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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蚂蚁握住了大象的手
—苹果诉唯冠
——
iPad 商标权属纠纷案审理纪实

林劲标
它是迄今为止我国法院审理的影响最大、 国内外关注度最高的知识产权案件之一；6000万美元的调解对价成为我国已审结知识产权案件中
所涉金额最大的案件；法庭的两头，一头是世界市值第一的公司，一头是濒临破产的企业，却引发业界一场以小搏大的世纪经典之争。 这就是著名
的苹果诉唯冠iPad权属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针对该案作出批示说，近年来，知识产权案件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很多，这个案件的成功审理，取得了很好的法律
和社会效果，反映了法院、法官把握大局，运用法律、化解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和良好作风。 美联社发表评论，高度赞赏该案的调结，“本案让
中国政府有机会展示它的法庭可以公正地解决知识产权争端”。
□

图为庭审现场。

本报记者 赵 华 摄

果公司（Apple
， 苹
2012 年
12 月
7日
的iPad4和iPad mini登陆中国大陆市
场再次受到热捧。苹果官网显示，提货时
间至少为2周。 就在数月前，苹果公司的
品却面临着被迫下架和巨额罚款
iPad 产
的危险。 而撼动这世界头号公司的竟然
是濒临破产的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下简称深圳唯冠公司）。
（以
唯冠集团公司成立于1989年， 曾经
是世界五大显示器制造商， 公司的董事
会主席及CEO是杨荣山。 唯冠集团在中
国大陆、 台湾、 香港、 英国等11 个国家和
地区拥有17个分公司或者子公司。
底， 苹果公司欲发展平板电
2008 年
脑，却发现当其要注册iPad 商标时， 该商
标已被唯冠公司注册。 为了曲线获得该
商标， 苹果公司在英国注册成立了IP申

“咬住”苹果
1 唯冠

Inc ）

进入庭审后， 苹果显然误判了面临
的形势和中国的法律。
对于苹果公司在法庭上举证的核心
证据《授权书》、《 转让协议》、3.5 万英镑
的转让支票及其与袁辉之间的往来邮
件，深圳唯冠公司均不认可。
深圳唯冠公司认为， 它从未授权任
何人转让iPad 商标，IP 公司与台湾唯冠
公司间的协议对其没有约束力， 其与台
湾唯冠之间是独立法人， 请求法院驳回
对方的诉讼请求。
这无疑对苹果公司是当头一棒， 在
其概念里， 转让协议的授权签署人是杨
一审只不过是唯冠扛上苹果的开
端，随之而来，烦恼不断。 深圳唯冠公司
开始一系列的反击措施， 分别在上海浦
东、 广东惠州等地法院起诉申请确认苹
果iPad侵权， 申请禁售令； 向多地工商行
政部门投诉要求对苹果公司处以高额罚
款并要求产品下架； 向海关抗议苹果相
关产品的进口。
果公司提起上诉。
，苹
2012 年
1月
5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受理该案就备受
海内外关注， 这场上诉纠纷才是真正事
关两公司的“生死”之战。为了胜诉，双方
都聘请了国内一流的律师事务所作为代
理人出庭应战。
二审案件还没开庭， 两家就打起了
二审的庭审中，苹果公司提交了一份
新证据即深圳唯冠公司关于“iPad商标出
售事宜”的内部签呈文件。这个“私密”文件
来源于双方在香港法院进行的诉讼，苹果
公司试图通过这个文件证明深圳唯冠公
司董事长杨荣山亲自签署批准了将包括
2个
诉争商标在内的所有商标出售给苹果公司。
而深圳唯冠公司则当庭否认了该文件的真
实性，更认为该文件不具有对外效力。
苹果公司为自证其词， 还申请与袁
辉进行邮件往来的谈判人员罗勃森出庭
作证， 证实双方谈判过程一直是针对唯
冠集体而言。二审时，深圳唯冠公司认为
袁辉在代表谈判的邮件后面都附有“任
何在本信件内容中的非官方意见、 结论
和其他资讯， 不得视为代表唯冠或者其
子公司之立场的意见”。

