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商在大陸如何保護企業名稱 

                                          

一．概說 

  由於兩岸經貿交流日益密切，台商在大陸發生智慧財產權糾紛案例也日漸

增多。不可諱言的，大陸因為經濟利益趨動，為了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取最大暴

利，所以瘋狂的進行各類型態的仿冒。傳統的仿冒行為如商標、專利、著作權、

包裝等；依大陸現行法制加以解決並無難處，台商只要多注意相關的行政法規、

行政規章、最高人民法院及各主管機關所發佈的通知、批覆，即可應付自如。

但是，大陸最近吹起一股歪風、競相以他人著名企業名稱或著名商標做為自己

的企業名稱。這種「擦邊球」行為，基本上牽涉大陸本身之體制、法制及民事

權利互相間之衝突，連主管機關及司法機關亦深覺難以處理。而台商在這股歪

風下亦深受其害，如「晉江味全」、「廉江所羅門」、「北京蜜雪兒」、「上海優美」、

「上海好樂迪」、「樂清士林」，而這些在大陸所成立的公司，無一家是台灣公司

真正去投資的企業。 

    尤其，目前報載台灣統一企業集團在大陸內地被其他企業競相以「統一」

登記為公司名稱一案，最引人側目，學者、專家也多從大陸法律制度加以分析

其訴訟發展的可能性，但是對知名度比不上「統一」的大多數台商，很難比附

援引。 

  每一現象的發生，必然有其社會及體制上的背景，台商知名企業或著名商

標被搶註為企業名稱，亦然。本文假設以「上海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為例，

試圖從大陸企業名稱申請登記及相關法律之適用，說明此問題的複雜性，最後

並提出預防及解決方法，希望對大多數台商有所啟示。 

二．問題發生的原因 

(一)保護企業名稱登記的沿革 



  

１９８５年３月，大陸加入了《保護工業產權巴黎公約》，而企業名稱

也是該公約所保護之對象，為對企業名稱提供保護，１９８５年５月，國家

工商行政管理局頒布了《工商企業名稱登記管理暫行規定》，成為大陸企業

名稱方面的第一部單行法規，對企業名稱的登記管理以及專用權的保護奠定

了法律基礎。１９８８年，鑒於當時大陸已從法律上確定了企業法人制度，

為完善企業法人登記管理，又隨之頒佈了《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管

理條例》和《企業法人登記管理條例實施細則》。這些法規對規範企業名稱

登記、企業名稱專用權的保護以及促進企業建設均發揮了應有的作用。但

是，由于經濟的迅速發展，企業數量大幅度增長，加之其經營活動範圍擴大

和企業間國際往來增多，舊有法規已顯得有些不足和滯後。１９９１年５

月，經國務院批准國家工商行政管理局頒布了《企業名稱登記管理規定》，

增加了對企業名稱的預先登記、侵權處罰、外商投資企業名稱的審核等許多

條款，這也是目前對企業名稱登記最重要的法規依據。 

(二)企業名稱登記之特點及原則 

依上所述，就大陸目前所制定的法律或已頒布之行政法規，對企業名稱之保

護有下列特點及原則： 

１．強制登記註冊原則 

大陸實行強制登記註冊原則，即企業必須有名稱且名稱必須登記註冊，禁止

擅自使用或變更企業名稱，經核准註冊後的法定名稱享有專用權，企業名稱

的登記註冊是企業登記註冊的一個主要事項，應與企業開業登記一並完成。

只要企業經核准登記而取得法人資格，同時就可取得該企業名稱的專用權，

因此，大陸對於企業名稱之保護，乃以登記為必要，此與《保護工業產權巴

黎公約》第８條之規定不以登記為保護之必要義務有所差異。因此，可能發

生大陸內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以「星巴克」為企業名稱之現象。 



  

