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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印度商工部反倾销局
发布公告称，决定对原产于或进
口自中国、白俄罗斯、乌克兰、欧
盟和秘鲁的亚力克纤维（Acrylic
Fibre）作出反倾销否定性终裁，
裁定原产于或进口自上述国家的
涉案产品在调查期内并且未对印
度国内企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故
结束本次调查并且不建议采取反
倾销措施。

近日，澳大利亚反倾销委员
会发布公告，正式对原产于中国
的铁道轮毂（RailwayWheels）发
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同时对原
产于法国的该产品发起反倾销调
查。该调查的申请方是澳大利亚
Commonwealth Steel Company
Pty Ltd，涉案产品为锻钢和轧钢
制成的、高硬度的、直径 966mm
至 970mm 的铁道轮毂。据澳方
统计，2017 年我对澳出口涉案产
品770万美元。

澳大利亚对华铁道轮毂
发起“双反”调查

日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USITC）投票决定对进口自中
国 的 封 箱 钉（Carton—Closing
Staples）作出反倾销肯定性产业
损害终裁：已经由美国商务部
终裁裁定存在倾销行为的中国
封箱钉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了
实质性损害。在该项裁决中，4
名委员均投肯定票。美国商务
部将根据本裁定对涉案产品颁
布反倾销税令。

美对华封箱钉
作出反倾销终裁

印度对涉华亚力克纤维
作出反倾销终裁

近日，美国商务部公布对华
冷拔机械管反倾销调查终裁结
果，裁定强制应诉企业张家港
华程进出口有限公司及获得单
独 税 率 的 出 口 商/生 产 商 的 倾
销 幅 度 为 44.92%等 ，比 初 裁 的
61.59%有 一 定 下 降 ，并 裁 定 强
制应诉企业江苏宏亿钢管有限
公司和其他中国企业倾销幅度
为 186.89%。据美方统计，2016
年我对美出口涉案产品 2940 万
美元。 （本报综合报道）

美对华冷拔机械管
作出反倾销终裁

当今社会，互联网的发展给人
们的交流方式、生活方式带来深刻
影响，给予“共享”行为极大便利。
但同时，这也成为了知识产权侵权
的“温床”。“维护互联网知识产权需
要各个市场主体都参与进来。”在日
前举办的 2018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高层专题论坛上，国家知识产权局
保护协调司司长张志成表示。

据了解，2017 年，中国互联网
产业产值占中国GDP 的 30%以上，
电子商务交易量持续增长，每天新
注册成立的相关企业超过 16000
家，版权行业的产值占中国GDP的
7.3%。我国互联网信息技术和数字
经济的飞速发展给知识产权领域带
来许多新变化。

“近年来，大量专利申请集中在
人工智能领域，比如智能医药、智能
健康、智能家居、智能基础设施、智
能制造等。在欧洲专利局去年受理
的专利申请中，有超过 5000件和智
能互联相关。”欧洲专利局首席经济
学家杨·伊夫·莫尼尔指出，学者根
据智能互联的发展，也提出了“超级
软件”的概念，即利用人工智能进行
软件领域的创新。如今，政府必须

为迎接“超级软件”的到来做好准
备，确保未来能够在相关领域加强
专利审查的能力。

随着时代和技术的进步，知识
产权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牵扯的领
域也越来越宽，完善我国知识产权
立法刻不容缓。“中国的电子商务历
史从1993年开始，已经走过了25个
年头。”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孙军工
表示，遗憾的是，我们到现在才发
现，必须将电子商务的知识产权问
题提上日程。我们要制造一个全新
的规则体系，推动消除贸易壁垒。
电子商务具有广域性、即时性、虚拟
性、互动性等特点，给知识产权保护
带来了巨大挑战。包括司法机关、
行政机关、电子商务平台、权利人、
消费者在内的相关主体，都要参与
到积极探索符合市场规律、高效、多
方共治、创新的电商知识产权保护
模式中来。

“我们应立足互联网电子商
务发展的实践，积极探索跨境电
子商务新规则，以保护基于互联
网生成的新型知识产权，激发中
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活力。”孙
军工感慨道。

过去，人们讨论互联网知识产
权，谈的较多的是互联网线下的知
识产权保护，却往往忽略了如微信
里的文章、微博上的图片等互联网
本身所产生的海量知识产权问题。
对此，广东金融学院副教授姚志伟
认为，这将成为未来我国互联网知
识产权保护的一个重点，“首先，它
具有海量性，不管是微信上的文章
还是微博上的图片，基本上都是以
亿为单位计算的。其次，这些知识
产权的权利人往往是中小企业，甚
至是个人，这就决定了他们在维权
时对成本非常敏感。最后，他们对
维权的速度要求特别高，比如一篇
微信文章的传播周期只有两三天，
两三天后再去维权，可能已经对他
们造成了损失。”

