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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特别关注
1.2021 年 6 月起施行的知识产权最新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于2021.6.1起施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已由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10月17日通
过，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于2021.6.1起施行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11月1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
经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著作权法的决定和退役军人保障法。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
62、63号主席令予以公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
作权法〉的决定》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3）《专利导航指南》国家标准于2021.6.1起施行
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起草的《专利导航指南》（GB/T39551-2020）系列推荐性国家
标准于2020年11月9日批准发布，并于2021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
（4）《工业互联网标识管理办法》于2021.6.1起施行
为促进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健康有序发展，规范工业互联网标识服务，保护用户
合法权益，保障标识解析体系安全可靠运行，工业和信息化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于近日印发《工业互联网标识管理办法》，办法含20个条款，将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5）《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国家标准于2021.6.1起施行
国家知识产权局牵头，多部门共同参与制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国
家标准，标准于2020年11月9日批准发布，并于2021年6月1日起实施。
（6）《关于施行修改后专利法的相关审查业务处理暂行办法》于2021.6.1起施行
因专利法实施细则尚在修改过程中，为保障修改后专利法的施行，国家知识产权局制
定《关于施行修改后专利法的相关审查业务处理暂行办法》，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专
利申请人、专利权人或者相关当事人可以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相关业务。
（7）《关于公布专利法修改相关表格的通知》修订的表格于2021.6.1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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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第四二三号公告《关于施行修改后专利法的相关审查业务处理暂
行办法》，我局对专利法修改相关的请求类表格作出适应性调整，现将修订后的表格进行
公布，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及代理机构可通过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
（http://www.cnipa.gov.cn）“政务服务”专栏下的“表格下载”栏目下载使用。本次
修订的表格将于2021年6月1日启用，涉及修订的旧版表格将同时停止使用。
（8）《重大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办法》于2021.6.1起施行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切实维护公
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障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依法依规办理在全国有重大影
响的专利纠纷行政裁决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重大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办法》。现予发布，自2021年6月1日起
施行。
（9）《关于审理涉药品上市审评审批专利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于
2021.6.1起施行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关于审理涉药品上市审评审批专利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请社会各界人士于2020年12月14日
前，通过书面邮寄或者电子邮件方式以中文提出修改意见。本规定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本院以前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10）《专利法实施细则修改建议（征求意见稿）》于2021.6.1日起施行
配合专利法修改，国家知识产权局开展了专利法实施细则修改准备工作，形成了专利
法实施细则修改建议，现将《专利法实施细则修改建议（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
求意见稿”）及其说明予以公布。
（11）国知局：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行政裁决办法（征求意见稿全文）于
2021.6.1日起施行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
《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中探索建立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要求，根据修改后专利
法的有关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起草了《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行政裁决办法（征求
意见稿）》。本办法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q5XMV9RBWoYncBtEnhp3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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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高法批复明确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滥用权利的原告赔偿被告合
理开支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被告以原告滥用权利为由请求赔偿合理开支
问题的批复》已于2021年5月3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4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
布，自2021年6月3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6月3日

法释〔2021〕11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被告以原告滥用权利为由
请求赔偿合理开支问题的批复
（2021年5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1840次会议通过，自2021年6月3日起施行）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被告以原告滥用权利为由请求赔偿合理开支问题的请
示》（沪高法〔2021〕215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被告提交证据证明原告的起诉构成法律规定的滥用权利损害
其合法权益，依法请求原告赔偿其因该诉讼所支付的合理的律师费、交通费、食宿费等开
支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也可以另行起诉请求原告赔偿上述合理开支。
（来源：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3070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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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专利申请受理和审批办事指南》
2021年6月4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发布《专利申请受理和审批办事指南》最新版本
（下称《指南》）。《指南》一共包含25个部分，以《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
《专利收费减缴办法》等法规为办理依据，详细规定各种申请受理和审批的办理流程、受
理机构、收费依据和标准、投诉渠道、公开查询渠道等。
（来源：fabc1696f5674a7c84681a9556f15a85.pdf (cnip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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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特别关注

