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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法律全球化的今天，地域性仍然是各国商标立法和司法的根本原则。使用

地域性问题是商标法中的难点问题。对注册维持使用，因其系商标注册赋权的反面表达，

原则上必须在注册保护国的境内完成。对在先使用而言，则应区分积极和消极的在先使

用，前者因其同样具有一定赋权性质，基于一国知识产权收益最大化的考量，这种使用也必

须在本国境内完成; 而后者更多体现对公平竞争秩序的维护，应平等地开放给境内外所有

符合条件的在先使用者。侵权使用更多强调的是对境内相关公众混淆误认行为的遏制，为

境内的商标权人创造商誉的劳动努力提供激励。在标准的定牌加工情形下，当贴牌加工产

品全部销往境外时，不会引致商标法激励功能制度性失灵，所以不将其作为侵权来对待不

至影响我国商标法功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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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全球化的今天，地域性原则仍然是各国商标立法和司法的根本原则，商标使

用地域性的理解和适用问题则是其中的难点问题。区分商标注册维持使用、侵权使用

和在先使用制度的不同价值取向，对其进行语境化和类型化的解读，剖析不同制度的公

共政策目标之差异，同时借鉴发达国家商标理论和制度经验探索其适用的科学路径与

方法，不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商标立法，而且有助于丰富相关司法理论，使我国有

关商标使用地域性原理的阐释向着科学化、体系化和逻辑化的方向演进，为我国类似纠

纷的科学解决提供统一的方法论和解释论基础。

一、商标使用地域性原理的立法原点及价值构造

对商标使用地域性的理解还得从商标权的地域性原理开始。商标权的地域性是指

除非有国际条约、多边或双边协定之规定，否则商标权的效力仅及于本国境内。商标权

作为一种法定权利，系主权国家公共选择和公共政策的产物，其内容和范围都要受到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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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法的强制性规定。商标权的地域性原理可追溯至《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 6 条

有关商标权“独立性”的原则内容。根据该原则，一国为何和如何保护商标权，商标权的

取得、维持、变更与丧失之条件以及权利保护的范围、强度和程度等内容，都应由该国的

国内法在不违反国际法原则的前提下自主确定。以地域性为基础建立国际知识产权制

度被认为是“19 世纪后期世界政治秩序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即便在当今，每个国家政

府在其地域范围内享有主权仍然被认为是构建国际法律和政治秩序的首要原则”①。
商标权具有地域性从根本上是由商标法的地域性决定的。商标法的重要特征之一是

国家性，其适用必须以主权国家的地理疆界为范围。以我国注册商标权维持制度为例，能

够产生我国《商标法》第 49 条第 2 款意义上维持注册商标专用权效力的使用必须是在我

国境内的使用行为，至于在我国境内怎么使用，是在正规的市场上销售，还是在夜市或不

定地点叫卖，都不会影响使用的效力。②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注册商标权系依我国商

标法产生，因此和权利保留有关的商标使用行为，都应当以我国境内为纽带和连接点。
通过商标在我国境内的使用，促成我国产业经济的发展并最终促进我国劳动力就业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这样的商标使用行为才能获得我国商标法的肯定性评价。
反之，在我国境外的使用并不能产生维持我国境内注册商标专用权之效果。诚如有学

者所言，“如果商标的使用与特定的地域范围之间无法建立起联系，那么虽然在事实层

面该使用事实确实存在，在法律层面也无法得到法律的承认，产生其应有的影响和意

义”③。我国国家商标局在认定具有维持注册效力的使用行为时给出的权威解释也认

为:“我国《商标法》第 49 条第 2 款所称商标的使用地点应当在中国境内，包括在中国境

内从事商品的生产、加工、销售或提供的相关服务。”④即通过注册后在我国境内使用商

标来补正商标注册时未使用之事实，从而使注册商标权重新奠定在使用这一“权利自然

正当”⑤的理论基点上，最终实现国家保护商标权的对价目标。
商标权只能根据各个主权国家的国内法而存在。虽然随着 TＲIPs 等一大批国际公

约的诞生，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与实施越来越趋于一致，但知识产权的确立与保护仍然

是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⑥ 各国的国内法仍是包括商标权在内各种知识产权权利划定、
权利分配和权利边界确认的重要依据。诚如有国际法学者所言:“尽管知识产权国际公

约创造了一体化的规范，但它并非统一立法，缔约国仍然保留了相当大的灵活性以决定

是否将这些规定纳入其本国法律体系。”⑦因此，在法律全球化的今天，地域性原则仍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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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磐石。以各个国家的地理疆界和司法主权为限保护商标权，仍然是各国商标立法和

司法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这既源于现代商标法国家竞争工具的禀赋和主权国家属

地管辖优越性的特征，也是商标法作为一种制度文明之社会历史根源的必然要求。正

是在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商标权的地域性特征至今仍牢不可破。

二、地域性原理在注册维持使用制度中的理论突破与制度反思

虽然商标权地域性原理并不复杂，但结合到商标使用的具体形态，因不同使用制度

的政策目标存有巨大差异，对其适用方法和理解立场亦存在很大不同。选择何种解释

方法以符合每项制度之本意，不但涉及对每种商标使用制度的正确理解逻辑还涉及法

解释技术问题，关系到不同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在每种商标使用制度中的正确贯彻与落

实。因此，殊值学理认真探讨。
( 一) 对地域性的合理突破: 视出口为合法使用

我国《商标法》第 49 条明确规定了注册维持使用制度，即通常所说的 3 年不使用即

撤销制度，但《商标法》并未从地域性的角度明确何种地域范围的使用才是有效的使用，

这在实践中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争议焦点之一即我国商标行政管理部门能否以企业在

国内注册了商标但因其商标产品 3 年未在我国境内使用而是出口到境外销售为理由，

撤销其境内的商标注册。直至 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定牌加工‘USAPＲO’商标

争议案”，⑧学界仍有争议。笔者认为，对此类案件不可教条化地适用商标使用地域性原

理。理由在于: 首先，在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国门，尤其是当前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

的背景下，很多出口型企业的目标就是境外市场，如果因商标商品 3 年未在我国境内销

售即撤销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对该类企业非常不公平。而且如果商标因 3 年未使用被

