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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GoToWeb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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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研讨会内容框架

介绍：马德里体系用户的常见错误

会间互动问答

结尾问答环节

讲座PPT可供下载

视频会上传到马德里网络研讨会页面

简短调查问卷搜集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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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问题一：

下列哪些国家是马德里体系新加入的成员？

A. 牙买加

B. 智利

C. 佛得角

D. 上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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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体系如何运作

国际商标注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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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阶

段 

基础申请/基础注册 
“基础商标” 申请人 

 

原属局 

 

证明国际申请并向 WIPO 转交 

   
第

二

阶

段 

形式审查；在国际注册簿上注册商标，

在《公告》上公布国际注册；颁发注册

证，通知所有被指定缔约方 
WIPO 

 

     
第

三

阶

段 

国际注册保护范围依国内法进行实

质审查后在 12 或 18 个月内确定 

被指定缔约方 

主管局 

 
被指定缔约方 

主管局 

 
被指定缔约方 

主管局 

 



新申请：三种类型的不规范内容

依据实施细则：

Rule 11:   除商品/服务之外的其他不规范

Rule 12：商品/服务的分类不规范

Rule 13：商品/服务的名称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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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1:常见不规范内容

申请人/代理人信息

优先权信息

商标图样

商标音译

MM18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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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1:申请人的电子邮箱

申请人的电子邮箱不规范（2021年2月1日起实施）

 未提供申请人电子邮箱

 提供的申请人电子邮箱与代理人的相同

 多个申请人，未提供每个申请人的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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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问题二：

如果提供申请人电子邮箱不符合要求，未在不规范通知之
日起3个月内补正，会导致什么后果？

a. 国际申请继续登记

b. 国际申请视为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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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1：代理人的电子邮箱

未提供代理人的电子邮箱（2021年2月1日起实施）

 如有其他不规范情形，发送不规范通知，3个月内补正

 如没有其他不规范情形，国际申请继续登记，但不包含指
定的代理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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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1：优先权信息不完整

如多个优先权，必须提供每个优先权所对应的类别及商品
/服务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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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标明对应的
类别及商品/服

务，

不规范！



Rule 11: 商标图样

商标图样不够清晰

逾期未补正，国际申请视为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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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范！



Rule 11: 商标音译

未提供商标音译

 汉字等非拉丁字符，

 非阿拉伯数字或非罗马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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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问题三：

如收到要求提供商标音译的不规范通知，未在通知之日起
3个月内补正，会导致什么后果？

a.国际申请继续登记

b.国际申请视为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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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1： MM18 
必填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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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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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1: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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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联系中
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商标
局！



Rule 11:如何避免
使用CNIPA网上申请系统 http://sbj.cnipa.gov.cn/ws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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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2 & 13: 商品/服务的审查依据

现行版本的尼斯分类（11-2022）

https://www.wipo.int/classifications/nice/nclpub/en/fr/

国际局审查实践：有关商品和服务分类的审查指南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madrid/en/docs/20
19_examination_guidelin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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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2 & 13: 造成不规范的可能原因

新旧版本尼斯分类的修改变化

国际局与国家局之间对某些商品/服务的不同意见

翻译问题

商品/服务清单中的标点符号使用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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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2: 典型案例

新旧版本尼斯分类的修改变化

例如：

 inflatable lifeboats：从12类 移到 9类

 vending machines：从9类 移到 7类

o 商品/服务必须按照现行版本尼斯分类的类别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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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2：典型案例
在7类申请 solenoid valves（电磁阀）： 移到第9类

在7类申请 soy milk making machines（制豆浆机）：

移到11类

在9类申请 glass cloth/eyeglass cloth（擦眼镜布）:     

移到21类，同时建议翻译为“eyeglass cleaning cloths”

在21类申请 clothes hangers（衣架）:      移到20类
 如翻译为drying racks for laundry 或 clothes drying hangers（ 洗衣用晾衣

架 ）则应在21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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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2: 典型案例

在30类上申请cooking wine（料酒）:       移到33类

在35类申请 advertisement （广告）:                 移到16类
 如修改为 “advertising” 则符合35类

在42类申请 installation and repair of computer hardware（ 电脑硬件的安

装及维修）： 移到第37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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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2: 不规范通知回复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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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之日起

3个月内



互动问题四：

关于商品/服务的不规范通知，申请人（代理人）可以直
接向国际局提交不规范回复吗？

a. 可以

b. 不可以，必须通过原属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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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3：商品/服务的名称不规范

