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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GoToWeb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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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研讨会内容框架

介绍马德里注册流程及申请人可能收到的通知

国际局可以提供的证书和证明文件

会间互动问答

结尾问答环节

讲座PPT和参考资料可供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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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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ipo.int/madrid/zh/webinar/


互动问题一：

马德里体系包含多少个国家

A. 123个

B. 124个

C. 12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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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124个国家

2021年2月24日，巴基斯坦伊
斯兰共和国政府向产权组织
总干事交存了《马德里议定
书》的加入书，成为马德里
体系的第108个成员，使该体
系目前涵盖124个国家。《议
定书》于2021年5月24日对巴
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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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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德里体系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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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准备申请材料

商标局

（原属局）

•商标局审查员审查
•形式审查

国际局

（WIPO）

•国际局审查员审查
•形式审查，发不规范通知，核准后发国际注册证

商标保护的国家

(被指定缔约方国家）

•各主管局审查员审查
•实质审查，发驳回通知，核准保护通知等

后续程序

•注册证副本 •证明
•简单摘录 •详细摘录



互动问题二：

谁会收到国际局发出和转发的通知

A. 商标申请人

B. 商标申请人的代理人

C. 都会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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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商标申请人的代理人

已登记代理人的，国际局将把无代理人时
应寄给申请人或注册人的所有通知书和其
他通信寄给代理人。所有这些与发给申请
人或注册人的通信具有同等效力。［细则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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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范通知
依据《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书实施细则》（《议定书实
施细则》）

https://wipolex.wipo.int/zh/treaties/textdetails/19783

发送到代理人或注册人的电子邮箱

注意内容、答复期限和答复方式

这里以新国际注册申请为例。其他的后续业务，如后期指定、转让、
注册人名称地址变更也会收到类似的不规范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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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局

（WIPO）

•国际局审查员审查
•形式审查，发不规范通知，核准后发国际注册证



互动问题三：

谁可以答复国际局的不规范

A. 主管局（中国商标局）

B. 商标申请人

C. 商标申请人的代理人

D. 依据具体情况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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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依据具体情况都有可能

一些不规范只能由原属局补正，不能由申
请人补正，另一些不规范《实施细则》规
定原属局和申请人均可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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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范通知的内容

联系信息

主要内容

供参考的费用



地址，商标
局或代理人
（申请人）

国际局应当收到不规范答复的最后期限

基础申请/注册
号，商标和申请

人
原属局和国际局收文时间，
确定了国际注册日期

审查员名字

国际局参考号



要求更
换类别

答复期限和不
答复的后果

必须由商
标局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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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申请人（及其代理人）
或商标局答复



预估费用，按照国际局
建议更改（增加或减少
了类别数量）后的类别

数量计算的费用。

参考：

• 国际局网站收费信息网页

https://www.wipo.int/finance/zh/madrid.html



国际局审查通过以后发国际注册证

在国际注册簿登记

发国际注册证（目前只发电子版，如果需要纸质注册证，
需要通过联系马德里提交请求）

通知各被指定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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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问题四：

国际注册证使用哪种语言印制

A. 申请人指定的语言

B. 英语

C. 国际申请使用的语言

D. 中文

19



答案：C 国际申请使用的语言

国际申请可以根据原属局的规定，用英语、
法语或西班牙语提交。也就是说，原属局
有权将申请人的选择限制为仅一种语言，
或限制为两种语言，也可允许申请人或注
册人在三种语言中任选。［细则6(1)］

中国申请人一般都使用英语提交申请，因
此收到的注册证都是英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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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定缔约方的通知（产权组织转发）

通知由产权组织转发到代理人或注册人的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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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保护的国家

(被指定缔约方国家）

•各主管局审查员审查
•实质审查，发驳回通知，核准保护通知等



被指定缔约方的通知
驳回通知

临时驳回通知

基于异议的临时驳回通知

关于商标状态的终局决定（细则第18 条之三第(1)、(2)、
(3)款规定）

未发出临时驳回通知时给予保护的声明

临时驳回之后给予保护的声明

确认临时全部驳回

进一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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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临时驳回通知（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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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期限到2020年2月20日



例1：临时驳回通知（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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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临时驳回通知（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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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韩国的临时驳回通知

可以通过向国际局提交MM6表格对商品和服
务进行限定

因为答复期限有限，限定的审查需要时间

可以向产权组织要求出具证明
（Attestation），向韩国特许厅要求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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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基于异议的临时驳回通知（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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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基于异议的临时驳回通知（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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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局通知日
起2个月



驳回通知重点信息

驳回的理由

答复驳回的期限

答复驳回期限的起算时间

复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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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证明文件

注册证的副本（注册或续展）

证明

简单摘录

经证明的详细摘录

《马德里协定》和《马德里议定书》第五条之三规定，为
在马德里体系缔约方出示之目的而索要的国际注册簿摘录，
免除一切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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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程序

•注册证副本 •证明
•简单摘录 •详细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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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re catalogue

+ 3.000 

每年发出的
文件

+ 1.500.000 

国际注册商标

+法语/
英语/ 西班牙语

阿拉伯语/

中文/
俄语

马德里体系
已经130年

包含124个
国家

我们提供的文件

详细摘录 简单摘录 证明 注册证的副本

我们的服务

法律认证 加急办理

经证明的文件一览



注册证或续展证的经证明复制件

仅向注册人或登记的代理人提供

2006年1月1日以后的注册证

原始证件的真确副本

不进行修改（即使经过了变更或者转让）

可以通过马德里案卷管理器 免费下载

费用：每份50瑞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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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ipo.int/madrid/zh/manage/#tools_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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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和签名不会改变！！！