２．分級登記、區域性保護 

大陸《企業名稱登記管理規定》，企業名稱應冠以行政區劃名，企業名稱的

地域性特徵，決定了企業名稱只能在一定的區域範圍內，享有專用權並受到

法律保護。但是，企業名稱的地域保護是分不同層次的，國家工商行政管理

局負責國家設立企業的登記，省、市、縣或市轄區設立的企業分別由相應級

別的工商局負責審批登記，一般國內企業，其名稱前應冠以所在地行政區劃

名，並在核准其登記註冊機關的管轄範圍內受到專用權的保護。至于全國性

的公司、“歷史悠久，字號馳名＂的企業、國務院或者其授權機關批准的大

型進出口企業或者大型企業集團及外商投資企業，經國家工商行政管理局審

核同意登記註冊，可以不冠企業所在地行政區劃名而在全國範圍內保護其專

用權；各地也依據其需要制定地方規章，在企業名稱中冠以省名。例如《廣

東省企業冠省名登記管理辦法》規定，經省工商局認定的廣東省著名商標，

得申請在其企業名稱中冠以“廣東＂字樣。又例如《湖北省企業名稱登記管

理規定》規定有下列情事者可冠以省名：（１）字號著名；（２）法律、行政

法規規定由省工商局登記的；（３）外商投資企業；（４）省工商局認為可以

冠用省名、其註冊資本(金)須達到１０００萬元人民幣，並且在全省同行業

處於領先地位的其他企業。 

大陸行政區劃區分為省、市、縣區，在此情形下可能發生「北京星巴克咖啡

有限公司」及「北京市懷柔縣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分級成立的問題。也各

自合法成立。 

３．企業名稱組成要素規範化 

《企業名稱登記管理規定》第７條的規定，企業名稱應當由商號或者字號、

行業或者經營特點、組織形式依次組成，企業名稱應當冠以企業所在地省(包

括自治區、直轄市)或者市(包括州)或者縣(包括市轄區)行政區劃名稱。從以



  

上規定我們可以看出，企業的名稱由四個部分組成，例如“杭州旺旺食品有

限公司＂，其中“杭州＂是行政區劃名稱，“旺旺＂是商號，“食品＂是行

業或經營特點，“有限公司＂是組織形式。該公司對“旺旺＂在規定的範圍

“杭州＂內享有專用權，稱為商號權，商號以外的名稱，屬于公有領域，該

公司不享有專用權。 

該法規還具體規定，企業可以選擇字號，但字號必須由兩個以上的漢字組

成。其中私營企業可以以投資者姓名作字號，但應提交投資人簽字的同意

書；外商投資企業如使用外國公民姓名作字號的，需報請國家工商行政管理

局核定。企業應依照其主管業務和國家行業分類核准所劃分的類別，在企業

名稱中表明所屬行業或經營特點，企業組織形式應反映其組織結構或責任形

式，如商店、商場、聯營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因此；在不同行政區域可

使用相同的企業名稱，如“杭州張小泉＂與“南京張小泉＂兩企業名稱皆可

併存。 

由於大陸規定在不同行政區劃區內，皆可使用相同的字號，所以發生「上海

星巴克」與「北京星巴克」乃必然之事情，甚至全中國大陸各省都會發生「ｘ

ｘ市星巴克」，可謂層出不窮。 

三．商標法的解決方案 

  修正前大陸商標法（1993 年）有關企業名稱與商標之衝突，並無類似台灣

商標法交叉保護之規定。大陸在處理企業名稱撤銷或糾正案，在實務上均會先

引用修正前商標法第３８條第(四)項之規定。例如；廣東省東莞香格里拉大酒店

侵犯「香格里拉」商標註冊案，廣州市三菱冷凍空調服務部侵犯「三菱」商標

註冊案，皆以在先商標專用權因有商標法第３８條第(四)項遭受侵害之事由，再

以有企業名稱登記管理規定第９條第(二)項及第５條之規定，責令在後之企業更

改其企業名稱。 



  