撤销，该商标在国内被其他主体注册的话，其产品就可能因商标侵权在国内被海关提前

扣留，这显然不利于越来越多外向型企业走出国门、开拓全球市场。⑨ 而“众所周知，出

口、投资、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因商标撤销导致出口经济受损既不符

合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瑏瑠其次，《商标

注册马德里协定》第 6 条规定了国际注册的“中心打击”原则，即“在 5 年期间内，如国际

注册的申请人在原国内的申请遭到质疑并在此后失去效力，不管是整体还是部分而言，

其根据马德里协定获得的保护在所有的其他国家也就失去效力”瑏瑡。这对我国出口型企

业极为不利，因而，教条化地适用商标使用地域性原理将导致其国际注册被质疑，甚而

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并最终影响其出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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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鼓励出口型企业输出商标产品以占领国际市场，一些国家的商标法灵活突破了

使用的地域性要求，将商标产品出口境外的行为也包括在了有效的使用范围之内。典

型者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 L． 714 － 5 条第 2 款( c) 项、《英国商标法》第 46 条之( 2)

和《意大利商标法》第 42 条之( 2) 的规定。而早在 2011 年，保护工业产权国际联合会

( AIPPI) 于印度海德拉巴德召开的“为维持注册保护的商标真实的使用要求”国际大会

上，与会者也达成一致意见，认为“仅为出口目的的商品制造行为，也被认为是对所贴附

商标的真实商业使用行为”瑏瑢。近年来，我国这方面的代表性案例除 2014 年最高人民法

院提 审 的“贴 牌 加 工‘mine’商 标 案”瑏瑣 外，当 属 北 京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审 理 的

“‘SCALEXTＲIC’案”，该案判决明确指出，“虽然来料加工的成品并未实际进入中国大

陆市场流通领域，但如果不认定来料加工行为构成商标使用，相关商标权将会因未使用

而被撤销，这既不公平也与国家的贸易政策严重相违背，这并不利于我国外向型企业的

发展”瑏瑤。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公平正当、保护企业出口、促进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角

度，还是从与范式国家商标法全面接轨的角度看，该判决都值得肯定。
当然，从法解释学的立场来看，之所以应当将出口型企业商标产品“出口”到境外市场

销售的行为也“视为”有效的商标使用行为，是因为真实的“意图使用”也属于商标法上的

使用，可以产生维持注册商标权的效力。对出口型企业而言，其在国内加工贴附商标的下

一步即是将商标产品出口到境外市场销售，因此国内的贴牌加工行为已足以表明其具有

真实使用商标的意图，从而与一般的以维护注册垄断特权为目的的“象征性使用”完全有

别，将其纳入得以维持注册商标专用权效力的范围并不扭曲该制度之本意。对此，正如北

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审理“定牌加工‘SODA’商标行政复议案”时所作的裁决:“虽然商品产

品直接出口至国外未进入中国市场流通领域，但因其生产行为仍发生在中国。这种行为

实质上是在积极使用商标而非闲置商标，符合我国商法的相关规定”瑏瑥。也就是说，注册

维持使用制度遵循的是“我用故我在”而非“我注故我在”的原理，其目的是激活已有的

商标资源，而非使越来越多的注册商标落入到被撤销之境地。与其他制度不同，注册维

持之使用考察的重心在于使用人是否有真实使用商标的意图。“任何能够体现商标注

册人使用意图的行为，均可构成该条规定的使用，而不必拘泥于具体的使用形式。”瑏瑦

实际上，从比较法视角看，在商标注册维持使用问题上，欧盟的判例法远比我国走得

更远。比如在“Ansul BV v． Ajax Brandbeveiliging BV 案”中，欧盟法院就认为:“某些情况

下，如果已注册的商品曾经被销售但不再流通时也可以视为实际使用，只要商标权人持续

以注册商标使用在其销售的原始商品整体之部分或部件上也构成商标在原始商品上的实

际使用。起同样效果的是，原始商品的保养或维修服务甚至也可视为在相关原始商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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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的实际使用”瑏瑧。因此，结合到使用地域性原理，视“出口”行为为有效的商标使用行

为并产生维持我国境内注册商标权之效力，完全是法律的一种拟制，并非商标法的常态。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基于我国世界工厂地位对出口型企业的一种保护性制度设计和制度

安排，否则，中国制造将难以走出国门，也与我国当下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难以吻

合。
( 二) 对突破地域性的反思:“相关公众”的扩大解释

针对注册维持使用，另一值得讨论的问题是: 法院能否突破地域性原理，通过扩大

解释“相关公众”的范围，将境外的消费者也视为“相关公众”，进而认为在境外的商标

使用行为亦构成在我国境内的使用，使之得以产生维持我国境内注册商标权之效果?

我国曾有过类似案例，典型者如 2016 年的“‘Ｒoadage’商标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

审时就以原被告双方的商标产品将出口到墨西哥市场销售、将在墨西哥市场导致消费

者的混淆可能性为由，作为判定国内侵权的依据。瑏瑨 该案系商标侵权案件，但其对注册

维持制度是否具有借鉴意义? 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在于，根据商标使用的地

域性原理，能产生维持注册商标权效力的使用原则上必须是发生在注册国境内的使用

行为，即: 是可增进注册保护国境内消费者的福利，并促进其产业经济的发展的使用行

为。外向型企业将商标产品出口到境外的行为也被“视为”商标使用行为完全是基于一

国国家利益和公共政策所作的制度安排，并非商标使用效力的常态。
与我国不同，德国采取“注册取得”和“使用取得”二元并存的制度模式。《德国商

标法》第 26 条第( 1) 项是有关商标使用的原则性规定:“因注册商标或注册的维持提出

的请求取决于该商标的使用，所有人必须在本国范围内将商标真正使用于注册的商品

或服务上，除非有不使用的正当理由。”也就是说，按照《德国商标法》第 26 条第( 1) 项

的规定，不管是申请注册时的使用还是注册维持之使用，原则上都必须在德国境内完

成，该条后面各项才是“视为使用”的情况，包括第 26 条第( 4) 项将为出口目的在德国

境内贴附商标的行为“视为”合法使用的情形。笔者认为，德国的做法实际上非常合理。
因为，不管是注册时的使用还是注册维持之使用都具有赋权性质( 注册维持之使用不过

是注册赋权的反面表达而已) ，所以都必须以商标在本国的实际使用为前提。
我国《商标法》第 1 条规定:“为了加强商标的管理，保护商标专用权，促使生产、经

营者保证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制定本法。”依笔者

之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表述就明确表达了我国商标使用的属地性，强调

了商标应在中国境内使用的地域范围要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家为保护注册商标

权花费了巨大的制度成本( 包括国家成立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注册商标进行授权审查