证明(Attestation)

多用于海关，证明在某缔约方获得的保护，或用于证明国
际局正在处理中的请求

关于国际注册商标某一单一方面的书面信息，比如商标注
册人的名称，续展申请已经在国际局审查中，在某缔约方
获得保护的商品和服务

通常用于单一的缔约方

包含出具日期、电子签名和产权组织印章

费用：77瑞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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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证明的简单摘录(Simple extract)

通常用于内部业务

包含国际注册商标的完整记录，全部原始通知

实施条例和细则

所有和该国际注册的原始通知的集合

可以要求以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中文或俄
文制作详细摘录的封面页。

费用：三页以内收费77瑞郎，三页后每增加一页收费2瑞
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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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证明的详细摘录
(Detailed certified extract)

一般用于国际法院程序

包含商标的完整记录，经过分析和总结

实施条例和细则

关于国际注册商标的情况分析

详细摘录以英文、法文或西班牙文制作。但是，可以要求
以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中文或俄文制作详
细摘录的封面页。

收费：三页以内收费155瑞郎，三页后每增加一页收费10
瑞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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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摘录与详细摘录最终费用对比表

经证明的简单摘录 经证明的详细摘录

基本费：三页以内收费77瑞郎，三页后
每增加一页收费2瑞郎

基本费：三页以内收费155瑞郎，三页
后每增加一页收费10瑞郎

页数：121页 页数：13页

需支付费用总额为313瑞郎 需支付费用总额为255瑞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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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某国际注册商标为例



简单摘录与详细摘录的比较

42



特别服务

法律认证
索要的摘录（简单或详细）将经过证明，加盖WIPO公章，并由品牌与外观设计部门马德里注册
部运营司司长签字，或在司长缺席时由获得授权的人士签字。签字盖章后的摘录原件将交日内
瓦州办公厅保存，并在此核验签字。然后，该份文件将交付非缔约方/非缔约国的相关领事馆/
大使馆进行法律认证。

收费金额：75瑞士法郎，另收日内瓦州办公厅费用和国家费用*

*日内瓦州办公厅的官方收费是每份摘录30瑞士法郎。

*非缔约方/非缔约国的每份摘录法律认证收费从30到1,000瑞士法郎不等。

加急办理
针对所有的文件类型

五个工作日内寄出纸质文件

可以提供追踪号码

收费金额：每份文件100瑞士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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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州办
公厅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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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领事
馆签章



互动问题五：

哪些文件可以做法律认证

A. 简单摘录和详细摘录

B. 注册证副本、证明、简单摘录和详细摘录

C. 注册证副本、证明和简单摘录

D. 证明、简单摘录和详细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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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简单摘录和详细摘录

法律认证的方式是加盖正式印章并签名，
证明非缔约方要求提供的信息的有效性。
任何人都可索取经法律认证的国际注册簿
摘录。所要求的摘录（简单或详细）将加
盖产权组织公章予以证明。

目前我们正在研究对证明的法律认证服务。
如果可行我们就会推出这个服务。如果确
实需要，请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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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费表（单位：瑞士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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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类型 每份官方收费 附加费

详细摘录 155 （三页以内） 10 （每增加一页）

简单摘录 77 （三页以内） 2 （每增加一页）

证明 77 10 （每增加一项国际注册，条件是
在同一申请中要求提供相同的信息）

经证明副本 50

法律认证 75 + 30 （日内瓦法律认证服务）
+ 不等（国家收费）

加急办理 100

文件发出后，我们会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发票。如果可以，最好提前告知用于发票的
公司名称和地址或者您在产权组织开立的账户号码



四种文件对比
文件类型 注册证的副本 证明 简单摘录 详细摘录
请求人 商标权利人或其

代理人
任意 任意 任意

费用 50瑞郎 77瑞郎 三页以内收费77瑞郎，
三页后每增加一页收费
2瑞郎

三页以内收费155瑞郎，
三页后每增加一页收费
10瑞郎

语言 商标申请的语言可以用英文、法文、西班
牙文、阿拉伯文、中文或
俄文制作证明的封面页，
内容可以是英文、法文或
西班牙文

可以用英文、法文、西
班牙文、阿拉伯文、中
文或俄文制作简单摘录
的封面页，内容是通知
的原始语言

可以用英文、法文、西
班牙文、阿拉伯文、中
文或俄文制作详细摘录
的封面页，内容可以是
英文、法文或西班牙文

特点 信息不会更新 单一方面的书面信息 商标的全部历史的通知商标的全部历史的总结

法律认证 不可以 不可以 可以 可以
加急服务 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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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请求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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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ipo.int/madrid/zh/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madrid/en/index.html



联系马德里 （Contact Mad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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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ipo.int/madrid/en/contact/


通信方式：联系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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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

毛德禄 审查员-信息助理
马德里运营司

何怡婧 市场推广顾问
马德里信息推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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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wipo.int/madrid/zh/tutorials.html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sm_LOEppJax-XDdxsPF7AN8k2CWt076X
https://www.wipo.int/madrid/zh/webinar/#upcoming
https://www3.wipo.int/contact/en/madrid/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newsletters-archive/en/madrid_notices.html
https://www.wipo.int/madrid/zh/index.html




谢谢！

Contact Mad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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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3.wipo.int/contact/en/madr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