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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枫动态 GRANDWAYLAW NEWS 

 

 国枫业绩 | 国枫提供法律服务的恒烁股份 IPO 项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 

Grandway Law Offices provide legal services for the IPO project of Zbit Semiconductor, Inc., 

which was approved by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2022 年 3 月 14 日，恒烁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烁股份”）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2022年第18次上市委员会审

议会议审核通过。 

恒烁股份是安徽省首家通过科创板审核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主营业务为存储芯片和

MCU 芯片研发、设计及销售。公司现有主营产品包括 NOR Flash 存储芯片和基于 Arm® 

Cortex®-M0+内核架构的通用 32 位 MCU 芯片。同时，公司还在致力于开发基于 NOR 闪存技

术的存算一体终端推理 AI 芯片。 

 

 
 

恒烁股份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2,066 万股，拟募集资金 75,388 万元，用于 NOR 闪

存芯片升级研发及产业化项目、通用 MCU 芯片升级研发及产业化项目、CiNOR 存算一体 AI 

推理芯片研发项目及发展与科技储备项目。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作为恒烁股份科创板 IPO 项目发行人律师，提供了专业、高效的法

律服务。本项目由胡琪律师团队承办，项目签字律师为胡琪律师、董一平律师、黄科豪律师，

项目组成员还有郝旭明律师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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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枫业绩 | 贵州轮胎，大力前进 ——贵州轮胎可转债项目获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 

Grandway Law Offices provide legal services for the Convertible corporate bond project of 

Guizhou Tyre Co., Ltd., which was approved by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2022 年 3 月 14 日，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的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简称：贵州轮胎，股票代码：000589）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以下称“本次

发行项目”）经中国证监会第十八届发审委 2022 年第 29 次会议审核通过。 

贵州轮胎的主营业务为商用轮胎研发、生产及销售；知名产品包括“前进”、“大力士”、

“劲虎”等卡客车轮胎、工程机械轮胎、农业机械轮胎、特种轮胎等。作为贵阳市生产规模

最大的生产制造型企业，公司在国内各省市及国外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代理/经销机构，

与国内外众多知名企业建立了配套关系。贵州轮胎主营业务收入在中国橡胶工业协会 2021

年 4 月发布的“2021 年度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百强企业轮胎类”中位列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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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项目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80,000 万元，募集资金拟投入“年产 300 万套

高性能全钢子午线轮胎智能制造项目”及“1#智能分拣及转运中心项目”。募投项目完成后，

能够在推进产品研发与技术革新的同时降低能耗、提升资源利用率，增强贵州轮胎的市场竞

争力，实现公司效益与社会效益双重价值。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担任贵州轮胎本次发行项目的法律顾问，为其本次发行项目提供了

全程优质的法律服务。本次发行项目由温烨律师团队承办；项目签字律师为李大鹏律师、侯

镇山律师；项目组成员还包括杨婧菲律师、关婷丹律师助理。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感谢贵州

轮胎对本所的信任与支持，感谢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的支持与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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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枫业绩 | 国枫提供法律服务的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成功上市 

Grandway Law Offices provide legal services for Beijing Deep Glint Technology Co., Ltd., 

which was successfully listed on the Scientific innovation board of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2022 年 3 月 17 日，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的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灵深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格灵深瞳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 4,624.5205 万股，股票代码 688207。 

作为 A 股首家上市的计算机视觉 AI 公司，格灵深瞳以“让计算机看懂世界”为愿景，

专注于将先进的计算机视觉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技术与应用场景深度融合，提供面向城市管理、

智慧金融、商业零售、体育健康、轨交运维等领域的人工智能产品及解决方案。在 AI 算法

层面，格灵深瞳的核心算法多次在国内外人工智能算法竞赛中夺冠，并承担了国家科技部、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等多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重大科研项目。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作为格灵深瞳 IPO 项目的法律顾问，为项目提供了专业优质的法律

服务。本项目由胡琪律师领衔，项目组成员还包括许桓铭律师、陈成律师、刘璐。 

感谢格灵深瞳对国枫的信任和支持，祝贺格灵深瞳在科创板成功上市，也预祝格灵深瞳

立足新起点，开创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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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动态 SECURITIES INDUSTRY NEWS 

 

 最高法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 

SPC Releases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of Law against Unfair Competition 

3 月 16 日，最高法印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自 2022 年 3 月 20 日起施行。 