会上，博世集团副总裁约根·寇
驰分享了博世集团利用互联网转型
的故事。“两年前，我们提出的目标
是，到 2019 年，我们所有的产品都
可以实现智能互联。从硬件公司转
为软件公司并非易事，这就意味着
我们要去适应新的环境，要开始专
注于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约根·
寇驰表示，一开始，软件工程师的知
识产权意识并不强。为此，博世集
团制定了相关策略，加大培训力度，
以扭转职工心态。如今，博世集团
的软件工程师具备了知识产权意
识，也能反过来影响知识产权团队，

令企业不畏惧新的竞争对手和新的
技术，盈利的同时也能推动行业发
生变化。

除了科技企业，传统企业的知
识产权保护也与互联网技术分不
开。马西耶·亚当科维奇是波兰一
家医疗器械发明和销售领域企业的
董事长，在他看来，传统行业知识产
权布局也要利用先进技术。“知识产
权对我们的业务模式来说非常重
要。首先，我们在医疗行业寻找一
些空白领域，然后观察现行技术和
新技术能否填补空白，进行专利布

局。其次，我们将立足市场环境的
业务模式和技术专长结合在一起，
以产生巨大的研发价值。再次，我
们还利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将这
些技术用于药品研发、环境保护、临
床实验，并保护知识产权。最后，企
业还强调与大学合作。我们与波兰
最优秀的大学建立了联盟，专注于
专利研发。目前，我们拥有超过
100 件专利，包括原研药专利和仿
制药专利等。这令我们公司的产品
遍布波兰各个医疗科室，也令我们
有更多机会为客户解决问题。”

别让互联网成为知识产权侵权的“温床”
■ 本报记者 钱颜

本报讯 美国社交网站“脸
书”（Facebook）公司泄露用户数
据事件余波未了，近日又被曝正
在修改服务条款，以避开欧盟隐
私新条例，预计有15亿用户的数
据将不再受较严格的欧盟条例所
监管。

近日，美国社交媒体平台脸
书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
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和商
业、科技和运输委员会举行的联
合听证会上作证，并就脸书数据
被滥用等问题道歉。

5 月 25 日，欧盟新隐私条例
《一般数据保护规则》（GDPR）将
生效，条例规定若企业未经用户
同意就搜集数据，监管机构有权
向企业罚款，最高可达相关企业
全球收入的4%。

据悉，至去年 12 月，“脸书”
在美国和加拿大有 2.39 亿用户，
在欧洲有3.7亿用户，其他地区有
15.2亿用户。

2008 年，“脸书”在爱尔兰成
立子公司，利用当地的低税率处理
部分来自北美之外广告商的营
收。爱尔兰的子公司也将受到欧
盟新法约束。目前，“脸书”在美国
和加拿大以外的用户，是与爱尔兰
的子公司签订使用服务同意书。

为回避数十亿美元的潜在罚
款，“脸书”计划只让欧洲用户与
爱尔兰公司签署使用服务同意
书，非洲、亚洲、澳大利亚及拉丁
美洲的 15 亿用户将不被涵盖在
欧盟的新条例中。

但据伦敦大学科技政策研究
员维尔表示，相关用户数据将改
为受宽松的美国法规管理，“脸
书”在隐私争议上获得更大操控
空间，例如欧盟法律将用户浏览
记录视为个人资料，但在美国则
未受相应保护。 （郭威）

本报讯 近日，中国国际经济
贸易仲裁委员会代表团在澳大利
亚举办了中资企业座谈会，就仲
裁在防范企业法律风险以及争议
解决中的作用与在澳中资企业进
行了深入交流。

贸仲委秘书长王承杰向与会
代表介绍了贸仲委的历史与业务
成果、商事仲裁的突出优势、贸仲
委的发展和仲裁服务，并向与会
者推荐选择仲裁、选择贸仲委来
解决其经贸纠纷。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经商室
参赞王洪波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
贸仲委在服务中资企业解决法律
纠纷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呼吁中

资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加强前
期法律风险防范、过程评估和专
业指导，善用法律工具保障自身
权益，增强对争端解决条款的重
视程度，尽可能避免争端的发生。

贸仲委仲裁员、北京市中伦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巍通过案
例分析的方式，为与会代表阐释
了仲裁相较诉讼的优势、复杂国
际商事争端的解决方式以及贸
仲委作出的裁决在域外执行的
情况，借此说明仲裁条款选择的
重要性和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的
意义与手段。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