请发展有限公司， 由其代表自己跟英国
唯冠公司洽谈iPad 商标转让事宜。 它明
白如果由其自己出面来谈， 这iPad 商标
的转让价格肯定会水涨船高。
结果如同苹果公司所预想的一般，
司与唯冠的接触十分顺利。 2009年8
IP 公
月，IP公司向英国唯冠公司发出“希望能
购买所谓唯冠拥有的iPad 商标” 的邀约。
经过多番磋商，同年10月21日，英国唯冠
公司通知IP公司需要与其中国的同事来
洽谈商标转让。之后，自称是唯冠员工的
袁辉成为了双方谈判的关键人物。
袁辉多次使用深圳唯冠公司的电子

2 新iPad上市受阻
荣山，他也是深圳唯冠公司的法人代表，
且袁辉使用的邮件还是从深圳唯冠公司
发出的。 苹果公司的代理人不甘示弱提
出了“表见代理”的辩论意见。
苹果公司举证的一份所谓来自深圳唯
冠公司的邮件中称：“如你所知，我公司是一
个跨国公司，且一直信守诺言。 我可以向你
保证我公司会在收到钱后即签署转让合
同。 ”这封邮件让苹果公司深信，被告唯冠在

送达破产文书

谈判中承诺参加商标集体转让交易。
而关键人物袁辉的身份也是扑朔迷
离。 原告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又紧咬
住不认。 苹果公司在诉讼中了解到iPad商
标的实际情况后更为忧心。 2010年3月22
日，在苹果公司起诉前，涉案的iPad商标已
经被深圳中院在另案中裁定查封。 在另案
中，深圳唯冠公司因拖欠数家银行的巨额
债务被起诉，其已停产且濒临破产。

3 微直播消疑虑
口水”战。 同年2月17日，深圳唯冠公司董
事长杨荣山、唯冠债权重组顾问李肃等人
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矛头直指苹果公
司“精心设计”涉嫌欺诈骗取其iPad商标。
苹果公司则向对方发出律师函指责唯冠
发表不实言论， 破坏其名声， 并警告称
风点火只会影响双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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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遮遮掩掩，不如彻底公开。 ”广
“与
东高院院长郑鄂明确指示要求，“凡是社
会关注的、有影响的案件可以直播。”这是个
需要勇气的决定。 此时，该院的官方微博才
刚出炉不足两个月，况且对这么大案件采
取微博图文直播在全国还是头一遭。
知道自己的案子要直播，非常紧
“一
张，连晚上睡梦中都会梦见自己在敲法槌。 ”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邱永清意识到
是一场公开的全新尝试”，必须比平日花
“这
更多时间来消化案情，做到烂熟于心。