此次发布的《解释》共 29 条，根据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重点对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条、仿冒混淆、虚假宣传、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等问题作出了细化规定。 

 

 国台办、商务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台湾居民在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申请设立个体工商户工作的通知》 

Three departments jointly releases New Rules on Applications of Taiwan Residents to 

Register as Self-employed Households 

3 月 16 日，国台办、商务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台湾居民

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申请设立个体工商户工作的通知》，自即日起实施。 

此次出台的新的政策措施有两个特点：一是开放行业大幅增加，由零售业、餐饮业、纺

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文具用品批发等 24 项扩展到 122 项，涵盖《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二是开放地域进一步扩大，包含 27 个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 

 

 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布《电子烟管理办法》 

STMA Releases Measure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E-cigarettes 

为加强电子烟管理，规范电子烟市场秩序，3 月 11 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布了《电子

烟管理办法》，该办法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办法》提出，设立电子烟生产企业（含产品生产、代加工、品牌持有企业等）、雾化

物生产企业和电子烟用烟碱生产企业等，应当报经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

方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批准立项。《办法》还提出，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和

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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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做好 2022 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 

Th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recently released the Circular on Conducting 

Effective Work in Managing Corporate Reporting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2022 

3 月 10 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做好 2022 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

工作的通知》，并以通知附件的形式更新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发电设

施(2022 年修订版）》。 

《通知》明确，2020 和 2021 年任一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达 2.6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综合

能源消费量约 1 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发电行业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火力发电、热电联产、

生物质能发电），需要开展 2021 年度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工作。符合上述年度排放量要求的

自备电厂（不限行业）视同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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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RESEARCH ON CURRENT ISSUES 

 

 房地产楼盘名称商标保护的路径及判例评析 

 Protection Path and Case Analysis of Real estate name as Trademark 

 
王蓦璇       

 

时至今日，房地产行业在我国的发展已经趋近成熟，市场竞争也愈发激烈，由此导致楼

盘名称在商品房的建造、销售、推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口碑效应。随着同一房地产

开发商在全国范围的对其建造楼盘的销售、经营，楼盘名称所承载的商品房品质也与开发商

的商誉进行了深度绑定。然而，由于商品房的开发与销售有其自身特殊的行业特点，导致将

楼盘名称作为商标进行保护的方式相较于一般的商品与服务具有更为严格、特殊的认定标准。 

本文通过分析楼盘名称作为商标进行保护的特点，通过对比房地产楼盘名称商标在撤销

行政确权案件中与民事侵权案件中法院审判思路的异同，评析楼盘名称作为商标进行保护的

具体路径及裁判规则。 

 

一、房地产商标保护的特点及局限性 

（一）房地产楼盘名称作为商标注册，没有准确合适的商品项目 

商标包括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依据《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第 11 版）的规定，其

中第 1 类至第 34 类为商品，第 35 类至第 45 类为服务。然而纵观《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

并无与商品房、不动产准确对应或者相关的商品。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早在《关于“商品房”如何确定类别问题的复函》（商标

函（2003）32 号）进一步指出：“在‘商品房’建筑、销售等环节中，建造永久性建筑的服

务属于 37 类，以‘商品房建造’申报；销售‘商品房’的服务属于 36 类，以‘商品房销售

服务’申报。”这样的注册商品分类原则指导下，致使楼盘名称虽然使用在商品房这一“商

品”上，却只能作为服务商标进行注册，而不能直接对楼盘项目本身进行保护。 

实践中，开发商在将楼盘名称作为商标进行注册时，通常会选择第 3604 群组的“不动

产事务”及第 3702 群组的“建筑工程服务”进行保护。其中第 3604 群组主要包括“商品

房销售、不动产出租、不动产代理、不动产经纪、不动产估价、不动产管理”等，第 3707

群组主要包括“商品房建造、建筑整修、建筑服务、建筑物建造建”等。这也导致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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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分类保护”的商标保护原则下，注册在服务项目上的楼盘名称商标无法扩大到商品项