本报讯 日前，意大利奢侈品
牌 Gucci 和美国时尚品牌 Guess 结
束了长达9年的商标侵权纠纷。两
家公司宣布已经达成了一项和解
协议，将结束双方在全球所有未解
决的知识产权和商标诉讼纠纷。
协议的具体条款尚未公布。

双方共同表示：“签订该协议
是两家公司认识到保护其各自的
知识产权组合和设计创意的重要
意义，对于双方来说都迈出了重要
的一步。”

Gucci 和 Guess 的商标纠纷始
于 2009 年。当时，Gucci 在纽约联
邦法院对 Guess 及其鞋类经销商
Marc Fisher Footwear 提起诉讼，称
Guess 使用的“双 G”和“绿红绿”等

商标侵犯了自己品牌经典商标的
知识产权。

2012 年，纽约联邦法院对这场
商标纠纷做出判决：禁止 Guess 及
其 鞋 类 经 销 商 Marc Fisher Foot⁃
wear 使用四种具有争议的设计中
的 三 种 ，并 赔 偿 Gucci 470 万 美
元。但这一金额远未达到 Gucci 所
要求的2.21亿美元的赔偿数额。

美国地区法院法官希拉·舍因
德林（Shira Scheindlin）表示，Gucci
根据《兰哈姆法案》证明了 Guess 及
其 鞋 类 经 销 商 Marc Fisher Foot⁃
wear 侵犯了其“双 G”和“绿红绿”
等 经 典 商 标 ，但 驳 回 了 其 关 于
Guess 制造假冒商品的指控。

此后，Gucci 在意大利、法国、

中国和欧盟知识产权保护组织都
以相同的理由对 Guess 提起诉讼。
其中，欧盟一般法院、米兰和巴黎
的法院对判决结果均有分歧。

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侵权案件取决于商标在主观上看
起来是否相似，而不能以消费者容
易混淆为理由。在2015年，法国法
院不仅驳回 Gucci 要求 Guess 赔
偿 5500 万欧元经济损失的诉讼请
求，甚至且要求 Gucci 赔偿 Guess 3
万欧元。

随着新协议的达成，Gucci 和
Guess 在意大利、法国、中国、欧盟
知识产权保护组织的未解决商标
纠纷案也正式告一段落。
（文华丽志 杨涛声 制图 耿晓倩）

面对不断下跌的船价，已与中
国船厂签订了造船合同的外国买家
纷纷从原先订立的高价造船合同中
脱身，进而与中国船厂发生了一系
列造船合同纠纷及有关这些纠纷的
仲裁案件。这些发生纠纷的造船合
同大都约定了“伦敦仲裁、适用英国
法”，而中国船厂在这些因买家“弃
船”而发生的本不易败诉的仲裁案
件中屡屡落败，部分案件涉及的金
额甚至达上亿美元。毋庸讳言，中
国船厂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教训
不可谓不沉痛。在缴纳了巨额学
费之后，中国船厂到底从中学到了
什么？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中国的造船业实现了快速发展。综
合各种指标来看，中国已进入造船
大国的行列，但“大”而不“强”的症
结并未得到解决。

如何避免或妥善解决造船合同
项下的纠纷，并在纠纷中立于不败
之地，仍将是中国船厂必须面对并
妥善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较之法

院诉讼而言，用仲裁的方式来解决
海商事纠纷，特别是国际造船合同
项下的纠纷有着多种优势。例如，
可以选择在相对中立的国家或地点
解决争议；可以选择业内专家来评
判有关的是非对错、裁判有关的争
议；裁判结果在国际上具有极为广
泛的可执行性；在解决争议的程序
安排上当事人有着广泛的选择权和
自由等。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里，绝大多数国际造船合同
项下的纠纷仍将通过仲裁的方式来
解决。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世界
造船中心已经从欧洲转移到亚洲，但
是解决国际海事纠纷的仲裁中心仍
然被留在伦敦。到目前为止，这一现
实情况并没有出现任何可能发生改
变的迹象。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里，伦敦仍将是国际海事
仲裁中心。

业内常说，慎重选择或接受“伦
敦仲裁，适用英国法”。所谓慎重选
择或接受，是指千万不要轻易地接

受对方提出的“伦敦仲裁，适用英国
法”主张。尽管我们不能将中国船
厂在伦敦仲裁中的屡屡败诉归因于
受到了不公的对待，但客观现实足
以表明，许多中国船厂目前的管理
水平、经营状况、运作模式、处理纠
纷的理念等，还很难适应或无法承
受伦敦仲裁程序的“质询”以及英国
法的“考量”。与此同时，“伦敦仲
裁，适用英国法”必须得到包括中国
船厂在内的双方当事人的一致同意
才能写入合同。因此，在情况允许
时，中国船厂可以尝试提出“中国海
仲仲裁，适用中国法”的主张。即使
这一主张不一定能让对方接受，但
至少可以作为一个谈判砝码。总
之，中国船厂大可不必盲目提出或
接受“伦敦仲裁，适用英国法”，并把
它写入造船合同。