以及国家的公安、海关、检察院、法院、边境、检验检疫等部门对注册商标的行政和司法

保护成本) ，其意图换取的“对价”利益就是通过商标在境内使用，增进本国消费者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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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促进本国产业文化的进步。瑏瑩 相反，针对境外消费者的使用不足以形成我国境内的

商标权，也不足以产生维持我国境内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效力。就像有学者所说，“商标

的本国使用是对商标使用的地域范围要求”瑐瑠，商标的使用必须与特定的空间，即特定的

国家和地区相关联，才能够进行相应的法律评价。否则，商标使用如果离开了基本的属

地依归和属地原则，主权国家的商标法将难以实现其立法旨趣和目标。
实际上，“‘Ｒoadage’案”中，法院的裁判之所以受到学术界诟病，还在于从比较法视

角看，即使是针对侵权使用，也必须以商标使用导致本国境内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为

考察对象，而不能突破地域性原理以进口国( 或者说目的国) 相关公众为考察对象。比

如，就涉案商品和商标分别出口、在欧盟境外贴附商标的“Beautimatic International Ltd
v． Mitchel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s Ltd 案”瑐瑡，针对该境外贴牌加工行为究竟是否构

成对欧盟境内商标权人的侵权，欧洲有学者就明确指出:“这种案件的混淆可能性究竟

如何评估，我们所能确定的是，由于这种附加行为依据的是《欧共体商标法》，因此是否

导致消费者的混淆要考虑的应是欧盟境内的公众”瑐瑢。反之，如果以目的国相关公众混

淆与否作为评估依据，则不免与商标法的地域性原则相冲突。
由此可见，因注册维持之使用具有保留注册赋权的功能，所以注册人对商标的使用就必

须与注册保护国领土之间产生积极正面、客观稳定和合法有效的联系，通过使用，在注册国

境内产生声誉影响并成就商誉价值，最终促进该国产业经济的进步和商业文明的发达。因

为，当代国际社会由国家构成，只要有国家的存在，作为维护以领土和主权为特征的国家利

益就有其合法性，即便“当前的全球一体化和国际化亦不能抹煞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交往和

竞争格局”瑐瑣。因此，在注册维持使用上强调商标使用的本土性无疑是国家之间经济竞争的

必然要求，也是一国维护其商标权主权和商标法立法目标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

三、地域性原理在在先使用制度中的适用立场与解释逻辑

不仅在注册维持使用制度中，在在先使用制度中，地域性原理的理解与适用也十分

复杂，需要学理加以探讨。我国对在先使用商标的保护主要限于“在先使用有一定影

响”者，立法上体现在我国《商标法》第 32 条和第 59 条第 3 款的规定。但这两个条款实

际上存有本质区别: 前者系注册禁止条款，主要体现为对在先使用有一定影响商标的所

有人禁止他人注册的保护，是一种消极保护; 后者则属于具有一定程度赋权性质的先用

权条款，赋予了在先使用有一定影响商标的所有人在他人注册商标后在原有范围继续

使用商标的权利，是一种积极保护。虽然二者都以保护在先有一定影响的商标为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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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二者的立法目标并不完全一致: 前者以遏制非诚信的“抢注”为目的，后者则以平衡注

册人与在先使用人的利益为旨趣。瑐瑤 结合到使用地域性原理，这里最值得探讨的是“境

外使用产生一定影响的商标”能否超越地域性原理而被纳入它们各自的调整范围。这

同样存在法解释技术问题———如何选择正确的解释原则和解释方法方能符合二者的本

意，同样需要进行法理上的剖析。
( 一) 地域性原理在消极“在先使用”制度中的适用立场

如前所述，我国《商标法》第 32 条属于注册禁止条款，意在禁止第三人以不正当手

段将他人在先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恶意抢注。瑐瑥 但对于“境外使用在我国相关公众产生一

定影响的商标”，其所有人能否启用我国《商标法》第 32 条禁止他人注册，学界仍存有争

议。有学者就明确认为，依据我国《商标法》第 32 条，排除他人抢注的在先商标指的是

“在中国境内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者; 反之，境外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但如果未在

中国境内使用，不宜依据该条款加以保护，甚至也不能依据我国《商标法》第 44 条第 1 款

‘禁止以其他不正当竞争手段’的规定给予保护”瑐瑦。笔者认为，此见解仍有商榷余地。
第一，我国《商标法》第 32 条之规定系对《商标法》第 7 条商标申请注册和使用应

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逻辑贯彻。所谓诚实信用者，指的是“同一时空下人类社会多

数众人超乎条文规范之秩序，所共同认同、期相遵循之社会生活规范”瑐瑧。对于在先使用

有一定影响商标消极的、具有禁止权能的保护显然不应有地域性要求。不管是境内还

是境外使用者，只要其商标在我国境内的相关公众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就应当有权禁止

他人的恶意抢注。否则，在诚实信用这一普世价值的维护上，我国将违反 TＲIPs 所要求

的“国民待遇”原则，容易受到国际社会的诟病。
第二，从比较立法例看，将在先使用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扩及到境外使用者的做法，

国际上不乏其例。比如《比、荷、卢经济统一联盟商标法》第 4 条第( 6) 项之 2、《韩国商

标法》7 条第( 1) 项之 12、《日本商标法》第 4 条第( 1) 项之 19 都采取该做法。根据日本

著名学者富田彻男先生之解释，《日本商标法》所以采行该规定，“概因日本每年都有数

百万人出国，这些人在国外看到过多种有影响的商标，如果把被广泛认识的范围仅局限

在日本国内，那些在外国有名但在日本尚未被注册的商标将会被全部在日本注册。历

史上，就曾发生过尚未在日本注册的外国商标被日本人模仿使用，因而遭到了外国驻日

本大使馆抗议的事情”。因此，“为防止外国著名商标在日本境内被大量注册，才有了不

管世界上任何地区的商标，只要它被广泛认识，就不允许其在日本国内注册的规定”瑐瑨。
《韩国商标法》第 7 条第 1 款第 12 项采取了同样的立场。在我国台湾地区，无论学说还

是判解均认为，在先有一定影响的商标不应限于我国台湾地区内在先使用者，亦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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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外在先使用有一定影响者。瑐瑩 因为，若不对本国或本地区之外的在先使用有一

定影响商标加以保护的话，除会导致民事主体基于不正当竞争目的“抢注”外，还可能导

致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误认，使其误以为所购之商品来源于本国或本地区

之外的商标所有人，实际上却为本国或本地区内的注册人提供。总之，对在先有一定影

响商标的保护系基于“民法上诚实信用原则、防止消费者混淆和反对不公平竞争行为”
这三重目的之考量，赋予在先商标所有人遭他人不法“抢注”时以权利救济之机会。

如果认为“境外在先使用有一定影响商标”值得保护，其保护范围究竟多大才合适?

