出公平合理的结果。恐怕也只有这样，才能妥善处理“N”标志不正当竞

争纠纷案。

#6 参见侯佳：《跑起来！新百伦》，载《商》2013年第20期，第3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