韩国驳回首例人工智能生成发明专利申请
2021年6月3日，韩国专利厅网站发布了题为《人工智能能成为爱迪生吗?首个专利审
查案例》的报道，其认为人工智能不可能是发明人，据此驳回了韩国首例以人工智能为发
明人的人工智能生成发明专利申请，发出了“将不是自然人的人工智能记录为发明人违反
专利法，请将发明人修正为自然人”的补正要求书。申请人如果不能满足该补正要求，将
会导致此项专利申请无效。申请人对无效决定不服的，可以就此提起行政审查或行政诉
讼。
据韩国专利厅称，名为史蒂芬·泰勒的美国人工智能开发者向韩国提交了一份以人工
智能为发明人的国际专利申请，该申请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人工智能是否可以成为发
明人的专利申请审查。因为韩国专利法及相关判例只认可自然人为发明人，所以非自然人
的公司、法人、装置等不能在专利申请文件中被标为发明人。由于人工智能不是自然人，
因此不能成为专利的发明人。据称，该人工智能生成发明此前同样也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进
行了专利申请，美国、英国和欧洲专利局均没有批准该专利申请，理由均为发明人只能是
自然人，而人工智能不是自然人，因此不能成为专利的发明人。
（来源：
https://www.kipo.go.kr/kpo/BoardApp/UnewPress1App?a=&board_id=press&cp=&pg=&npp=&
catmenu=m03_05_01&sdate=&edate=&searchKey=&searchVal=&bunryu=&st=&c=1003&seq=
18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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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法学类核心期刊知识产权文章摘编
选刊范围：《中国社会科学》及CSSCI（2021-2022）法学类核心期刊

1. 论算法时代网络著作权侵权中的通知规则
作者：何炼红
机构：中南大学法学院
摘要：进入算法时代，著作权法上“通知-删除”规则的具体操作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自动化通知删除系统的应用导致通知数量急剧增加，同时也产生了通知错误与滥用的
隐忧。从制度层面进一步规范通知的构成要件，可以有效地引导和激励高质量的自动
化通知：一是侵权主张指向的作品信息应更加明确，算法设计应准确识别侵权作品并
考虑合理使用因素；二是删除请求指向的位置信息要更加精准，经过事先测试的删除
请求可以使网络服务提供者足以准确定位侵权信息并采取必要措施。对自动化通知产
生的错误和滥用行为进行追责，应充分考虑通知人的主观意图和法律后果，在过错原
则的基础上，应进一步明确善意通知免于担责、恶意通知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情形，以
实现责罚相当，对错误通知进行分类规制。
关键词：算法；自动化通知；构成要件；免责情形；惩罚性赔偿；
（来源：《法商研究》2021年04期）

2. 深度链接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再思考——从技术解析窠臼趋向权
利保护本位
作者：郭鹏
机构：暨南大学法学院
摘要：对于深度链接能否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直接侵权的问题，有两种分析路径:一是
将“提供作品”固守于向服务器上传作品，则深度链接自然不可能具有“提供作品”
的内容提供服务功能，更不可能向“公众”提供作品；二是不预设“提供作品”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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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方式，如深度链接的介入使设链网站用户成为著作权人传播意志控制之外的新公众，
则设链网站与其用户之间形成了向“公众”提供作品，可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
侵权。第一种分析思路桎梏于技术细节的窠臼，导致削足适履的后果:将权利的阐释捆
绑在特定技术上，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赔偿责任扭曲为规避技术措施的违法赔偿
责任，以初始传播技术定性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技术性地扩张了
只应适用于中立技术服务提供者的间接侵权范围；第二种分析思路不以技术方式限制
向公众提供行为，而以深度链接是否导致向新公众提供作品从而致使著作权人的作品
市场及收益遭受侵蚀予以判断，从权利保护的角度发展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权与
间接侵权的认定标准，试图建立在技术上可广泛适用的评判规则。
关键词：深度链接；服务器标准；新公众标准；向公众提供；间接侵权；
（来源：《法学论坛》2021年04期）

