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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后期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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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新申请在国际注册簿上登记公告之
后，申请人可以就该商标提交后期指定申请，以扩大地
理保护范围。

以已提起的国际注册新申请获得WIPO登记公告为基础，
与国际注册新申请登记公告后取得的国际注册号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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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注
册新申
请流程



扩大保护：可以指定新的国家/地区（原属国除外）

未指定过的国家/地区

曾指定过的国家/地区（在该国家/地区被驳回或无效后）

新加入马德里体系的国家/地区（部分国家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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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入的国家/地区

如果所关联的国际注册号的国际注册日期早于以下国家加入马德里体系
的日期，则不得对该国家进行后期指定申请（基于马德里议定书14条(5)
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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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2019年10月2日

爱沙尼亚 1998年11月18日

印度 2013年7月8日

纳米比亚 2004年6月30日

菲律宾 2012年7月25日

可以提交新的国际申请（MM2表），来指定上述国家/地区



扩大保护：还可以对已指定过的国家/地区，增加新的商
品服务（不超出国际注册号已登记的商品服务basic list 范围）

例: 某国际注册号，Basic list 为1类，2类，3类

已指定过瑞士，瑞士的商品为3类

后期指定，瑞士，增加1类，2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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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期指定的流程及通知



互动问题一

（单选题） 中国申请人可以向以下哪个部门提交商标后期
指定申请书

A.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B.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C.  以上两个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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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指定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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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提交
申请给

将申请人的申
请转给

形式审查，在国际注册簿中进行登记，
在产权组织商标公告中公布，通知申

请人和被指定缔约方

提交申请，形式审查，实质审查



申请途径之一: 直接向WIPO提交

两种在线提交方式

 WIPO后期指定在线工具: https://www3.wipo.int/o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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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3.wipo.int/osd/


 MM4表（及可能需要的
其他表格如MM18）

上传至Contact Mardrid

https://www3.wipo.int/co

ntact/en/mad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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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3.wipo.int/contact/en/madrid/


申请途径之二: 通过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转交

两种提交方式:

纸质材料提交: 
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后期指定申请书（中文）;

MM4表（外文）;

MM18表（有指定美国的）（外文）;

代理委托书（有委托代理人的）（中文）

网上申请:  http://sbj.cnipa.gov.cn/ws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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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j.cnipa.gov.cn/wssq


费用

包含两部分费用:

规费（提交申请时缴纳）: 

基本费（300瑞士法郎）；

补充费（100瑞士法郎*不收取单独规费的指定缔约方数量）；

部分被指定缔约方的单独规费（非固定额）

部分国家（日本、巴西）二期注册费用（收到WIPO的缴费
通知后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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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计算

WIPO在线费用计算
器

https://madrid.wipo

.int/feecalc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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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类型，选择后期指定

选择提交日期

选择原属局，中国

选择类别数量

选择指定的国家

勾选是否集体或证明商标

https://madrid.wipo.int/feecalcapp/


缴费方式

直接向WIPO提交后期指定申请的，向WIPO缴费（瑞郎）：

通过在WIPO开设的银行账户

通过信用卡支付

通过银行转账

通过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后期指定申请的,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缴纳规费（人民币）

 向WIPO缴纳（日本，巴西）二期注册费（瑞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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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范通知

后期指定申请不
符合形式要求时，
WIPO会发送不规
范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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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定方主管局的实审决定通知 （WIPO转发）

驳回通知书 （临时; 终局）

核准保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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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查询

马德里监视器

https://www3.wipo.int/madrid/monitor/en/

提供WIPO正在处理的国际申请的实时状态，以及国际注册在
被指定方主管局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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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3.wipo.int/madrid/monito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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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后期指定的日期



互动问题二

（单选题） 某件后期指定申请中指定了法国，法国主管局审
查后予以核准保护。该商标在法国的专用期为

A. 10年

B. 不一定为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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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指定的专用期

起始日为后期指定日，到期日为所关联的国际注册号现有的
到期日 不是独立的固定期限10年

举例 :

国际注册日 后期指定日 到期日

（2013.3.1） （2020.7.1） （2023.3.1）

10年 10年（续展后 ）

这件后期指定被核准后的专用期为 2020.7.1-20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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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指定日

为WIPO收到后期指定申请之日: 直接向WIPO提交的

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的

为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到后期指定申请之日: 国家知识产
权局收到之日起两个月内递交给WIPO的

为WIPO收到后期指定申请之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到之日起
两个月以后递交给WIPO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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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在申请时要求后期指定在其他业务之后再生效
如，申请人要求后期指定在续展之后再生效，后期指定日为续展之后

的日期。

勾选此项，此后期指定将在所关联的国际注册号
续展登记之后再生效。

后期指定日



某些申请不规范也会影响后期指定日

如，错误的国际注册号。被补正的日期为后期指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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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指定日



28

4. WIPO后期指定在线工具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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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后期指定在线工具 https://www3.wipo.int/osd/

https://www3.wipo.int/o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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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后期指定在线工具与MM4的内容区别

区别一: 同时指定新代理人

 WIPO后期指定在线工具: 不可以

 MM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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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填写代理人电邮地址的，
视为未委托该新代理人

商标所有人未在签名处签名的，
视为未委托该新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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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勾选一项

a项: 此件后期指定，在所关联的国际注册号续展之后再生效

b项: 此件后期指定，在所关联的国际注册号进行下列变更或
注销登记之后再生效。需在方框中写明业务名称。

区别二: 在其他业务之后生效的请求

 WIPO后期指定在线工具: 其他业务仅限于续展

 MM4: 其他业务包括续展，变更，注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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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三: 补充填写商标图样说明

 WIPO后期指定在线工具: 不能

 MM4: 可以。 如相关内容已登记在国际注册簿中，无需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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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