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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名牌灵魂的探索
— — 评《名牌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
冯 志 强
一部 从法学 视角探索 名牌热 点问题 的《名牌 产

诸如商号、域名、商誉、产地标志等 等。 (二 )细。 以名

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该书作为

牌商标保护为例 ,该书不仅 分别讨论了驰名商 标、知

河北省社科规划九七重点项目 ,可谓选题新颖。该书

名商标、著名 商标、众所 周知 商标的 保护 ,还专 题讨

没老 生重弹 名牌产 品的一 般法律 保护 ,而是 从知 识

论了未 注册知 名商标、证 明商标、集 体商 标、名 酒商

产权 入手研 究名牌 保护 ,这无疑 抓住 了名牌 产品 保

标的法律保护。 (三 )深。该书探讨名牌产品知识产权

护的“牛鼻子”。该书“名牌 产品通身都是知识产权”、

保护实 证和比 较研究 结合 ,索古 谈今 ,中 外比较 ,有

“知识产权是名牌 产品的核心与灵魂 所在”等独 到的

破有立 ,不仅 探讨了 名牌产 品知识 产权 保护的 现实

见解 ,使 我深感它 不失为 一部自 出机 纾的知 识产 权

途径、策 略 ,而且也深 入研讨了国外名牌 产品知识产

新著。 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权保护的判例、制度及其国内移值 。 (四 )通。 该书对

一、立意前瞻

构篇严谨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社 会。 名牌 产品保护是亟待
解决的 现实课题。 但作者研究名 牌产品的知识产 权
保护 却高瞻 远瞩 ,将名牌 产品的 知识 产权保 护这 样
一 个现 实性 的课 题置 于 知识 经济 社 会形 态中 去 讨

名 牌产 品各 种知 识产 权 保护 的研 究 ,不 是“单 兵作
战” ,而是注重各 种知识产权之间的 融会贯通。 可以
说 ,知 识产权 综合保 护研究 是该书 区别 于他书 的又
一个显著特点。
三、追踪前沿

注重实践

论 ,这种研究无疑具有学术上的前瞻性。其中该书作

《名牌产 品知识 产权保 护》部分 专题 学术研 究 ,

者 对知 识产 权与 知识 经 济关 系的 分 析令 人耳 目 一

瞄准各国法学先 进理论 ,紧 紧追踪学术前沿 ,一些学

新 ,视野开阔: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 临将使社会财产 的

术观点、理论探索颇有见地 ,如目前只为 美国、德国、

重心 发生重 大转移 ,即财 产重心 将由 工业经 济时 代

日本等 少数国 家立法 采纳的 商标反 淡化 理论 ,近年

的有形财 产转向知识经济时 代的无形财产 —— 知 识

刚提出 的网络 域名保 护问题 以及商 化权 问题等 ,该

产权 ,这 预示着知 识产权 保护不 仅是 现实社 会名 牌

书不仅 介绍了 国外的 立法、判例、学 说 ,而且还 针对

产品 的保护 的重心 ,更是 未来知 识经 济社会 名牌 产

我国国情 ,研讨了国内名牌 产品的相应保护问 题 ,这

品乃至 名牌企业的灵魂。 作者对 知识经济将使现 行

些颇具创意的研究成果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财 产法 律体 系发 生革 命 性更 新的 大 胆预 测令 人 钦

《名 牌产品知识产权保 护》除注重基 础理论研究

佩: 财产 法律体系 将由工 业经济 时代 的以民 商法 为

外 ,相 当比例 的章节 也探讨 了名牌 产品 知识产 权保

主干转向知识经济时代的以知识产权法 为核心。

护实务 ,诸如 名牌产 品商 业秘密 保护 方式、措施、技

二、融会贯通

拔新领异

巧和商 号保护 策略等 ,这些 实务对 策性 研究理 论联
系实际、深入浅出 ,也 确实为名牌企业提 供了一些极

《名牌 产品的 知识产 权保 护》不仅 选题新 颖 ,其

有参考价值的 保护方法、手 段和技巧。 总之 ,该书对

谋篇构思也十分精巧。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

学术问 题的研 究和实 务问题 的探讨 相得 益彰、珠联

全。她几乎研究了和名牌产品有关的所有知识产权 ,

壁合 ,不失为一部名牌产品保护的 上乘之作。

其研 究领域 甚至比 一般知 识产权 教科 书还要 宽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