3. 公共领域视野下著作权法价值构造研究
作者：杨利华
机构：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摘要：著作权法在保护权利人基于作品的专有性著作权的同时，通过一系列的专有权
例外的公共领域保留机制，确保其促进文化科学事业发展与繁荣的制度目标得以实现。
在著作权法中，专有权保护与公共领域保留及其相关的公共利益的实现，形成了其价
值构造的基本内核。我国著作权法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公共领域保留的概念，但其制度
设计在多方面体现了著作权法的公共领域保留价值，司法实践中对此也有充分体现。
通过深入研究著作权法的公共领域保留原则，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著作权法的价值构
造与制度精神。
关键词：公共领域；著作权法；价值构造；专有权利；利益平衡；
（来源：《法学评论》2021年04期）

4. 我国专利法的域外适用问题研究
作者：韩书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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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中山大学法学院 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实验室(珠海)
摘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多边合作陷入低潮。国内知识
产权法的域外适用逐渐成为美国在国际合作之外跨境保护其知识产权利益的选择之一。
虽然这种单边主义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策略尚未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但是从国
际法的角度出发，国家有权在不违反国际法的前提下，对域外的人、财产和行为行使
管辖权。实践中，我国《专利法》已经在现有技术与专利权用尽原则等方面实现了一
定程度的域外适用。出于全面应对美国专利法域外适用，积极维护海外专利利益，有
效处理跨境网络专利权纠纷以及间接参与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需要，我国应转变传统
的管辖权思维，以属地原则为基础，以“效果”原则为补充，适度扩大我国《专利法》
的适用范围，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与我国主权形象、国家实力相适应的专
利法域外适用法律制度。
关键词：专利法；域外适用；效果原则；
（来源：《法学评论》2021年04期）

5. 侵犯商业秘密罪保护法益的秩序化界定及其教义学展开
作者：王志远
机构：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了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犯罪成立条
件，不再要求“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只要满足“情节严重”这一定量要素就可
构成该罪。这一立法变动，既意味着入罪门槛的进一步降低，也反映出立法者侧重保
护市场竞争秩序的规范目的。商业秘密民事保护体系的完善和力度的不断增强，对刑
事保护的重心定位产生深刻影响。将权利人财产利益作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唯一保护
客体或主要客体，不仅与现行刑法的体系安排相冲突，在危害后果的判断方面，也给
司法实践增加了困难，造成了刑事法网的不周延。复杂客体说混淆了事实与价值两个
不同层次的还原问题，错误地将价值上的“应还原”理解为事实上的“需还原”，造
成了秩序法益与个人法益的纠缠不清，不当贬低了秩序法益独立存在的价值。侵犯商
业秘密罪本质上是制度依存性犯罪，立足于激励理论；只有当行为人的侵权行为严重
破坏了市场创新激励机制，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才应动用刑法予以制裁。将公平自
由的市场竞争秩序作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保护客体，进而在行为类型的确定和情节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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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判断上，剔除与商业秘密保护目的不相契合的因素，才可以更为合理地构建侵犯
商业秘密的刑事制裁体系。
关键词：侵犯商业秘密罪；个人法益；秩序法益；情节严重；
（来源：《政治与法律》2021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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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管理类核心期刊知识产权文章摘编
选刊范围：《中国社会科学》及国家自科基金委管理科学部认定AB类重点期刊

1. 专利导航试点政策是否促进了经济发展?——以医药产业为例
作者：李黎明1 刘海波2，3
机构：1.西北工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2.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3.中
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摘要：专利导航试点政策是专利制度在产业运行中的综合应用和专利战略在产业发展
中的具体实施。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专利文献计量基础上的产业技术创新分析，关于
专利导航试点政策促进产业经济发展成效评估的实证文献很少。本文选择上海张江国
家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实验区为研究对象，基于1996—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和2004—
2017年上海6个重点产业的经济数据，利用合成控制法和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显示:控制产业差异和地域影响，专利导航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医药产业利润的增
长，政策效应存在一年滞后期。然而，专利导航试点政策对医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增
长影响不显著。可见，专利导航试点政策提升了医药产业的专利运用水平，降低了生
产成本，但对新产品和新技术研发的激励作用不显著。
关键词：专利导航；合成控制法；双重差分模型；医药产业；
（来源：《中国软科学》2021年06期）