4 案审困难重重
摆在法官面前的除了棘手的案情
外，还有更为复杂的案外因素。案件一旦
得不到妥善解决， 可能会酿成国家间经
济摩擦甚至上升为外交事件。
法官的疑虑也得到了外媒的印证。
美联社在其一篇报道中甚至警告道： 这
场争端凸显了外国公司在中国新生的商
标制度下可能落入的陷阱， 还对中国政
府构成挑战， 因为中国希望招揽技术投
资者来发展经济。 就在苹果与唯冠打得
不可开交之时， 唯冠公司的数百名债权
人也在集结。 对于唯冠公司而言，iPad商
标几乎是其最值钱的东西， 债权人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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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 月10 日，本院根据债务人中山市大涌镇经济发展总公司的申请于
裁定受理该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经管理人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债务人进行
财务审计并对债务人的财产进行调查、清理，对债权申报进行审查，债务人现有资
产约为16376445.6 元， 已审核确认债务133386578.08 元， 尚待确认债务
理人根据第六次债权人会议决议，以债务人
。2012 年
，管
218407000 元
10 月
24 日
明显不能清偿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申请本院裁定宣告债务人
破产。本院认为：管理人提请宣告债务人破产，符合法律规定可宣告债务人破产的
情形。 依照法律的规定，本院于2012 年11 月5 日裁定宣告中山市大涌镇经济发
展总公司破产。
东]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广
因破产财产不足以拨付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
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十七条之规
定，本院已依法裁定终结河北马头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邯郸发达纺织水厂的申请裁定受理邯郸发达纺
2012 年
8月
30 日
织水厂破产清算一案，查明，邯郸发达纺织水厂截止2012 年8 月30 日该公司现
有资产总额为5298056 元、 负债总额为10577978.79 元、 所有者权益为产负债率为199.66%，现已资不抵债。 本院认为，申请人由于资
，资
5279922.79 元
不抵债，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破产宣告的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12 年12 月28 日裁定宣告邯郸发达纺织
水厂破产。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邯郸市第三棉纺织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邯
2012 年
7月
27 日
郸市第三棉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邯郸市第三棉纺织有限公司截至
公司资产总额为232375215.79 元， 负债总额为
， 该
2012 年7 月31 日
产负债率317.74%。 本院认为，申请人由于资不抵债，且明显
，资
738355787.65 元
缺乏清偿能力，符合破产宣告的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
第三条之规定， 本院于2012 年12 月25 日裁定宣告邯郸市第三棉纺织有限公司
破产。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9

邮箱与IP公司商谈，内容包括转让中国等8
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注册的10个iPad商标，
其中就包含了引发本场诉讼的登记注册
在深圳唯冠公司名下的2个商标。
双方就以3.5 万英镑对价一揽子转
让全部10 个iPad 商标达成一致意见后，
袁辉提供由其上司麦世宏在台湾与IP公
司签署的商标转让协议。 2009年12月，杨
荣山代表公司签署书面授权， 授权该公
司法务部部长麦世宏代为签署上述转让
协议。 同月23日， 双方正式签署转让协
议，IP 公司随后向台湾唯冠公司支付了
英镑对价款。
3.5 万

也紧盯着这场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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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决好案件处理的相关问题， 确
保案件的客观公正、高质高效审理。
合议庭法官先后合议多次， 对案情、
法律适用、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利弊得失等
综合因素进行反复、充分研究，在此基础上，
确立了以调解为最佳结案方式的审理思路。
大家一致认为，调则多赢，判则俱伤。
而事实上， 调解的难度远远超出想