对于国际海事仲裁制度，中国
船厂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现
实告诉我们，英国的造船业已经不
再兴旺，但伦敦的海事仲裁却仍然
方兴未艾。不可否认，在中国仲裁，

对中方来说会有许多便利之处，包
括仲裁使用的语言、出庭的便利程
度等。但这绝不意味着中方仲裁能
够“逢打必赢”。仲裁作为一种解决
国际海商事纠纷的方式，取决于双
方当事人的共同选择或一致同意，
因此不可能成为某一行业或某一国
家当事人的“保护伞”。对此，中国
船厂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同时，还要避免或减少文化差
异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国际海商事
仲裁中，文化差异可能对仲裁结果
带来的影响是隐性的，却是不容忽
视的。西方人并不敌视仲裁。相
反，他们将仲裁视为生意中的一件
平常事，是一种解决许多注定会产
生分歧的文明方式。但在大多数中
国人心中，“仲裁和去法院诉讼一
样，是打官司”。一旦与他人打官
司，对方就不再是朋友，而是仇敌，
便会想方设法在案件中取胜。总
之，中国船厂要接受或准备参与伦
敦仲裁，就需要学习、了解西方的
文化，特别是有关争议仲裁的文

化；努力调整好心态，用更加得体
的言谈举止赢得仲裁庭的好感与信
任，不要让仲裁庭对中方产生反感
或误解。

还应正确理解专家证人的职责
与作用。在伦敦仲裁中，对于案件
涉及的专业问题，当事人可以聘请
专业人士担任专家证人向仲裁庭提
供专家意见。专家证人的首要义务
是不偏不倚地协助仲裁庭，这对于
信奉“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理念的
中国人而言是不能接受的。一方
面，一些中国当事人常常向自己聘
请的专家证人提出“非分要求”。另
一方面，被聘请的中国专家证人误
把自己当成中方的代理律师，给出
了一些非专业的意见，进而导致在

“交叉盘问”过程中无法自圆其说，
最终不被仲裁庭采信。因此，在伦
敦仲裁中，中国船厂必须正确理解
专家证人的职责与作用，恰当地聘
请与使用专家证人，避免因此给仲
裁结果带来不利影响。

（李海）

中国船企应卸下对伦敦仲裁的“傲慢与偏见”

脸书改条款避欧盟新条例
15亿用户或受影响

Gucci与Guess终结9年商标官司

律师：密码交易银行免责条款该废除了
本报讯（特约记者 张莉）近年

来，有关银行利用银行卡格式条款
侵犯储户利益的事件不断发生。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殿学
在办案过程中发现，“使用密码进
行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这
一条款在各大银行的银行卡条款
中普遍存在。那么，这项规定是否
属于免除银行单方责任的格式条
款？近日，规制银行格式条款保障
储户权益研讨会在京召开。多位
学者、律师围绕“叶小芬与青田支
行借记卡纠纷”中银行卡以密码审
查为主的审查模式是否涉及格式
霸王条款的问题，探讨了有关如何
有效监管及遏制银行卡章程、合同
中出现的“格式条款”议题。

“现在的网络环境并不安全，
通过网络、摄像头或者其他手段获
取他人银行卡密码的情况也屡有
发生。银行目前的‘密码’条款，单
方免除了银行方责任，加重了储户
责任，属于侵犯了持卡人权利的格
式条款。且在司法实践中，已被多
个法院判决认定为‘无效’。”王殿

学介绍说。
4 月初，王殿学等律师就银行

卡格式条款的问题向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立法建议，
建议审查国内各大商业银行章程
中“使用密码取转款视为本人所
为”的条款，认为此规定不利于保
障储户资金安全，建议删除。4月
13日，银监会回复称，已经将有关
问题信函转给银行业协会单位。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杨
立新表示，银行所制定的“密码交
易免责”条款是否有效需要进行具
体分析。“如果是仅在ATM机上的
小额现金交易，因为有交易额度
的限制，密码为主的审查是合适
的。但是如果涉及大额柜台交
易，仅仅凭密码就构成交易的主
要要素，有待商榷。”杨立新认为，
数额较大的交易，仅靠银行卡密
码是不科学的、不准确的，不能维
护消费者、储户的合法权益，可推
定银行存在过失行为。从交易规
则上来讲，应该将上述交易规则
认定为无效条款。

贸仲委在澳举办中资企业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