2. 专利技术授权、生产外包与合同设计
1

2

3

作者：金亮 郑本荣 周楠

机构：1.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3.上海立信会计金融
学院
摘要：专利授权及其授权协议是知识产权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本文针对由一个
专利技术提供商、一个品牌制造商和一个OEM组成的供应链，考虑市场需求信息不对称
以及OEM存在规模经济效应，研究了专利技术提供商最优专利授权合同设计问题，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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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对称信息、规模经济效应等因素对专利授权合同设计、供应链利润、消费者剩余
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对称信息下，专利技术提供商通过设计一组
合同菜单可以有效甄别市场需求信息；OEM会有动机去提升其规模经济效应，但却不一
定有利于其他供应链成员和消费者；不对称信息的存在会影响供应链成员企业的利润
水平以及消费者剩余，并总是会导致供应链系统利润的损失，但若满足一定条件，则
专利技术提供商与品牌制造商可以达成信息共享谈判，实现“双赢”。
关键词：专利授权；生产外包；规模经济；合同设计；
（来源：《中国管理科学》2021年06期）

3. 专利公开时滞和授权时滞条件下的技术许可时机选择——基于中
国专利制度和许可数据的研究
作者：马荣康 朱姗姗 金鹤 刘凤朝
机构：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专利制度通过信息公开和授权保护功能影响许可方技术许可时机的选择。本文
根据专利化过程将技术许可时机分为专利申请-公开之间、公开-授权之间以及授权后，
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阐明专利公开时滞及授权时滞与不同时点技术许可概率
的关系，揭示专利公开时滞与授权时滞对许可方技术许可时机选择的影响机理。在基
于许可方决策建立理论模型推导的基础上，本文利用2001—2015年间在中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申请且第一次备案许可的32919条中国发明专利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
专利公开时滞与专利在申请-公开之间许可的概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与公开-授
权之间、授权后许可的概率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专利授权时滞与专利在申请-公开
之间许可概率的正向关系不显著，与公开-授权之间许可的概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而与授权后许可的概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本研究从理论上阐明了专利制度的信息
公开与授权保护功能在技术转移时机决策中的实现机理，对许可方专利策略选择以及
中国专利制度完善具有重要实践启示。
关键词：专利制度；公开时滞；授权时滞；技术许可；时机选择；
（来源：《管理工程学报》2021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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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国创新药企被提专利无效请求风险预警研究
1 2

作者：朱雪忠 ， 李艳

1

机构：1.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摘要：我国正由仿制药大国向创新药大国加速转型，越来越多的企业由仿制药企业向
创新药企业转变。新角色下被提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的风险日益升高，对企业专利管
理实践提出新挑战。首次将我国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的
《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中创新药企业信息，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
理部公布的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案件信息链接。基于法律纠纷理论模型框架，实证分
析药品发明专利无效请求发生概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专利价值越高、专利法律
质量越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或当事人对无效结果的期望分歧）越大，被提无效请求
的风险越高。与理论分析不一致的是，与制剂/组合物专利相比，药用化合物和药用生
物分子专利被提无效请求的概率更低。研究结论为企业有效开展药品发明专利被提无
效请求的风险预警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创新药企业；药品发明专利；无效宣告请求；风险预警模型；
（来源：《科研管理》2021年07期）

5. 权利要求特征驱动的专利关键词抽取方法
作者：俞琰1，2 尚明杰1 赵乃瑄1
机构：1.南京工业大学信息管理与技术研究所 2.东南大学成贤学院电子与计算机学院
摘要：由于目前专利关键词抽取主要依据通用文本关键词抽取方法，没有充分考虑专
利特征的问题，本文提出基于专利权利要求特征驱动的专利关键词抽取方法。该方法
主要包括预处理、基于最长公共子串的候选关键词选取、基于信息增益比的冗余候选
关键词去除和融入特指度的候选关键词权重等四个主要步骤。真实专利数据实验结果
表明，本文提出的权利要求特征驱动的专利关键词抽取方法具有可行性与有效性。
关键词：抽取；权利要求特征；TF-IDF；
（来源：《情报学报》2021年06期）