目上去保护，进一步导致楼盘名称商标因未在其注册的服务项目上使用而被撤销，或者面临

侵权行为时因不构成同种或类似商品而难以维权。 

（二）房地产楼盘名称通常在土地规划时已作为地块名称使用，相对容易丧失显著性 

一般而言，政府在出让经营性房地产项目和其他具有竞投性的项目用地时需要进行土地

拍卖，待拍卖地块通常用数字、字母或简单的名词代表，待确定买受人后，将由开发商对该

地块拟建设的楼盘进行命名，随着楼盘名称在销售、宣传过程中的使用，逐渐使用该楼盘名

称指代相应地块。实践中，相关公众也会用楼盘名称、小区名称来指代一个地点，因此导致

楼盘名称在长期作为地名的使用过程中，丧失了其指代商品服务来源的商标性，演变为通用

名称。 

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

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的地

名，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由该规定可见，如注册商标中包含有地名，

则商标权人无权再禁止他人的正当使用。由于楼盘名称相较于其他的商标更容易演变为“地

名”，这也进一步限缩了楼盘名称作为商标进行保护的范围。 

由此可见，在对楼盘名称进行商标性保护时，存在多种困难及局限性，这也导致在

2000-2010 年间各地、各级法院在审理涉房地产商标行政案件、商标侵权案件中可能出现完

全相反的判决。近年来，随着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各地法院审判能力的提升，对于楼

盘名称作为商标进行使用的确权、侵权行为有了较为一致的观点，故下文将结合案例进行进

一步的分析阐述。 

 

二、商标撤销行政确权案件中对楼盘名称商标使用证据的认定 

在商标因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案件中，被申请人（商标注册人）提交使用证据的情况决

定了诉争商标是否继续有效。在涉及楼盘名称商标、房地产企业名称的撤销案件中，开发商

自身使用诉争商标的情形是否可以视为在“商品房销售”、“不动产管理”等服务项目上的有

效使用，各级法院存在不同的认定情况。 

在第 17259469 号“祥祺”商标撤销复审行政纠纷案[案号：（2021）京行终 7487 号]及

第 9977463 号“W.E.City”商标撤销复审行政纠纷一案[案号：（2021）京行终 7487 号]中，北

京高院经审理均认为，商品房销售、不动产管理、公寓管理等服务主要系服务者为他人商品

房等不动产所提供的销售、管理服务，开发商在销售、管理自己开发的商品房过程中使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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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商标并不属于将诉争商标使用在商品房销售、管理等服务上的情形。由此可见，北京高院

对于诉争商标在商品房销售等服务上是否进行了有效的使用，其审理依据为商标持有者是否

就他人的不动产提供了销售服务，销售自身的不动产则不认为是有效的商标性使用。 

但是，在第 3887707号“云铜地产 YTRE及图”商标撤销复审行政纠纷一案中[案号：（2018）

京 73 行初 7347 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则认为，结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明、购房合同及发票等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云铜地产公司于指定期间内在商品房销售等服务

上实际使用了诉争商标。可见北京知产法院认为诉争商品持有人向他人销售自身开发的商品

房，即视为提供了商品房销售服务。 

在此，笔者认为北京知产法院的观点可以更加有利的保护“楼盘名称”商标。 

第一，商品房项目上的商标在注册时无法选择商品项目而只能选择服务项目，这就导致

开发商无法将商品房作为商标法意义上的“商品”进行销售，只能退而求其次的注册服务商

标，客观上造成销售商品房这一商业行为没有直接相对应商品类别予以注册商标保护。 

第二，服务商标虽然是将自己提供的服务与他人提供的服务相区别而形成的标志，但针

对“商品房销售”等特殊服务项目，可将“服务”的含义做适当扩大理解，而非简单直接地

理解成“替他人销售商品房”。开发商在销售商品房的过程中直接面对消费者，通过策划、

宣传、推销等多种手段将商品房销售给购房人，同样向消费者提供了“商品房销售”的服务。

因此针对第 3604 群组的“不动产事务”等服务项目，向消费者提供服务也应当理解成有效

的商标性使用。 

第三，房地产行业在我国的蓬勃发展，已经涌现了大量知名开发商和知名房地产品牌，

随着开发商在全国各地的楼盘布局，同一楼盘名称的使用也不仅仅局限在某一城市。因此楼

盘名称作为商标而言，也凝聚了其商品房的品质与商誉，对消费者有宣传、引导作用。 

第四，楼盘名称如不能作为商标予以保护，将导致大量侵权行为横生，而开发商却无法

以注册商标专用权为权利基础进行维权的现象。即便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一定影响的商

品名称予以主张，却往往由于往往楼盘自身的地域性特点导致法院认为侵权人构成合理使用，

从而导致权利人维权困难、侵权行为屡禁不止的后果。 

 

