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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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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农业，是指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

产业，包括与其直接相关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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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如此定义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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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第一条

为了巩固和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深化农村改革，

发展农业生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维护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

组织的合法权益，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促

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目标，制定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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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体制下的

农民、农村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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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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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

不是单纯时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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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

不是传统领域简单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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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传统的

人员阶层和城乡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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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的特征

技术层面：

农业生产的物质条件和技术的现代化，利用先进的科

学技术和生产要素装备农业，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

电气化、信息化、生物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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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的特征

经营层面：

农业组织管理的现代化，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

市场化和企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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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的领域

产前领域：农业机械、化肥、水利、农药、地膜等领域；

产中领域：种植业(含种子产业)、林业、畜牧业(含饲料

生产)和水产业；

产后领域：农产品产后加工、储藏、运输、营销及进出

口贸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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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的形态

现代农业，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种植业、养殖业等农业部

门，而是包括了生产资料、工业加工业等第二产业和交

通运输、技术和商业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内容，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混合、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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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的形态

现代农业，成为一个与发展农业相关、为发展农业服务

的产业群体，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与农业生产形成稳

定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利益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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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与现代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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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的

定义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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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

“知识产权”包括：
　　--关于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权利；
　　--关于表演艺术家的演出、录音和广播的权利；
　　--关于人们努力在一切领域的发明的权利；
　　--关于科学发现的权利；
　　--关于工业品式样的权利；
　　--关于商标、服务商标、厂商名称和标记的权利；
　　--关于制止不正当竞争的权利；
　　以及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里一切其他来自知识
活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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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世界贸易组织管辖的一项多边贸易协定。

其中所说的“知识产权”包括：1.著作权与邻接权；2.商标权；

3.地理标志权；4.工业品外观设计权；5.专利权；6.集成电路布

图设计权；7.未披露的信息专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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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是权利人依法就下列客体享有的专有的权利：
（一）作品；
（二）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三）商标；
（四）地理标志；
（五）商业秘密；
（六）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七）植物新品种；
（八）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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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本法所称种子，是指农作物和林木的种植材料或者繁殖
材料，包括籽粒、果实、根、茎、苗、芽、叶、花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国家实行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国家对主要农作物和主要林木实行品种审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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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

本条例所称植物新品种，是指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对发

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

和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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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

  2005年7月15日起施行。

本规定所称地理标志产品，是指产自特定地域，所具有
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本质上取决于该产地的自然因
素和人文因素，经审核批准以地理名称进行命名的产品。
地理标志产品包括:
(一)来自本地区的种植、养殖产品。
(二)原材料全部来自本地区或部分来自其他地区，并在本
地区按照特定工艺生产和加工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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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丘大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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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苹果、莱阳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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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沟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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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产权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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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发明专利

申请133.9万件，同比增长21.5％，连续6

年位居世界首位。

    商标注册量继续保持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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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知识产权

大而不强、多而不优，

核心专利少、

品牌价值小，

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增加值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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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标[1]



Wincon  文康知识产权

商标的保护范围

    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

的商品为限。

     在中国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驰名商标），可

以获得较普通商标更强力度的法律保护，例如，可以

在跨类别的商品或服务上禁止它人对商标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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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的使用

    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

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

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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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的灵魂在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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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经济

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

新经营模式下的商标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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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新业态

 “商品或服务”的划分、相同或类似的判断

    给商标申请和布局带来了新问题、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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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嘀嘀打车”商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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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小桔公司注册成立于2012

年6月6日。

• 截至到2013年8月，嘀嘀打车

占54.7%份额，市场排名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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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标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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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规划    
避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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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香村”商标被注册在“包装盒”上，

是否可以达到保护该标识

在所包装的食品上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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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专业服务    
争取自身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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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运输; 航空器出租; 导航; 航空发动机出租; 导航系统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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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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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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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名称是表示经营者主体身份、区分商品和服务来源

的重要商业标识。

• 积累了一定商誉的企业名称是企业的一项重要无形资产

，正确设定、使用、维护自身企业名称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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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的构成

• 企业名称由行政区划、字号、行业、组织形式依次组

成，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 其中，字号是企业名称中最具有显著性和识别性的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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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的构成

1、合理规划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与企业商标，可以有助于

企业商誉的积累和品牌价值的提升，提高企业知名度

。

2、企业中文字号与企业中文商标相一致的方案，有助提

高企业及品牌的市场影响力并节约推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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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的构成

2、由于企业名称登记采用分行政区划管理的原则，没有

字号或者字号显著性弱的企业名称在实际使用中会降

低企业产品或服务的识别性，不利于商誉积累。

3、企业在设立之初就需要对字号、商标的进行统一规划

。已设立企业发现自己名称或字号不利于自身长远发

展的，应及时进行调整。



Wincon  文康知识产权

企业名称的构成

1、经营者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

，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服务的，构成法律所禁止

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2、将他人商标作为自己的企业字号突出使用的相关商品

或服务上造成混淆的，可以构成商标侵权行为或不正

当竞争行为而为法律所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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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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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创新，
        要保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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扳机式双作用控制阀申请（专利）号: 　 CN022298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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扳机式双作用控制阀申请（专利）号: 　 CN022298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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扳机式双作用控制阀申请（专利）号: 　 CN02229873.8

• 其创造性在于阀

的内部构造控制

的油路。

• 手柄是用于推动

阀杆。

• 而扳机仅仅是用

于锁定手柄，但

却被写在独立权

利要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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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特殊端孔的集装箱角件申请（专利）号: 　 CN200510102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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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特殊端孔的集装箱角件申请（专利）号: 　 CN200510102233.3

•   1、一种具有特殊端孔的集装箱角件，所

述的角件是由至少一端壁、至少 一侧壁以

及一顶壁或/和一底壁合围而成的其内设有

容置转锁的内腔的中空方形构件，该角件

的顶壁或底壁上设有一与该内腔连通的吊

配孔，该角件的一端壁上设有一与该内腔

连通的端孔，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吊

配孔和端孔错开设置并且

两者沿集装箱箱体纵向的

投影有一定的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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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特殊端孔的集装箱角件申请（专利）号: 　 CN200510102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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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商品名称、包装、
装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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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不正当竞争法》
禁止仿冒条款

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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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

  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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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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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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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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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罐王老吉”装潢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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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设计专利权

 与

商品特有包装、装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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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欢迎指正！

电话：185639937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