12 | 21

知识产权南湖快讯

6. 技术接近性对国际技术合作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国家专利
合作的研究
作者：高珺 余翔
机构：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本文旨在研究技术合作驱动原因，并在探索其在国家层面上的影响因素。提出
技术接近性对国际技术合作的影响假设，运用接近性分析方法，考虑社会接近性和地
理距离等其他因素，以“一带一路”合作专利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网络分析中
的二次指派程序（QAP）方法。研究表明:国家之间技术接近性与技术合作呈倒U型关系，
社会接近性与地理距离对合作具有调节作用。意味着过高或过低的技术领域组合的同
质化都不利于提高技术合作绩效，同时国家间地理距离减缓了技术接近性对国际技术
合作效应的影响。本研究为国际技术合作开展与筹划提供参考。
关键词：互联网发展；技术创新；知识外溢；专利更新；
（来源：《科学学研究》2021年06期）

7. 基于专利计量的颠覆性技术识别方法研究
作者：李乾瑞1 郭俊芳2 黄颖3 汪雪锋1
机构：1.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2.北京理工大学信息与电子学院 3.武汉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
摘要：颠覆性技术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推动新一轮技术变革浪潮的
强力引擎。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早地发现和识别颠覆性技术，对企业和国家
把握技术发展机遇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在总结颠覆性技术特征的基础上，基于
专利视角，从技术融合性、新颖性、扩张性和影响力四个维度，运用熵权法和模糊一
致性矩阵方法，构建了一套系统的颠覆性技术识别模型。此外，为证实该模型的可行
性和有效性，本文选取5个技术领域开展实证研究，分别从同领域传统技术与颠覆性技
术对比、不同领域颠覆性技术对比、以及颠覆性技术在不同时间段的对比三个维度开
展分析，一方面验证了本文模型的可行性，同时探究了各技术颠覆性潜力指数的有效
性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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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颠覆性技术；颠覆性潜力测度；专利计量；
（来源：《科学学研究》2021年07期）

8. 面向国家创新体系的专利保护强度影响因素研究
1

作者：邓雨亭 李黎明

2

机构：1.南京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2.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
摘要：国家创新体系下，专利制度连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技术扩散各子系统，适
度合理的专利保护强度是实现创新系统之价值创造功能的重要保障。运用综合评价法，
测度52个国家2006-2017年的实际专利保护强度，从而探究经济发展、跨国技术扩散与
基础科研能力对专利保护强度的影响，研究表明：总体上看，经济发展、跨国技术扩
散和基础科研能力均与专利保护强度呈正相关关系。分组模型结果显示，中低收入国
家受国际贸易地位及国内市场压力影响，往往会适用偏高的专利保护强度；国家综合
实力提升会推动中高收入国家从专利制度的被动适应过渡到主动运用的新阶段；不仅
如此，当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足够高时，专利制度的首要作用将从直接增加社会总福利
转向保护和激励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发展。
关键词：国家创新体系；专利保护强度；经济发展；技术扩散；基础科研；
（来源：《科学学研究》2021年07期）

9. 标准创新生态系统治理与知识产权战略演化
作者：詹爱岚1 陈衍泰2
机构：1.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 2.浙江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
摘要：数字经济创新主体要获取价值，需更好地理解平台和创新生态系统动态。创新
生态系统治理与知识产权战略运用，有助于提升技术标准化效率。基于历史文献的移
动通信标准跨代多案例研究，揭示知识产权战略管理与标准创新生态系统治理机制的
互动演化，探讨开放式创新环境下独占机制、知识产权制度与企业从创新中获利的交
互作用。研究发现：其一，移动通信标准创新生态系统治理机制呈现出四大演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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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成为标准创新生态治理的重要手段；其二，伴随标准代际更替及创新生态系
统治理的演进，移动通信产业知识产权管理经历了“反专利—亲专利—亲许可—亲诉
讼”的战略演化路径；其三，开放式创新环境下独占机制、互补与替代性资产、知识
产权战略之间彼此相互作用。互补与替代性资产差异下企业存在独占策略与路径选择
差异。
关键词：创新生态系统；技术标准；知识产权；移动通信；
（来源：《科学学研究》2021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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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法学类核心期刊知识产权文章摘编
选刊范围：WOS数据库SSCI外文法学期刊