  能依此方法，認為是商標遭受侵權而責令更正企業名稱者，在案例中為數

極少，而且都有其主客觀之因素。尤其，企業名稱及商標被認為並存且合法的

兩種民事權利，在未釐清彼此法的位階時，很難直接認定為商標權之侵害。修

正後商標法實施條例第 53 條「商標所有人認為他人將其馳名商標作為企業名稱

登記，可能欺騙公眾或者對公眾造成誤解的，可以向企業名稱登記主管機關申

請撤銷該企業名稱登記。企業名稱登記主管機關應當依照＜企業名稱登記管理

規定＞處理」。但是，前提必須是該註冊商標被認定為馳名商標，馳名商標認定

機關有商標局、商標評審委員會及人民法院。 

至於「星巴克」雖然在大陸已有商標註冊，但是，要比照「香格里拉」、「三

菱」、「奔馳」，由國家工商局發函給各省、市工商局，要求責令糾正搶註案，是

有困難。 

四．＜反不正當競爭法＞的解決方案 

  大陸＜反不正當競爭法＞中，被學者專家爭論是否可以規範企業名稱搶註

糾紛的條文，只要集中在第２條「經營者在市場交易中，應當遵循自願、平等、

公平、誠實信用原則，遵守公認的商業道德。本法所稱的不正當競爭，是指經

營者違反本法規定、損害其他經營者合法權益、擾亂社會經濟秩序的行為」。第

５條第１款「假冒他人的註冊商標」，第５條第３款「擅自使用他人的企業名稱

或者姓名，引人誤認為是他人的商品」，以及第９條「經營者不得利用廣告或者

其他方法，對商品的生產者、產地等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 

  由於，大陸＜反不正當競爭法＞主管機關公平交易局的堅持，第５條及第

９條相關條文已不再具有參考價值，惟一值得討論的在於第２條可否適用於企

業名稱搶註之問題，至於，第２條之所以會有紛爭，主要原因在於第２條究竟

是「文義解釋」或是「概括條款」。目前而言，傾向為文義解釋，而且從主管機

關立場而言，也不願涉入此領域的糾紛，而主管企業名稱的企業註冊局亦拒絕



  

其干涉。 

北京中級人民法院雖曾受理瑞典利樂公司訴請撤銷「北京市利樂公司」的

企業名稱，但該判決至今仍有爭議。 

 

五．企業名稱管理相關規定的解決方案 

  ＜企業名稱登記管理定＞第 5 條明文規定，「企業名稱登記註冊後，登記主

管機關有權糾正已登記註冊的不適宜的企業名稱。上級登記主管機關有權糾正

下級登記主管機關已登記註冊的不適宜的企業名稱。對已登記的不適宜的企業

名稱，任何單位和個人可以要求登記主管機關予以糾正」，至於，所謂不適宜的

企業名稱，則指其內容或文字有第９條所規定的各款之情形。 

  ＜企業名稱登記管理規定＞第９條第(二)「可能對公眾造成欺騙或者誤解

的」，為處理企業名稱搶註的惟一依據，但也由於「造成欺騙或者誤解」的標準

判斷不一，莫衷一是，形成各工商行政系統任意為之。即使國家工商局曾於１

９９９年４月５日以工商標字【１９９９】第８１號明文解釋，只要使他人對

市場及商品或者服務的來源產生混淆（包括混淆的可能性），從而構成不正當競

爭的，就應予以糾正，但是截至目前僅有少數大陸知名企業運用此條款而獲得

平反。 

「星巴克」要撤銷大陸企業名稱搶註案，以目前而言，以此方案是最具體

可行的，但必須由申請人就「可能對公眾造成欺騙或者誤解的」負舉證責任。 

六．馳名商標的特殊保護方案 

  大陸於１９９６年頒布＜馳名商標認定和管理暫行規定＞對馳名商標之認

定及保護提供具體可操作之方法。該暫行規定第１０條「自馳名商標認定之日

起，他人將與該馳名商標相同或者近的文字作為企業名稱一部份使用，且可能

引起公眾誤認的，工商行政管理機關不予核准登記；已經登記的，馳名商標註



  

                                                