三、民事侵权案件中对楼盘名称商标侵权行为的认定 

在商标侵权案件中，各级法院对商标侵权行为的认定思路又与商标撤销案件中商标性使

用的认定有所不同，并且审判思路也随着房地产行业的日益发展而动态调整。 

（一）楼盘名称中合理使用地名不构成商标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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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百家湖·枫情国度”一案成为我国楼盘名称侵权第一案。该案中，利源公司

为“百家湖”商标持有人，金兰湾公司则开发了“百家湖·枫情国度”楼盘，故被利源公司

诉诸法院。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再审最终认定“百家湖·枫情国度”楼盘位于百家湖，因

此是对地名的使用，而非对商标的使用，并且，房屋是特殊商品，消费者会施加更高的购买

注意力，不会混淆误认。这一审判思路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也奠定了楼盘名称中合理

使用地名并不侵犯他人注册商标权的基本原则。 

（二）不动产管理与销售商品房构成类似商品，商标近似会导致消费者混淆误认 

时间进展到 2012 年，“星河湾”案进一步梳理了楼盘名称与注册商标的冲突问题，该案

同样由最高院再审[案号：[(2013)民提字第 3 号]。该案中，原告星河湾公司的“星河湾”商

标分别注册于第 36 类、第 37 类，而被告宏兴房地产公司则开发了“星河湾花苑”楼盘。最

高院经审理认为，首先，关于商品房与不动产建造是否构成商品与服务类似的问题，本案两

注册商标核定的服务类别分别是不动产管理、建筑等，与商品房销售相比，两者功能用途、

消费对象、销售渠道基本相同，开发者均系相关房地产开发商，不动产管理、建筑等服务与

商品房销售存在特定的联系，应当认定为商品与服务之间的类似。 

其次，宏兴公司将其开发的楼盘命名为“星河湾花苑”，由于该名称事实上起到了识别

该楼盘的作用，其实质也属于一种商业标识，该标识中最显著的部分为“星河湾”文字，与

星河湾公司、宏富公司上述两个注册商标中的显著部分“星河湾”完全相同，呼叫方式一致，

加之现代社会信息流通丰富快捷，宏兴公司此种使用方式，会使相关公众误认该楼盘与星河

湾公司、宏富公司开发的“星河湾”系列楼盘有一定的联系，容易误导公众。 

“星河湾”一案，基本解决了不动产管理与销售商品房是否构成类似商品服务的问题，

以及建造、销售中的商品房楼盘名称与第 36、37 类注册商标的冲突问题，认为楼盘名称起

到了识别商品服务来源的作用，属于商业标识，在商标近似的情况下会导致消费者混淆误认，

并进一步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三）房地产相关商标可通过行为保全及时制止侵权行为 

2018 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全国首例房地产商标诉中禁令，可见司法环境加

大了对房地产楼盘名称相关商标保护力度。该案中，金茂公司、展拓公司因桂林“金茂中心”、

甘肃“金茂·外滩”两个房地产项目使用“金茂”名义进行销售和宣传，起诉至北京市朝阳

区人民法院，并在诉讼中主张诉中行为保全。朝阳法院审理认为，金茂公司、展拓公司系“金

茂 JIN MAO”商标和“金茂”商标合法权利人，被告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将其开发的房地

产项目命名为“金茂外滩”“金茂·外滩”“银滩金茂广场”“温商·金茂外滩”等进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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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各种网络、实体途径进行宣传推广。 

朝阳法院考虑到金茂公司、展拓公司与被告在经营范围、服务内容极为接近，结合在案

证据中金茂公司、展拓公司“金茂”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被控侵权行为的持续极可能导

致相关公众因混淆而购买涉案房地产商品，进而较为严重地挤占了金茂公司、展拓公司的市

场份额，对金茂公司、展拓公司的合法权益将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故最终裁定采取行为保

全措施，以平衡各方利益及损害。 

由上述三个案例可见，我国法院对审理房地产商标相关侵权案件的审判思路是逐渐递进

的。从认为“房地产服务商标的保护效力仅限于建造、销售、出租、管理等不动产服务活动，

不及于开发项目本身，即无关楼盘或小区的名称”到“不动产管理、建筑等服务与商品房销

售存在特定的联系，应当认定为商品与服务之间的类似”，有效解决了房地产开发商维权难

的问题，并进一步利用行为保全程序加大对商标权利人的保护力度，可见在楼盘名称相关商

标侵权案件中，在证据充足的情况下，认定侵权行为已不再存在法律逻辑上的障碍。 

 