是如《日本商标法》第 4 条第( 1) 项之 19 那样，只要是“在相同或近似商品上且以不正

当目的使用商标就应当禁止注册，至于该商标是为日本境内相关公众还是为外国消费

者间所广泛认知均在所不问”; 还是无论境内还是境外使用，在先商标都必须在我国境

内相关公众当中产生影响，否则不能获得保护? 笔者认为，宜采后者之立场。理由在

于，我国《商标法》第 32 条对“在先使用有一定影响商标”的保护应以禁止不正当竞争

目的的抢注为限。反之，如果在先使用商标仅在境外相关公众当中产生了影响而境内

消费者根本无从知悉，第三人的注册就难谓“恶意”了。我国《商标法》第 32 条显然不

能适用于规制善意的注册者。该观点亦已得到了我国 2016 年新颁布的《商标审理及审

查标准》的支持，考虑到对境外有一定影响商标的保护之不足，该标准第 3． 2 部分在对

我国《商标法》第 32 条进行解释时，特别增加了一款规定，即“当事人提交的域外证据材

料能够证明该商标为中国相关公众所知晓的，应当予以采信”。其中，“中国相关公众知

晓”的要求就明确表明了，在境外使用产生一定影响的商标，只有其影响力辐射到中国

境内的相关公众时才能获得保护，从而体现出商标保护中国属地的基本要求。
此外，从解释学的进路来看，我们需要特别区分我国《商标法》第 32 条和第 13 条的规

定。虽然这两条都系对未注册商标之保护，但前者系对“在先有一定影响商标”的保护，后

者系对“在先未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 前者属于各国国内商标法自由创设的结果，后者则

源于《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 6 条之( 2) 的强制规定。根据奥地利学者博登浩森先生

对《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 6 条之( 2) 的解读，对境外驰名商标的保护不必以商标在有

关国家的商业中人尽皆知，也不必以申请或获得与驰名商标利益相冲突的注册人或使用

人实际知晓该未注册驰名商标的存在为前提。瑑瑠 也就是说，对境外在先驰名商标的保护是

绝对的。不管境内注册者是否知悉该驰名商标的存在，其所有人都有权禁止第三人在成

员国注册。但我国《商标法》第 32 条对在先有一定影响商标的保护是相对的，其意在禁止

的是第三人以不正当手段的恶意抢注，在对在先有一定影响商标进行保护时，“商标的一

定影响不仅应及于特定地域内的相关公众，还应及于被异议人”瑑瑡。因此，根据举重以明轻

的法理，即使认为境外在先使用有一定影响商标的所有人可以动用我国《商标法》第 3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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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保护，但如《日本商标法》第 4 条第( 1) 项之 19 那样将保护范围扩大至“仅为外国消费者

广泛认知者”也显然并不合理。因为，即使是对境外在先驰名商标之保护也并非说无需本

国相关公众对商标的认知，而只是无须“人尽皆知”而已。我国《商标法》第 32 条对境外在

先有一定影响商标的保护显然不能比对在先驰名商标的保护水平更高。
不过，究竟如何认定“通过境外使用在我国境内相关公众当中产生了一定影响的商

标”才更为合理? 是否包括境外所有人的商品或服务虽未在我国境内销售和推广使用，

但通过跨境“广告宣传”之方式使其商标在我国消费者当中产生了一定影响的情形? 笔

者认为应当包括。因为，即便是对境外未注册驰名商标之保护，TＲIPs 第 16 条第 2 款区

别于《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 6 条之 2 的地方就在于，它将境外未注册驰名商标所

有人虽未在成员国销售商品但通过“广告宣传”在成员国驰名的情况也包括在内了。瑑瑢

笔者认为，随着全球跨境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境外商标通过跨境宣传在我国境内消费者

当中产生一定影响者将越来越普遍，将它们排除在外显然不合时宜。只不过在跨境“广告

宣传”的认定方面，我们宜借鉴英国之做法，“要求这种宣传必须以本国( 中国) 的消费者

为目标才构成有效的商标使用行为”瑑瑣。反之，境外商标所有人如果只是泛泛地针对全

球目标客户所进行的广告宣传，则不能被认为是有效的商标使用行为，难以获得我国

《商标法》第 32 条的保护。瑑瑤 在“無印良品案”中，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也以当事人的广告

宣传并非针对我国大陆境内的消费者进行为由，否定了其可以获得我国 2001 年《商标

法》第 31 条( 现《商标法》第 32 条) 意义上“在先有一定影响商标”之保护。瑑瑥

至于“境外在先有一定影响商标所有人可得禁止他人注册的商品范围”究竟多大才

合理，是仅适用于相同或类似商品还是可不受商品类别的限制? 我国《商标法》第 32 条

对此并未明确。笔者认为，其范围应和我国《商标法》第 59 条第 3 款的规定保持一致，

即应以相同商品或类似商品为限。否则易造成与我国《商标法》第 13 条之间的价值冲

突。我国《商标法》第 13 条对于未注册驰名商标之保护也仅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

上”，对境内外在先有一定影响商标的保护自然不得扩大到所有商品上。
( 二) 地域性原理在积极“在先使用”制度中的适用立场

对在先使用的积极保护主要体现为我国《商标法》第 59 条第 3 款之规定，它赋予在

先商标所有人以继续使用商标的权利。不过，学界对《商标法》第 59 条第 3 款的性质究

竟如何仍有争议。有认为属于先用权者，也有认为属于侵权抗辩者。瑑瑦 笔者倾向于先用

权说。因为权利有实证权利和道德权利之分，前者依据法律条文的经验事实产生，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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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杜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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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诉诸伦理的正当。但不管权利生成的程序如何，都不影响它们在等级次序上存在差