冊人可以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之日起二年內，請求工商行政管理機關予以撤

銷」。換言之，只要被認定為馳名商標者，就可以排除任何人以該馳名商標為企

業名稱，依主管機關之解釋，甚至可以溯及既往。 

  然而，大陸對於馳名商標之認定，異於國際間之作法，該規定曾被譏為保

護大陸民族工業的武器，至 2002 年沒有任何一家台商或外國的商標被大陸認定

為馳名商標，2003 年 4 月 17 日頒布＜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自 2003 年 6

月 1 日起施行，原暫行規定同時廢止，在該保護規定第 13 條仍重申商標法實施

條例第 53 條精神。 

  換言之，「星巴克」在台灣雖貴為著名商標，但非大陸所認定的馳名商標，

目前無法援用此保護規定尋求保護。 

七．地方規章之保護方案 

  由於馳名商標之認定屬於中央之權限，且被認定為馳名商標極為困難，因

此各省紛紛頒布對其行政轄區內知名商標的保護方案。事實上，各省所頒布的

保護方案，例如「上海市著名商標認定與保護暫行辨法」，僅僅是中央所頒的＜

馳名商標認定及保護規定＞的縮小版而已，或許是各省解決著名商標與企業名

稱衝突的權宜措施、不失為良策，目前也有台商在省被認定為知名商標，但其

最大缺點在於保護範圍僅限於該行政轄區內。 

  「星巴克」在各省市獲得知名商標之認定，是極有可能的，但前提是必須

在當地已有公司成立，而且必須各省逐一獲得知名商標的認定。 

八．法院之態度 

  按大陸解決企業名稱之搶註或不適宜之問題，雖然在各部門及學者專家有

不同之意見及提出解決方案
1
，但對其處理之途徑，是否可以循司法（即向人民

 
1 有關大陸對於企業名稱與商標相互間衝突之解決。可參考賴文平＜商標名稱與商標之衝突~以大陸法制為研究

中心＞博士論文，及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2003 年 10 月出版的＜商標與商號的權利衝突問題研究＞。 



  

法院提起撤銷）途徑予以處理？從眾多案例及台商之案例「北京蜜雪兒」、「南

京旺旺」，均被法院判決，有關企業名稱應由行政程序及行政途徑予以解決，非

法院得審理之事項，而判決敗訴。近來某些法院則認為，對於涉及企業名稱的

問題有權加以裁判，例如：“小土豆＂、“海菱“、“中信＂、“松本＂等案，

法院均判決搶註企業名稱構成侵權，責令停止使用商號，但是否進一步責令變

更商號則有不同的見解。 

  因此，如果在上海發生有「上海星巴克」之搶註，無論在上海那一行政區，

上海市工商行政管理局及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為爭議的解決機構。 

 

九．建議 

  綜上所陳，台灣星巴克處理企業名稱之搶註，前提是台商在大陸已有「星

巴克」註冊商標，作為對抗另一權利的依據，主要法條依據仍然是＜企業名稱

登記管理規定＞及大陸所頒布的＜關於解決商標與企業名稱中若干問題的意見

＞。由於糾正與否，為各轄區之行政機關得決定之權限，但也非各行政機關皆

能配合處理，所以必須就發生之轄區（是否為上海市）、搶註者之背景（是否有

台灣背景）、混淆之事實（是否有誤認之案例）、以及人事關係給予細詳之研究。 

    就現行法規處理企業名稱搶註問題確實有其難處，與其事後解決倒不如事

先預防，大陸在重要城市基本上已完成企業名稱電腦化作業，可對企業名稱預

先申請登記，受理機關會作檢索，只要該名稱不發生與成立在先的企業名稱相

同或近似，則發出通知對該企業名稱保留 6 個月，在這 6 個月當中不再准他人

以該名稱做為企業名稱，期間屆滿尚可申請展延 6 個月，所以保護期高達一年。

在這一年中台商可以慢慢部署企業的成立，萬一來不及，也可以在屆滿次日再

重新送一件，如此一來就可以杜絕他人搶註企業名稱的企圖。 

 