四、现有政策法规下房地产商标的保护思路 

纵观房地产相关商标的发展历史，虽“困难重重”但仍旧有迹可循。通常情况下，一个

楼盘对应一个名称，并且在销售完毕后会有演化为地名进而丧失商标性的风险，但随着房地

产行业的发展，大型房地产开发商逐渐开始在全国各地使用相同的楼盘名称，以表明商品房

的来源。楼盘名称也愈加凝聚了开发商的开发、建造、销售、宣传能力，承载了开发商的商

誉。从而增加了消费者的对商品房楼盘本身质量信赖程度，影响了消费者的选择，反之如商

品房出现质量问题，也会导致开发商在行业内的评价降低。可见楼盘名称已经与开发商形成

了密不可分的对应关系。 

从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出，在商标侵权案件中，以第 36 类、第 37 类商标作为权利基础进

行维权，即便侵权者仅是在楼盘名称上使用了近似商标，其销售自身开发的商品房的行为，

也构成了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但反观商标撤销行政确权案件，如开发商销售自身建

造的商品房，则不构成商标性使用，其注册商标存在被撤销的风险。 

商标确权与商标侵权案件审理思路的不一致，会导致某些侵权人在面临楼盘名称商标权

利人维权时，釜底抽薪去申请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商标，造成商标权利人权利基础丧失的局

面。 

面对上述困境，实践中楼盘名称商标权利人通常会采用“迂回战术”，即设立自有物业、

房屋租赁公司，并将商标授权其使用，进行除自身商品房以外的不动产代理等相关业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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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商标撤销案件的审查原则，在核定使用商品服务项目上有效的使用证据，同时可以保留在

类似商品上的注册。故在“不动产经纪、不动产代理”等服务项目上的使用证据有效，可保

证“商品房销售”这一服务项目不被撤销。 

此外，房地产企业在申请注册商标时，也可以建立主辅商标结合保护的系统体系。即企

业字号作为主商标，楼盘名称作为辅助商标，如“金茂·长安悦”、“碧桂园·凤凰城”、“龙

湖云璟”等。这一做法一方面有助于房地产企业自身品牌信誉的长期宣传、积累，同时也能

保护自身的注册商标权利的有效状态，即便某一楼盘名称商标因连续三年不使用而撤销，也

并不影响楼盘的销售与宣传。 

 

本文结合房地产行业特殊性，以及楼盘名称商标商品分类中的客观情况，分析在现有商

标法、不正当竞争法体系下，司法实践中对房地产相关商标的认定逻辑，以期梳理对不动产、

商品房等楼盘名称商标的保护途径，为房地产企业完善商标保护布局提供建议和思路。 

  

13 
 



 
律所人文 GRANDWAY COMMUNITY 

 

 

 春雪诗词六首 

Six spring snow Poems 

 

 

春雪 

[唐]  韩愈 

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春雪 

[唐]  刘方平 

飞雪带春风，徘徊乱绕空。 

君看似花处，偏在洛阳东。 

 

 

春雪 

[唐]  焦郁 

散漫天涯色，乘春四望平。不分残照影，何处断鸿声。 

缭绕先经塞，霏微近过城。因风低未敛，带雨重还轻。 

干吕知时泰，如膏候岁成。小儒同品物，无以答皇明。 

春雪空濛帘外斜，霏微半入野人家。 

长天远树山山白，不辨梅花与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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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雪 

[宋]  陆游 

江云垂野雪如簁，闰岁春来特地迟。 

倒尽酒壶终日醉，卧听儿诵半山诗。 

 

 

春雪 

[元]  王翰 

一冬天气喜温温，留作春寒故恼人。 

密洒纸窗疑是雨，旋铺芳径不生尘。 

舞同柳絮能争巧，飞入梅花竟乱真。 

赋罢兔园看霁景，梁台草色一番新。 

 

 

春雪 

[宋]  施枢 

腊里霏微未许多，春来舞片却交叉。 

混成天地皆同色，点染园林尽着花。 

岸迹云凝迷去鹭，屋头烟暖见饥鸦。 

东风毕竟能融化，不放寒澌冰柳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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