异。瑑瑧 对在先有一定影响的商标通过“先用权”进行保护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即它将

使在先使用人“因对在先商标的持续使用而赢得的商誉不至于因注册商标的出现归于

无效”瑑瑨。我国《商标法》第 59 条第 3 款亦从实证法的角度表明了该立场。虽然该条款

未使用“先用权”之表达，而是规定“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在原使用范围内

继续使用商标”，但笔者认为，“无权禁止”的反面表达即为有权使用。此外，从法理上

看，所谓权利者包含四个本质的要素，即“主体的行为意志自由要素，主体的肯定性利益

能力要素，社会评价的正当性要素以及社会规范的认同和保障要素”瑑瑩，对在先有一定影

响商标所有人而言，这四项要素皆具备。因此，将我国《商标法》第 59 条第 3 款“在先商

标所有人继续使用商标的权益”定位为是一种权利并无法理上之障碍。这大概是《日本

商标法》第 32 条明确将在先商标所有人继续使用商标的法益定位为“权利”的重要原因。
既然我国《商标法》第 59 条第 3 款具有一定的赋权性质，赋予了在先商标所有人

“先用权”，那么对其使用的要求显然应该更高，即同样必须在我国境内完成，且须对我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步做出贡献。从比较法上看，美国强调本土优先、实行严格的

“先使用取得”制度，其立法明确要求所有的在先使用行为都必须在美国境内完成。例

如，依据美国联邦宪法贸易条款制定的《兰哈姆法》第 1051 条( a) 就明确要求: “在美

国，联邦商标的权利取决于某一标识在洲际贸易中的采纳和使用”瑒瑠。“商标之使用须

在美国境内进行，从而促进美国洲际贸易的发展。”瑒瑡反之，当事人在境外使用商标与其

在美国境内创设商标权利的愿望无涉，因而不适用“先使用取得”。英国的普通法也采

同样之立场，比如在“Bernardin( Alain) et Cie v． Pavilion Properties Ltd 案”中，法院就认

为，商标之商誉若想在英国得到保护，就必须和英国本土的消费者产生实际联系，当国

外知名公司并未对本土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时，尽管因国际物流、跨境旅游或互联网

等使其商标在英国享有了声誉，但只要商标权人并未在英国本土经营，该种声誉也难以

转化为商誉，从而获得普通法上的先用权保护。瑒瑢 除美国、英国外，韩国商标法同样如此

规定。《韩国商标法》第 7 条第 1 款第 12 项与我国《商标法》第 32 条类似，属于注册禁

止条款，即并不要求商标在韩国境内使用。但该法第 57 条之 3 在规定“善意的在先使

用商标”时( 类似于我国《商标法》第 59 条第 3 款) 则要求这种使用须在韩国境内完成。
笔者认为，这种区分非常必要且极为合理。因为商标权具有严格的属地性，如果任何在

境外使用在先的商标所有人都可以到本国来主张先用权，则不仅使外国不受保护之(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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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版，第 355 页。
J． Thomas McCarthy，McCarthy on the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17: 9 ( Eagan: Thomson /West，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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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商标因此受到本国商标法之保护，还使国内注册商标权人的利益大打折扣。瑒瑣 即，

它将不但使境外的先用权人可以对境内的不当注册提出异议和宣告无效，还使本国的

注册商标权人始终背负一个境外的“先用权”负担，这显然不合理。
总之，诚如有学者所言:“商标权的本质在于奖掖国人的智慧创造之精神”瑒瑤。若一

国如彻底放弃了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将意味着其完全放弃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自主权，这

将导致众多外国的知识产权主导本国市场，瑒瑥却使本国人的知识产权处于不受保护的公

共领域境地，显然不利于激励国民的创新。因此，从解释学的立场来看，即使认可境外

在先使用在我国境内产生了一定影响的商标可以获得我国《商标法》第 32 条禁止他人

注册的消极保护，亦不能认为其同时获得了我国《商标法》第 59 条第 3 款意义上的“先

用权”保护。国内有学者认为，我国《商标法》第 32 条和第 59 条第 3 款之间可以转换适

用，即依据第 32 条享有禁止抢注消极权能的在先商标所有人如果未来得及撤销在后注

册的话，仍然可根据我国《商标法》第 59 条第 3 款的规定享有继续使用的权利( 先用

权) 。瑒瑦 该观点如果仅做狭隘理解，即认为《商标法》第 32 条仅保护境内在先有一定影

响商标的话，尚可成立; 反之，如果认为不限于此而应包括对境外在先有一定影响商标

之保护，就非常值得斟酌了。因为，无论从范式国家的商标法还是从激励本国人民创新

的角度看，先用权显然不都能赋予给外国商标所有人，否则，既不利于一国商标权管辖

主权的实现，也不利于国家竞争能力的提升和创新收益的最大化。

四、地域性原理在侵权使用制度中的辩证理解与解读立场

对侵权使用地域性原理的理解，当前最具争议的问题莫过于标准定牌加工( OEM)

案件，即境内外就定牌加工产品分别有不同的商标权人，境内的加工方只负责贴牌生

产，贴牌产品将全部出口到境外委托人所在的市场销售的情形。当前的争议在于: 我国

法院适用我国商标法，认定贴牌加工行为构成对境内商标权人的侵权并禁止有关产品

的“出口”是否合理? 笔者认为，鉴于国内的定牌加工方只负责加工生产，贴牌产品将全

部出口到境外市场销售，因此不宜适用我国商标法对定牌加工产品的“出口”行为加以

禁止。结合到商标使用地域性原理，仍有许多理论问题需在此加以澄清。
( 一) 地域性原理与商标使用侵权混淆可能性之阻却

有观点提到，对商标侵权的认定只要有我国境内消费者发生“混淆可能性”就可以，

不必有消费者实际混淆的发生。瑒瑧 因为“实际混淆影响的只是商标侵权损害赔偿的主

09

中国法学 2019 年第 5 期

瑒瑣

瑒瑤

瑒瑥

瑒瑦

瑒瑧

参见前引瑐瑩，陈昭华书，第 136 页。
前引瑐瑩，陈昭华书，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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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寻求禁令救济只需证明消费者有混淆可能性为已足。”瑒瑨否则如何解释市场监管部门