  

 

附件一：上海市工商行政管理局企業名稱預登記相關事項 

 

企業名稱預登記 

1、企業名稱預登記（責任人：企業註冊處負責人 電話：64220000-5458） 

辦理機構

辦理位址及聯繫電話

辦理時限

申辦資格

申辦手續

辦理程式

辦理依據

辦理機構 
市局企業註冊處及各分局企業註冊科（處） 
 
辦理位址及聯繫電話：  

單   位 地     址  電       話  

市   局 肇嘉浜路 301 號 4 樓 54236686 

浦東分局 楊高中路 2900 號 68542900-101 

黃浦分局 河南南路 800 號 63782207 

盧灣分局 桃源路 88 號 63841813 

http://www.sgs.gov.cn/1001/xzxk/djsx/djsx_01.htm##1##1
http://www.sgs.gov.cn/1001/xzxk/djsx/djsx_01.htm#2#2
http://www.sgs.gov.cn/1001/xzxk/djsx/djsx_01.htm#3#3
http://www.sgs.gov.cn/1001/xzxk/djsx/djsx_01.htm#4#4
http://www.sgs.gov.cn/1001/xzxk/djsx/djsx_01.htm#5#5
http://www.sgs.gov.cn/1001/xzxk/djsx/djsx_01.htm#6#6
http://www.sgs.gov.cn/1001/xzxk/djsx/djsx_01.htm#7#7


  

徐彙分局 茶陵路 76 號 64043717 

長寧分局 定西路 1289 號 62401456 

靜安分局 膠州路 58 號 1 樓 62536485 

普陀分局 北石路 579 號 52564588－5312 

閘北分局 洛川中路 880 號 36031880、36031881 

虹口分局 天寶西路 279 號 65221440 

楊浦分局 雙陽路 297 號 65198022 

寶山分局 淞濱路 28 號 56847539 

閔行分局 滬閔路 6388 號 64122075 

嘉定分局 嘉定區迎園路 955 號 59999018、59999020 

金山分局 石化街道衛零路 485 號 67242590 

松江分局 松江鎮人民南路 68 號 57822235 

青浦分局 青浦鎮青松路 175 號 59725800－1302 

南匯分局 南門大街 41 號 9 號樓 68001744 

奉賢分局 奉賢區奉浦大道 111 號 67100458 

崇明分局 城橋鎮東門路 388 號 59623213 

機場分局 浦東啟航路 888 號 7 樓 68841468 

辦理時限：  

法定時限為自受理之日起 10 日內作出是否核准的決定。 



  

 

申辦資格：  

（1）內資企業 

①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具有投資資格的公司、法人、其他經濟組織和自

然人 

②內資非公司企業：具有投資資格的法人、其他經濟組織 

③私營企業（合夥企業、個人獨資企業）：具有投資資格的自然人 

（2）外資企業：外方為公司、法人、其他經濟組織和自然人；中方為公司、法人及其

他經濟組織 

申辦手續：  

（1）內資企業名稱預登記： 

①組建協議書（國有獨資公司附國資辦批文） 

②股東委託書 

③由全體股東簽署的企業名稱預登記表格 

④股東或發起人的法人資格證明或自然人的身份證明 

⑤其他有關材料 

（2）外資企業名稱預登記： 

①由全體股東簽署的企業名稱預登記表格 

②投資方委託書 

③投資方的合法開業證明 



  

④其他有關材料 

（3）企業名稱變更登記： 

①由全體股東簽署的名稱登記表 

②股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非公司制法人提交上級主管部門批文） 

③其他有關材料 

辦理程式：  

申請→受理→審核→發名稱核准單 

辦理依據：  

《企業名稱登記管理規定》（1991 年 7 月 22 日國家工商行政管理局第 7 號令發佈）

《企業名稱登記管理實施辦法》（1999 年 12 月 8 日國家工商行政管理局第 93 號令發

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