1.Consumer Expropriation of Aesthetically Functional Trade Dress:
Results from a Randomized Experiment
作者：Ayres, Ian1；Tang, Xiyin2
机构：1.Yale Law Sch, New Haven, CT 06511 USA；2.Univ Calif Los Angeles, Law, Los
Angeles, CA USA
摘要：Trade dress, as a subset of trademark law, can offer potentially perpetual protection to a
product's design or packaging features if they aid consumers in identifying a product's source. Yet
these protected design features might be valued by consumers not only because of their source
identifying function, but also because consumers find the design or package features beautiful,
independent of the goodwill generated by the producer. Thus, under the doctrine of aesthetic
functionality, manufacturers who produce red-soled shoes or whiskey with a melted wax seal might
gain what courts have called a "non-reputation-relat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ultimately
warranting the expropriation of the protected product feature into the public domai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courts, in assessing questions of aesthetic functionality, should give
particular weight to surveys asking consumers whether they would be better off if competitors were
allowed to use a protected trade dress feature in their own products. Just as, under the doctrine of
genericide, consumers are able to expropriate word marks if consumers find it more beneficial to
associate the language feature of the trademark with competitors' products, consumers should also
be able to expropriate trade dress rights of a particular manufacturer if they find it more beneficial
to have these design and packaging features available to the manufacturer's competitors. Creating a
genericide analog for cancelation of trade dress can further trademark's central goal of protecting
consumer welfare.
This Article reports "proof of concept" results of our proposed consumer surveys with regard to
seven different forms of existing trade dress-including not only Louboutin's red-soled shoes and
Maker's Mark's red-drip wax seal, but also Gucci's famous "diamond motif" and Emeco's Navy
chair. We implement our surveys as a between-subject randomized experiment that allows us to
causally estimate the intensity of consumer preferences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guiding" subjects
on the likely consequences of forgoing trade dress protection. Our results, while at best sugges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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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 that judicial assessments of functionality were often not predictive of consumer protection
preferences. For example,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majority indicated they would be better off if
other manufacturers were allowed to produce Emeco's Navy chair design, notwithstanding a
contrary judicial holding. We also found that large consumer majorities chose to protect two iconic
Veblen goods: the Louboutin shoe and the Gucci Diamond Motif, even when informed that such
protection would likely lead to higher prices-indicating a desire to preserve trade dress' power to
sustain social distinction.
关键词：Antitrust; Pepsi; Law
（来源：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ume 93. Issue 6. P 1189-1242. 2020）

2.Fundamental Rights in EU Copyright Harmonization: Balancing
without a Solid Framework: Funke Medien, Pelham, Spiegel Online
作者： Garben, Sacha1,2
机构：1.Coll Europe, Brugge, Belgium；2.European Commiss, Auderghem, Belgium
摘要：无
关键词：无
（来源：COMMON MARKET LAW REVIEW. Volume 57. Issue 6. P 1909-1932. NOV 2020）

3.A. Court of Justice Injunctions to Remove Illegal Online Content
under the E-commerce Directive: Glawischnig-Piesczek
作者：Rauchegger, Clara1；Kuczerawy, Aleksandra
机构：1.Univ Innsbruck, Innsbruck, Austria；2.Katholieke Univ Leuven, Leuven, Belgium
摘要：无
关键词：无
（来源：COMMON MARKET LAW REVIEW. Volume 57. Issue 5. P 1495-1525. OCT 2020）

17 | 21

Nanhu Intellectual Property News

4.The 2019 Directive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Some
Progress, a Few Bad Choices, and an Overall Failed Ambition
作者： Dusollier, Severine
机构：Sci Po Law Sch, Paris, France
摘要：After four years of fierce debate, the Directive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was finally adopted in April 2019. The legislative text aims at adapting copyright to the digital
world, remedying some gaps and uncompensated uses of works and other subject matter, and
enhancing some valuable uses through new or reaffirmed exceptions. Two provisions have been
particularly contested. Article 15 creates a new IP right benefiting press publishers in their online
news, in an attempt to force Google News and similar platforms to remunerate their use. Article 17
requires video sharing platforms, such as YouTube, to obtain a licence for any copyrighted content
uploaded by their users or, by default, to filter such content when requested by rights owners. But
the Directive has much more to offer, even though it might not succeed in securing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it promises.
关键词：无
（来源：COMMON MARKET LAW REVIEW. Volume 57. Issue 4. P 978-1029. AUG 2020）