在侵权商品尚未出厂销售前，就可以对其进行查处。对商标侵权而言，“如果要求实际

混淆，对于在产生严重损害前即需要采取保护行动的商标权人而言，无异为是一种惩

罚”瑒瑩。既然商标侵权判定采取的是“混淆可能性”标准，针对贴牌加工行为，我国境内

商标权人自不必等到商标产品实际投放市场后才能主张侵权，而是在出口销售前就可

以要求法院下禁令以阻止海关放行，否则难免与“混淆可能性”之标准相抵牾。
该观点固然没错，但混淆可能性标准只是针对产品在我国境内销售才有意义。在

侵权产品于我国境内销售，消费者有混淆的可能性，甚至可能因实际混淆而实质性地影

响我国境内商标权人的市场垄断利益以及我国商标法激励境内商标权人培育商誉功能

的实现时，为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将侵权的遏制提前到消费者混淆可能性之阶段非常

必要。但在一般定牌加工情形下，由于贴牌产品直接销往境外，其必定不会带来我国境

内消费者的实际混淆。此时，将侵权的遏制提前到混淆可能性阶段既不合理也没必要。
因为地域性因素的介入，实际上已阻断了我国境内消费者实际混淆的发生，此时僵化地

理解混淆可能性标准则可能引致我国境内消费者被推定有混淆的可能性，但终因定牌

加工产品全部销往境外，国内消费者根本不会混淆、更不会因此而产生误认误购的悖

论。正是考虑到“混淆可能性”标准存在瑕疵，近年来，美国法院对其适用采取了一种渐

趋严格的立场，即“要求混淆可能性必须达到高度的盖然性，反之简单的推论或者臆测

的可能性，不能作为混淆可能性的依据”瑓瑠。笔者认为，该结论对定牌加工案件的判定具

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在定牌加工案件中机械地推定我国境内消费者有“混淆可能性”不

过是一种简单的臆测，终将被产品销往境外、我国消费者根本不发生混淆的事实所证

否。因此，在此类案件中适用混淆可能性标准无异于缘木求鱼，难谓合理。
( 二) 地域性原理与使用侵权商标法域外效力的反思

20 世纪晚近以降，随着知识产权跨境贸易的不断加剧，为了防止本国知识产权制度

被实质性架空，一些国家采取了确认知识产权域外效力的做法，以对境外的知识产权活

动加以规范，具体包括两种情形: 一种是基于行为主义的域外效力，另一种是基于效果

主义的域外效力。前者对于跨境知识产权法律的适用不但包括行为效果地法还包括了

不发生效果的行为地法，这使得一国的法律可以规制“从内到外”的行为; 而后者仅针对

“从外到内”的行为。瑓瑡 但自其诞生之日起，基于行为主义的域外效力就饱受国际社会

的质疑。因为它导致了非效果产生的行为地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规范管辖权扩

张，在相当程度上违背了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原则。瑓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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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定牌加工案件，我国理论界和法院有以我国《商标法》第 57 条第 1 款( 2001 年

《商标法》第 52 条第( 1) 项) 所谓的“双同规则”( 商标和商品均相同) 为依据，认为只要

定牌加工者在相同的商品上使用了与我国境内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就构成侵权，瑓瑣而无

需考虑我国消费者是否发生实际混淆的情况，从而对定牌加工产品进行从内到外的管

辖，并禁止相关贴牌产品的出口。对此，笔者认为:

首先，该做法对我国《商标法》第 57 条第 1 款存在严重误读，因为该条款并非放弃

了商标侵权混淆可能性标准而不过是采取“推定混淆”之做法，瑓瑤而双同情况下的“推定

混淆”早已被 TＲIPs 第 16 条所认可。瑓瑥 从商标侵权判定的总体逻辑来看，诚如郑成思教

授所言:“对商品来源造成误认和引起混淆，是认定商标侵权的总原则”瑓瑦。也就是说，

是否构成商标侵权最核心的要件仍然为是否导致消费者的混淆误认。反之，如果在商

标侵权判定中脱离市场，仅对原被告双方的商品和商标进行物理比对，则无异于是对

“商标的生命来自于使用”的漠视。因此，那种在定牌加工不会导致我国境内消费者混

淆误认的情况下，试图以我国《商标法》第 57 条第 1 款的规定来直接判定定牌加工行为

构成侵权之做法，显然犯了以“行为论”取代“结果论”的错误。
其次，即便像美国这种对本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国家，在知识产权的域外适用方

面也持较为审慎的态度，更多采取的是“从外到内”管辖的做法，针对域外的商标使用侵权行

为，往往以被告是美国公民，境外的商标使用行为将对美国境内的贸易构成实质性损害，以

及本国商标法的域外适用与外国商标法所确立的原则不冲突为前提。瑓瑧 采用“从内到外”管

辖的做法与国际上( 尤其如美国这种高度重视本国知识产权利益的国家) 基于“效果主

义”原则才会启动本国商标法对域外的侵权使用行为加以规制的趋势难以吻合。
最后，最为关键的是，定牌加工产品完全输出到境外销售根本不会导致我国境内商

标权人的利益遭受实质性侵害，也不会导致我国境内的市场竞争秩序遭受实质性影响，

适用我国《商标法》第 57 条第 1 款提前对定牌加工企业的“出口”行为进行“从内到外”
的规制只会伤害民族产业的发展。而当前，我国仍处于世界工厂之地位，“中国制造”向

“中国创造”转型尚未最终完成，定牌加工在相当时期内仍将在我国产业经济中占据一

席之地。在此情况下，对定牌加工行为进行从内到外管辖的做法既不利于中国制造全

球环境的营造，更不利于中国制造走出国门。诚如有学者所言的那样:“知识产权法律

生成在中国具有不同于以往大国所具备的历史情境、社会环境和国际场景”瑓瑨，“在全球

化的今天，就我国的法制实践而言，我们应该坚持为自己立法，以我们的真正需求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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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共享时空他者的需求为根据采取法的行动”瑓瑩。所以，结合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