三种情形：

 表述过于含混，不便分类: too vague   

 费解: incomprehensible

 用词不正确: linguistically incorrect

26



Rule 13: 标点使用不当

用分号“；”来分隔商品/服务项目

在同一项目之内，用逗号“,”来停顿

 案例：

Cl. 35 – Retail and wholesale of shoes; clothes; hats. Χ

Cl. 35 – Retail and wholesale of shoes, clothes, hats. √

Class 16 – Envelopes; scissors: paper. Χ

Class 16 – Envelopes; scissors; pa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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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3: 尼斯分类修改

案例：

Cl. 35： relocation services for businesses（商业企业迁移）

从11-2020版尼斯分类开始，不再接受

修改为：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for the relocation of busi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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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3：尼斯分类修改

案例：

Cl.10: nursing appliances （护理器械）

从11-2019版尼斯分类开始，不再接受

修改为：

apparatus, devices and articles for nursing inf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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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3：尼斯分类修改

案例：

Cl.11: lighters （打火机）

从 11-2022 尼斯分类开始，不再接受

修改为：
110018： friction lighters for igniting gas

110019： gas ligh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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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3：尼斯分类修改

案例：

Cl.12: automobile chains （汽车链）

从 11-2022 尼斯分类开始，不再接受

可修改为：

120014： anti-skid chains

120225： drive chains for land vehicles

120226： transmission chains for land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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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3：尼斯分类修改

案例：

Cl.9: electrolysers （电解装置）

从 11-2022 尼斯分类开始，不再接受

修改为：

090871： electrolysis apparatus for laboratory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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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3：尼斯分类修改

案例：

Cl.18: shopping bags （购物袋）

从 11-2022 尼斯分类开始，不再接受

修改为：

180071 reusable shopping bags

160396 shopping bags of paper or pla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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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3：尼斯分类修改

案例：

Cl.30:  artificial coffee （人造咖啡）

artificial tea  （人造茶）

从 11-2022 尼斯分类开始，不再接受

修改为：

300152: coffee substitutes

300295: tea substit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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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3：典型案例

案例：

Cl. 42: intangible asset evaluation (无形资产评估）

修改为：

Cl. 35: brand evaluation services

Cl. 36: financial evaluation

Cl. 42: evaluation of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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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3：典型案例

案例：

Cl. 45: housework services (家务服务）

修改为：

Cl. 37: house cleaning 

Cl. 45: house si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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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3: 典型案例

案例：

Cl. 21: mosquito killer （除蚊器）

修改为：

Cl. 5: mosquito repellants 

Cl. 21: plug-in diffusers for mosquito repel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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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3: 典型案例

案例：

Cl. 44: glass shops （眼镜行）

修改为：

Cl. 44: opticians'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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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3: 典型案例

案例：

Cl. 10: masks 或 face masks (口罩）

修改为：

Cl. 10: protective masks for medical purposes

Cl. 3:  beauty masks    

Cl. 9:  protective masks, not for medical purposes

Cl.25: sleep masks     Cl. 28: masks [play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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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3: 典型案例

案例：

Cl. 30： yuanxiao （元宵）

修改为：

Cl. 30: yuanxiao [glutinous rice ball for lantern festival]

注：baozi  300231 尼斯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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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3: 典型案例

常见对美国的限定中：

例如：measuring apparatus, namely, [indicate Class 9 
measuring apparatus by generic names, e.g., angle finders]

修改为：

measuring apparatus, namely, angle fi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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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3：费解或用词不正确

费解：

meter characteristics of electric

用词不正确：

the computer   →  comp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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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问题五：

关于商品/服务的不规范通知，回复期限为通知之日起

a.  2个月

b.  3个月

c.  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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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2 & 13：逾期未补正后果
Rule 12：

商品/服务按照国际局的意见直接换类
o 可能导致国际申请被放弃

Rule 13：

在商品/服务项目后加国际局认为含混不清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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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2 & 13: 如何避免

使用商品服务管理器（MGS）翻译及查询

https://webaccess.wipo.int/mgs/?lang=en

注意带C字商品/服务的翻译

及时联系国际局

 Contact Mad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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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S商品服务管理器

查询：使用关键词查询可接受商品/服务

检查：检查商品/服务是否可接受

o 国际局

o 被指定主管局

翻译：将商品/服务翻译为所需申请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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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

戴晓丹 审查员

马德里运营司审查三组

文学 顾问

WIPO中国办事处



教程
播放我们的马德里

“How-to”系列视频和
教程

YouTube频道
在产权组织的YouTube频道上查看

我们的马德里视频播放列表

网络研讨会
观看马德里网络研讨会的录

像并随时关注新主题

问题
将您的问题、评论意见或建议发送

给我们 (Contact Madrid)

马德里新闻
订阅马德里新闻

随时了解最新信息

网站
访问马德里体系网站



谢谢！

Contact Mad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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