司又以10英镑的对价
，IP 公
2010 年
2月
将上述10个iPad商标转让给苹果公司。 至
此， 苹果公司浮出水面， 并开始紧锣密鼓
部署一代平板电脑iPad1在全球的销售。 同
年4 月3 日，iPad1 一上市就遭市场哄抢， 产
品获得巨大成功。 尽管苹果公司与IP公司
的购买商标的“ 双簧” 唱得漂亮， 但其却在
中国大陆遇到了大麻烦。
令苹果公司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
们依据商标转让协议要求深圳唯冠公司
配合过户iPad商标时，对方非但不“ 认账”，
还以“侵权”为由反咬一口。 苹果公司与IP
公司一怒之下于2010 年5 月24 日将深圳唯
冠公司告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苹果的诉求很简单， 一是判令涉案商标归
其所有； 二是赔偿其调查费、 律师费损失
人民币400万元。
底， 深圳中院对该案作出一审
2011 年
判决， 驳回苹果公司的诉讼请求。 裁判理
由是：IP公司、苹果公司要商业获取他人商
标， 应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 并应当按照
我国法律规定， 与商标权利人订立转让合
同，并办理必要的转让手续。 而本案中，商
标转让合同是IP公司与台湾唯冠公司之间
签订的， 其对深圳唯冠公司无约束力， 双
方并不构成表见代理且深圳唯冠公司事
后也没有追认。
苹果的败诉一下子吸引了全世界的目
光。 更为“要命”的是，新iPad正筹划在中国大
陆上市，苹果公司有点骑虎难下了。
的庭审当日，2 台直播车、20
2月
29 日
余个摄像机、30 余个照相机在院门外攒
动。 除了审案法庭外，广东高院还开辟了3
个视频直播室， 但依然无法满足记者的旁
听申请。 在法院外面， 一台台电脑支了起
来， 部分没能进入庭审现场的记者们都紧
盯着微博直播的屏幕， 生怕错过生动的庭
审细节。
多小时的庭审， 邱永清熟练地驾
５个
驭着庭审， 双方代理律师你来我往， 唇枪
舌剑。 “效果出奇地好，舆论质疑声音立即
消失， 大家关注的焦点又都回到了案件本
身。 ”该院常务副院长陈华杰认为，庭审消
弭了外界对中国法院能否平等保护国内
外当事人的疑虑。
象。 法律体系不同导致在认识上的天差地
别， 中美两国分属不同的法律体系，这种法
律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立法和司法价值取
向的差异，尤其是双方对于合同效力、权利
转化等方面存在巨大理解偏差，这种偏差是
根植于观念上的，甚至是根深蒂固的。 因此，
苹果公司对于一审的败诉以及一审法院在
转让合同效力问题上的判定无法接受，更别
说是以让步作为前提的调解。
而深圳唯冠公司此时早已债台高筑，
据媒体报道， 其负债高达4.3 亿美元， 涉案
的商标还被民生银行、 中国银行、 浦发银
行及国家开发银行等银行深圳分行轮候
查封。 更有台湾富邦保险公司还突然申请
对深圳唯冠公司进行破产宣告。
案件审理困难重重， 牵一发而动全
身。 调解如何破冰？