现实阶段，在定牌加工问题上，我们显然不宜抬高本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否则，突

破商标地域性原则，不顾条件地对定牌加工行为进行从内到外的规制，将不利于我国企

业与外国企业的竞争，不利于我国民族产业和民族工业的发展。瑔瑠

( 三) 地域性原理与域外国家将出口界定为侵权使用的正确解读

针对定牌加工行为，还有论者从比较法的视角出发认为，欧洲范式国家的立法，如

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商标法，都规定了“出口带有本国注册商标标记商品的行为”构成

商标侵权，瑔瑡因此我国法院对定牌加工产品“出口”至境外的行为进行规制理所当然。
对此，笔者认为，首先，上述规定都源于《欧共体商标条例》第 9 条第( 2 ) 款之规

定，瑔瑢上述各国之所以将贴附了本国注册商标标记商品的“出口”行为定性为侵权行为

是因为它们都系欧盟的成员国。而欧盟成立之时的一个重大目标就是推动欧洲统一市

场的建立、促进欧洲贸易自由化的实现。在此背景下，商标产品在欧盟各成员国境内销

售与出口至欧盟他国市场销售并无实质性区别。这大概是上述国家将“出口”定性为侵

权行为的重要原因。其次，这里所谓的“出口”应当指第三人未经许可直接将境内商标

权人的商标产品出口转售到其他国家的行为，即这里的“出口”实际上是出口销售的含

义，其最本质的特征是跨境贩售。它与本文所探讨的定牌加工行为的情况完全不同: 定

牌加工在进口国有不同的商标权人，境内的加工方只负责贴牌加工，具体的销售行为由

境外委托人来完成。这也是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 2014 年提审的“‘PＲETUL’牌挂锁

案”瑔瑣和 2016 年再审的“‘东风’商标案”瑔瑤中否定贴牌加工方行为构成“商标性使用”而

认定其仅是一种物理贴附行为的重要原因。最后，从商标使用的地域性原则出发，当委

托人在进口国有商标权的情况下，其进口后的销售行为也完全是基于其在另一地域市

场上合法商标权的正当行为，已不受我国境内商标权人的控制。因为地域性作为主权

国家意志的体现，“意味着任何一国法律赋予民事主体的权利，只能在本国有效”瑔瑥。总

之，笔者认为，以欧盟的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商标立法为理由来作为我国法院应将

定牌加工产品出口境外销售的行为作为商标侵权来对待的做法，显然属于对这些国家

商标法误读之结果，同样不合理。
( 四) 地域性原理与使用侵权判定国际礼让原则的正确适用

针对定牌加工行为，近年来我国还有法院以境外委托人在进口国的注册商标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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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莉君:《全球化趋势下我国法律发展的自主性》，载《比较法研究》2013 年第 4 期。
参见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12 页以下。
在《德国商标法》第 26 条、《英国商标法》第 46 条、《意大利商标法》第 42 条规定“出口”行为得以维持本国注册商标

权效力之同时，《德国商标法》第 14 条之( 3) 、《英国商标法》第 10 条之( 4) 、《意大利商标法》第 1 条之( 2 ) 进一步规

定了“出口带有本国注册商标标记商品的行为”构成对本国商标权的侵权。
《欧共体商标条例》第 9 条第( 2) 款规定，只有商标所有人才有出口带有注册商标标识商品的权利。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4) 民提字第 38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6) 民再字第 229 号民事判决书。
刘春田:《知识产权解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4 期。



我国境内商标的“抢注”为由，判决国内的定牌加工行为构成侵权。瑔瑦 笔者认为，从效果

主义的原则立场出发，对这类案件，我国法院毫无疑问应积极行使管辖权。因为，如果

境外委托人的注册确系“抢注”，将对我国境内商标权人的利益构成实质性损害，出于对

境内商标权人利益之维护，我国法院主动作为完全有必要，尤其是在境外委托人又系中

国公民的情况下。
与此同时，笔者认为，依据商标权的地域性原理，因每一个国家的商标法只能在本

国有效，境外委托人的注册是不是合法、属不属于“抢注”，显然不能依据我国商标法进

行评判。因为，根据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国际礼让”原则，不得对域外知识产权的效力

作出判定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一项基本规则，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比如《美国

法律协会有关知识产权跨国争端、司法管辖和判决原则》就明确规定:“对于已经注册的

知识产权，诸如商标权利的产生、效力、期限、属性、侵权及其救济等，都应当适用注册国

的法律。”瑔瑧欧盟也采同样的立场，比如在一起专利侵权案件中，欧洲法院就认为:“当案

件需要确认一项法国专利的有效性时，德国法院是无权就涉嫌在法国发生专利侵权行

为案件的因果关系加以判定的”瑔瑨。因各国实行不同的商标权取得制度，关于是不是抢

注以及如何认定抢注，各国商标法的理念和具体的程序并不完全相同。从“国际礼让”
原则出发，以我国商标法为依据来衡量外国委托人的注册行为是否构成对我国境内商

标权的“抢注”显然衡诸失当。若不同国家超越地域性原理对在他国发生的商标使用行

为进行效力评价，将不利于跨境贸易的自由发展，也不利于我国定牌加工产品走出国

门。正因如此，我国有学者甚至认为:“即便存在我国知名商标在境外被抢注的问题，正

确的方法也应是由当事人依被抢注国的商标或相关国际公约的规定由商标被抢注国处

理，而不能因商标的抢注，就推定商标权人在我国受到了实质性损害，并进而认定定牌

加工构成了对我国注册商标权的侵害”瑔瑩。该观点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当然，若境外委托方的注册确系对我国境内商标之抢注的话，从维护境内商标权人

的利益出发，我国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非常必要。只是在“抢注”的认定方面，不宜适用

我国商标法，而应通过法律查明的方式适用注册国的法律。诚如有学者所说的那

样:“此时不能因为外国法的查明非常复杂，就放弃对涉外定牌加工行为的规制，否则冲

突法就失去了意义。”瑖瑠总之，针对此类案件，从商标权的地域性原则出发，对域外商标注

册之效力进行域内法之评判同样难谓妥当，值得从学理上进行反思。
( 五) 地域性原理与商标使用侵权中注意义务审查的检讨

针对贴牌加工案件，还有的法院将“被告在相同或近似商品上对外国委托方商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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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典型的判例当属“‘东风’商标争议案”，具体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5) 苏知民终字第00036 号民事判决书。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Intellectual Property: Principles Governing Jurisdiction，Choice of Law，and Judgments in
Transnational Disputes，Proposed Final Draft( March 30，2007) ．
Gesellschaft fur Antriebstechnik mbH＆Co． KG v． Lamellen und Kupplungsbau Beteiligungs，KG Case C-4 /03．
李杨:《商标法基本原理》，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48 页。
阮开欣:《涉外定牌加工商标侵权行为新探———以商标法域外适用为视角》，载《中华商标》2015 年第 12 期。