5.The Antitrust Control of the Exercise of Standard Essenti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Economy of Standardization
作者： Maume, Philipp
机构：无
摘要：无
关键词：无
（来源：COMMON MARKET LAW REVIEW. Volume 57. Issue 2. P 613-+978-1029. MA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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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he Machine as Author
作者： Gervais, Daniel J.
机构：Vanderbilt Univ, Law, 221 Kirkland Hall, Nashville, TN 37235 USA
摘要：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machines using deep learning neural networks to
create material that facially looks like it should be protected by copyright is growing exponentially.
From articles in national news media to music, film, poetry and painting, AI machines create
material that has economic value and that competes with productions of human authors. The Article
reviews both normative and doctrinal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the protection by copyright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productions made by AI machines. The Article finds that the arguments in favor
of protection are flawed and unconvincing and that a proper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purpose, and
major doctrines of copyright law all lea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productions that do not result from
human creative choices belong to the public domain. The Article proposes a test to determine which
productions should be protected, including in case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human and machine.
Finally, the Article applies the proposed test to three specific fact patterns to illustrate its application.
关 键 词 ：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pyright Protection; Computer; Law; Rights; Information;
Ownership; Works
（来源：IOWA LAW REVIEW. Volume 105. Issue 5. P 2053-2106. JUL 2020）

7.Defending the Right to Repair: An Argument for Federal Legislation
Guaranteeing the Right to Repair
作者：Mirr, Nicholas A.
机构：Univ Iowa, Coll Law, Iowa City, IA 52242 USA
摘要：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there has been a growing movement aimed at guaranteeing
consumers the right to repair their products themselves after purchasing them, as opposed to paying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to repair the devices. Advocacy groups have successfully
convinced state legislators to introduce these "Right to Repair" bills around the country, however
none have successfully been enacted as law. These bills have been met with a mix of apathy from
legislators and staunch resistance from corporations who have a vested interest in limiting the
availability of repair options.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recent exemptions added to 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the existing framework of copyright law and enforc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insufficient to protect consumers' right to do what they will with their products.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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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s and other contracts, companies are effectively able to limit the right
to repair via contract even if there were to be a drastic overhaul of our current copyright system.
This Note argues that Congress should adopt legislation requiring companies to facilitate the repair
process and should incorporate a "degree of reparability" requirement in the legislation to ensure
the ability to repair remains an option for most consumers.
关键词：无
（来源：IOWA LAW REVIEW. Volume 105. Issue 5. P 2393-2424. JUL 2020）

8.Convergence and Conflation in Online Copyright
作者：Cotropia, Christopher A.1,2； Gibson, James1
机构：1.Univ Richmond, Sch Law, Law, Richmond, VA 23173 USA；2.Univ Richmond, Sch
Law,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st, Richmond, VA 23173 USA
摘要：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DMCA") is showing its age. Enacted in 1998, the
DMCA succeeded in its initial goal of bringing clarity to wildly inconsistent judicial standards for
onlin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But as time has passed, the Act has been overtaken-not by
developments in technology, but by developments in copyright's case law. Those cases are no longer
as divergent as they were in the last millennium. Instead, over time the judicial standards and the
statutory standards have converged, to the point whe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re few. The
statute whose ascendance was once central to the governance of copyright online is therefore now
diminished in importance.
At first glance, this development seems unproblematic. After all, uniformity was the DMCA's goal,
and convergence gets us closer to it. But a deeper look reveals that convergence has significantly
changed the cost/benefit calculus for those whom the Act governs. The benefits of complying with
the Act's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have decreased, because convergence means that one can ignore
the statute and rely solely on the case law. And the costs of complying have increased, because
convergence has paradoxically given rise to a new, troubling phenomenon: the mixing and matching
of statutory and judicial standards in unpredictable and counterproductive ways, which create new,
unintended forms of copyright liability and immunity. In short, convergence has led to conflation,
which means that the best course for today's online community is to steer clear of the DMCA
altogether.
关键词：无
（来源：IOWA LAW REVIEW. Volume 105. Issue 3. P 1027-1080. MA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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