本院根据邯郸市第九塑料厂的申请， 于2012 年12 月5 日作出（2012 ） 邯山
民破字第3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受理债务人邯郸市第九塑料厂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邯郸市第九塑料厂破产清算组为管理人（ 通讯地址： 河北省邯郸市邯山
区学院北路163 号； 邮政编码：056001 ； 联系电话：15713108658 ）。 债权人应自公
告之日起60 日内， 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逾期未申报债权
的， 依据法律的规定处理。 邯郸市第九塑料厂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3 年3 月5 日9 时在邯郸市
邯山区人民法院召开。 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 或个人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等。
北]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
[河
本院已于2012 年12 月28 日依法裁定受理了怀来服装厂的破产申请，并指定
张家口企业清算事务所为管理人。 债权人应在公告之日起3 个月内，向管理人书面
申报债权（申报债权地点：怀来服装厂办公室），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 并
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债权逾期未申报的，按照法律的规定处理。 怀来服装厂的债务
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3
年4 月30 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召开，届时各债权人应携带身份证、 授权
委托书准时参加。
北]怀来县人民法院
[河
因洛阳市广告总公司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依照法律的规定，本院于
裁定终结洛阳市广告总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2012 年
12 月
24 日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2 年4 月25 日受理的焦作市减速机厂破产清算一案，经审理，依据
法律的规定，于2012 年7 月15 日作出（2012）解民破字第001-3 号民事裁定书，宣
告焦作市减速机厂破产。
南]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
[河
因债务人濮阳市乡镇企业供销总公司的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 依照法律的规
定，本院于2012 年12 月27 日裁定终结濮阳市乡镇企业供销总公司破产程序。
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襄城县农业机械公司破产还债一案， 已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了
清算， 其破产财产已按照本院确认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分配完毕。 本院根据
破产清算组的申请， 于2012 年12 月20 日依法作出裁定， 宣告终结襄城县农
业机械公司破产还债程序， 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南]襄城县人民法院
[河
本院于2012 年6 月8 日受理的镇江市燃料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根据管理人申
请，依据法律的规定，于2012 年12 月19 日作出（2012）镇商破字第0005-1 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5 调解破除坚冰
这次的调解显然不是拉家常、和稀
泥所能促成。 “面对两家智力型科技企
业，没有犀利的判断、战略的眼光、睿智
的处置是根本无法打开局面的。 ”徐春
建事后回忆到，调解过程异常艰苦。
说服苹果公司接受调解， 这是关
键的前提。 苹果公司并不傻， 新iPad
无法按时登陆国内， 由此而造成的损
失不可估计，而且一审已败诉，二审的
庭审并不十分乐观。
唯冠方面的问题在于， 其对iPad
价值的估值过于乐观， 甚至把逃避破
产清算的希望全部押宝在了iPad 商
标身上。 苹果公司提出只有数百万美
元的调解对价， 而唯冠却索要数亿美
元。 数额的巨大差距几乎让调解的可
能完全落空。
横跨在法官和双方当事人面前的
障碍却不止是数额这一项。 苹果公司
是上市公司，要给付的调解金额“每一
分” 都必须说服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
会，并得到他们的授权。而唯冠那边也
不是自己所能简单决定的，iPad 商标
尽管所有权登记在其名下， 实际上却
被多家银行轮候查封，“ 即便调解， 银
行是否同意解封”也是一个法律障碍。
更为令人苦恼的是， 案件背后还有许
多的利益集团在作祟， 不断干扰调解
的进行。
接下来的4 个月里， 调解在近乎
与外界隔离的情况下进行着， 除了合
议庭法官外， 双方只有极高层的人员
直接参与。 “一切都是为了让双方当
事人直接面对面， 开诚布公， 而外面
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使得谈判增加
不确定因素。” 邱永清告诉笔者， 随
后的调解远比想象的要难。 整个过
程， 几度僵局， 几经破局， 双方才重
回谈判桌。 即便是在最后一次约谈
中， 苹果公司副总裁连夜从大洋彼岸

赶来， 可是到了法院， 唯冠的杨荣山却
拒绝到庭。 这让法官近乎“ 绝望”， 调
解工作也陷入绝境。
所有人都明白，iPad 商标只有在苹
果手上才能实现价值的最大化， 一旦把
苹果逼急了， 使得其对进入中国的平板
电脑更换商标， 这无疑将导致iPad 商标
商业价值的严重贬损。 商标的一致性和
连贯性对于一个全球化的公司何等重
要。 失去iPad 商标， 那么在中国市场就
无法延续苹果的全球战略。 ” 邱永清说
服苹果公司适当提高数额。 同时， 合议
庭也不断做唯冠方工作， 只有调解才能
实现iPad 商标价值最大化。
法官们动员了各种中间力量参与到
了案件的“游说”协调中来。 而仅仅合议
庭法官就约谈了苹果公司、 唯冠公司20
余次， 电话往来和内部协调会更是不计
其数。 功夫不负有心人， 苹果和唯冠的
谈判终于“ 守得云开见月明”， 苹果公司
答应支付6000 万美元的对价，iPad 商标
归其所有， 深圳唯冠公司也接受了苹果
公司最终提出的调解条件。 同年6 月25
日，广东高院向双方送达了民事调解书，
该调解书正式生效。 随后， 苹果公司按
调解书的要求向广东高院指定的账户汇
入6000 万美元， 并于同月28 日向该案
的一审法院深圳中院申请强制执行上述
民事调解书。
为了尽快完成调解工作， 广东高院
从副院长到民三庭全体法官都动了起
来，兵分几路进行：由徐春建亲自带队到
北京， 在最高人民法院支持下与涉及查
封iPad 商标的4 家银行总行进行协商，
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由该院民三庭
庭长陈国进带队前往深圳市， 继续做轮
候查封银行的工作； 由合议庭法官与深
圳中院一道前往国家商标局送达解除查
封和协助将涉案商标过户到苹果公司的
裁定书。