的真实性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或者“明知国内相同领域有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却未

尽到合理的避让义务”作为认定其构成侵权的重要依据。瑖瑡 笔者认为，该做法同样值得

从学理上进行再探讨。因为，如果说早期的“商标侵权规范源于普通法，其是恶意侵权

之分支”，那么晚近以来的商标法则转向“使消费者免于混淆误认而非着眼于考察侵权

者的主观动机”瑖瑢。因此，侵权人对注意义务之违反更多的只对损害赔偿有价值。从比

较立法例看，无论是国际公约还是美国的商标法都采行该做法。如《保护工业产权巴黎

公约》第 10 条之 2 第 3 款第 1 项在规制反竞争的“混淆”行为时，就“并未将作为或不作

为的故意或过失作为禁止混淆的前提条件，然而在处罚侵权行为的时候可以考虑恶

意”瑖瑣。美国《兰哈姆法》本身不要求以实际侵夺意图的确证作为侵权判决的前提，但依

该法第 1117 条的规定，因侵权判决获得赔偿，意图是必要的。瑖瑤 也就是说，行为人是否

违反相关的注意义务而在主观上存有过错，并非侵权行为成立的要件而恰是责任承担

要件，具体而言是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要件，行为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

险、返还财产的侵权责任，则不需要主观上有过错”瑖瑥。针对定牌加工案件，因贴牌产品

最终全部销往境外，鉴于地域性之阻隔，国内消费者根本不可能发生实际的混淆。在不

会有国内注册商标权人利益受损害的情况下，根据“无损害即无责任”的基本法理，国内

的定牌加工方显然缺乏承担侵权责任的根本性前提。此时，苛责境内的加工方尽到对

委托方商标权合法与否的审查义务，系在对侵权行为成立与否未做根本判断的情况下

提前对侵权责任( 损害赔偿责任) 的要件进行了判断，该做法显然误置了侵权责任法的

逻辑，实在难谓科学。因此，法院以被告在相同或近似商品上接受境外委托加工时未尽

到授权审查或合理避让的注意义务来认定国内受委托方的加工行为构成侵权，显然不

符合民事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法理。

结 语

“法律的权威有赖于法律适用的准确”瑖瑦，针对商标使用的地域性问题，亟待区分注

册维持之使用、侵权使用和在先使用的不同形态，对其进行区别立法。否则，作为一种

社会化的组织工具，“如果( 商标) 法律不能充分解决由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变化所带来

的新型争端，人们就不会再把法律当作社会组织的一个工具加以依赖”瑖瑧。
在立法未作修改的情况下，法官的解释变得极为重要。因为，“法官对于法律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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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5) 苏知民终字第 00036 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6) 沪民初字第 13990
号民事判决书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 浙民再第 121 号民事判决书。
J． Thomas McCarthy，supra note 41，§ 23: 104．
前引①，［美］弗雷德里克·M． 阿伯特等书，第 911 页。
参见前引瑒瑠，［美］谢尔登·W． 哈尔彭等书，第 420 页以下。
张新宝:《民法分则侵权责任编立法研究》，载《中国法学》2017 年第 3 期。
马一德:《商标注册“不良影响”条款的适用》，载《中国法学》2016 年第 2 期。
［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年版，序言第 2 页。



只是盲目的服从，而应是一种有思考的服从。不能要求法官单纯逻辑地适用概念，而是

要对其进行利益评价，从而形成考虑到法律之精神与意义的判决”瑖瑨。在商标使用地域

性问题上，应充分区分注册维持之使用、在先使用和侵权使用的不同样态，对其进行语境

化的解读，进而找寻到不同案件的规范起点，并确立起一套科学的解释路径和解释方法。
具言之，针对商标使用的地域性问题，在适用时应把握以下原则: 对注册维持之使

用，因其系商标注册赋权的反面表达，具有保留注册赋权之功能，所以原则上其必须在

注册保护国的境内完成，以为其产业经济的进步和商业文明的发达做出贡献，反之，则

不能获得保护。而视“出口”行为为有效的商标使用行为更多是一国公共政策和公共选

择的产物，有利于保护出口型企业的发展，且并不会扭曲一国商标权保护“利益对价”机

制的实现。对在先使用而言，则应区分积极的在先使用和消极的在先使用，前者因同样

具有一定的赋权性质，所以基于一国知识产权收益最大化的考量，这种使用也必须在本

国境内完成，通过使用，与本国境内的相关公众建立起识别性联系，以促进本国产业经

济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后者更多体现的是对商标诚信使用秩序的维护，因此这种

保护不应内外有别，而是应平等地开放给境内外所有符合条件的在先使用者。侵权使用

更多强调的是对境内相关公众混淆误认行为的遏制，从而为境内的商标权人创造商誉的

劳动努力提供激励性动机。因此，在标准的定牌加工情形下，当贴牌加工产品最终全部销

往境外时，因其不会导致我国境内消费者的混淆误认，不会引致我国商标法激励功能制度

性失灵的后果，所以，不将其作为侵权来对待不至影响我国商标法功能的实现。

Abstract: In the age of legal globalization，territoriality is still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in trademark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of many countries． The‘territoriality’is a
difficult problem in the trademark law． As to the registration use for maintenance，since it is
the negative expression of the right of trademark registration，it must be completed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protected state of registration in principle． For the pre-use，positive and
negative pre-use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The former is endowed with a certain nature of
rights，and such use must also be completed within its own territory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maximizing the income of a country’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latter reflects more the
maintenance of the order of fair competition and should be equally open to all qualified user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tortious use emphasizes more on the prevention of acts of confusion
of relevant public in China，and provides incentives for the labor efforts of trademark owners
in China to create goodwill． In the case of OEM，when all the OEM products are sold abroad，
the system failure of the incentive function of trademark law will not occur． Therefore，it will
not affec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unction of China’s trademark law if not treated as
infri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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