6 掌声后有余思
家商标局签
，国
2012 年
7月
2日
收了法院的裁定书， 苹果与唯冠iPad
商标权属纠纷案至此圆满解决。 而因
标而引发的其他国内外诉讼、
iPad 商
行政摩擦都得到一揽子彻底解决。 随
后一周内， 苹果新iPad 立即登陆中国
大陆。 7 月27 日，iPad 商标正式过户
给苹果公司。
同年9 月20 日， 广东高院在另
案中裁定深圳唯冠公司进入破产清
算程序， 苹果公司支付的6000 万美
元成为唯冠公司的最大破产财产。
业内人士评价该案的成功调解开创
了涉外商标权权属纠纷解决的新路
径， 在知识产权审判史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 常务
副院长沈德咏、 副院长奚晓明先后批

示高度肯定该案的调解。沈德咏认为，该
案的圆满解决， 在我国知识产权审判史
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奚晓明认为，该案
调解结果实现了多赢。
案件的成功调解为广东高院赢得了
荣誉，国外同行毫不吝啬地表达了敬意，
称该案是中国展示其对知识产权公正保
护形象的标志性事件。
有人说该案是蚂蚁扳倒了大象， 有
人指责唯冠公司的不诚信行为， 对此，
邱永清认为， 法律与道德是不同的两套
评价标准和体系， 市场经济首先是法治
经济， 要参与市场竞争必须学会遵守市
场规则。 “双方签署的合同中都存在不
规范和疏漏， 这才是导致纠纷发生的根
源。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没有学会尊重
和运用规则， 那么， 大公司同样也会吃
败仗。”

江苏省金桥拍卖有限公司无锡东方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上海奇贝拍卖有限公司

受法院委托， 定于2013 年2 月7 日13 时30
分在上海市乔家路2 号（近中华路）上海市公共资
源拍卖中心2 号拍卖厅举行拍卖会， 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
上海市康定路1011 号101－106、201－208 室
店铺，合计建筑面积3618.83 平方米， 具体室
14 套
号及建筑面积如下：101 室165.46 平方米；102 室
方米；103 室324.72 平方米；104 室
181.92 平
方米；105 室244.75 平方米；106 室
453.07 平
方米；201 室340.81 平方米；202 室304.4
160.38 平
平方米；203 室201.16 平方米；204 室330.04 平方
米；205 室235.45 平方米；206 室336.17 平方米；
方米；208 室156.39 平方米。
207 室
184.11 平
上海市康定路1033 号地下一层2、4、6－8、10、
车位，每个车位建筑面积均为65.94
22－25 号
10 个
平方米。
标的整体拍卖, 买卖双方税费均有
、2 号
（1 号
买受人承担。 ）
咨询时间： 公告之日起至2 月5 日接受来人
来电咨询（双休日及节假日除外）；
看样时间：电话预约看样

竞买须知： 竞买人必须是具有与竞买标的相
适应资格条件的企事业单位或自然人， 在2013 年
前至上海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
2月
5日
16 时
司（ 长寿路728 号） 提交有效证件办理登记手续，
并交付拍卖保证金800 万元至以下账户。 保证金
票据支付须在2 月5 日16 时前到账。 如委托他人
竞买的，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及相关资料。 未成
交的保证金于拍卖之日后三个工作日内原途径退
还。
保证金帐户：户名：江苏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账号：1103020109000051923
开户行：工商银行无锡市城中支行
联系方式、主拍单位：
上海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先生021-62989807 朱小姐
13321982196 张
联拍单位：
江苏省金桥拍卖有限公司 13093113128
先生
0510－82739187 陈
无锡东方拍卖有限公司 13093027940
先生
0510－85121158 胡
上海奇贝拍卖有限公司 13636470662
先生
021－62712827 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