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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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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会展经济在促进贸易经济发展、产业经济发展、城市形象提升等方面起到了的重要作用。会展的方

式也从传统的线下，发展为线上线下互动等方式，其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会展经济涉及知识产权

的运营问题也日益凸显，并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在我国会展经济中较为突出的知识产权问

题,直接干扰正常的会展交易秩序乃至市场经济秩序。为提高我国会展经济中知识产权运营水平，保障

会展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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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行业知识产权运营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会展行业知识产权运营服务的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运营服务内容、运营服务人员、

服务流程、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规范会展行业知识产权运营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1374-2008  知识产权文献与信息  基本词汇 

SB/T 11090-2014  会展业节能降耗工作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1374-2008、SB/T 11090-201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会展行业 convention/exhibition industry 

从事会议、展览等活动并提供实物展示或网络展示等相关服务的行业。 

3.2  

会展行业知识产权  convention/exhibition industr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在境内外举办的各类经济技术贸易展览会、展销会、博览会、交易会、展示会等活动中有关专利、

商标、版权的保护，包括会展自身知识产权和展品知识产权。 

注1：会展自身知识产权包括会展的设计理念，展台搭建设计，展览会的 LOGO 及名称等。 

注2：展品知识产权包括展品的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相关权。 

4 总体要求 

4.1 建立会展行业知识产权的愿景、使命和战略，明确总体要求，规范文件管理。 

4.2 建立会展行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明确管理承诺、管理方针、运营策划、岗位职责权限。 

4.3 建立会展行业知识产权的管理职责，匹配人力资源、基础设施、财务资源、信息资源。 

4.4 建立会展行业知识产权的管理流程，规范服务内容的获取、维护、运用、保护、运行管理。 

4.5 制定会展行业知识产权风险防范应急预案，配备有能力的专人或委托专业服务机构负责处理应对。 

4.6 建立会展行业知识产权工作审核和改进措施，根据总体要求以及检查、分析的结果,制定并持续改

进运营服务。 

4.7 应当积极配合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的对会展行业知识产权的协调、监督、检查、维护，并对知

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或司法部门的调查予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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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营服务内容 

5.1 会展自身知识产权 

包括但不限于：设计理念，展台搭建设计，展览会的 LOGO及名称。 

5.2 展品知识产权 

包括但不限于：展品的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 

6 运营服务人员 

6.1 应熟悉与会展行业知识产权有关的法律、法规。 

6.2 掌握知识产权的基本分类，包括国际法分类、国内分类。 

6.3 掌握知识产权的基础知识，包括专业性、地域性、时效性、无体性等。 

6.4 掌握布展当地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6.5 能说普通话，可根据布展当地需求,使用地方方言或外语交流。 

7 服务流程 

7.1 前期准备 

7.1.1 设计展览会 LOGO 及名称的流程： 

a) 明确展览会的 LOGO及名称设计权属，并签订包含知识产权权属的合同； 

b) 确认 LOGO及名称注册专用权的权利范围； 

c) 检索在相同或类似展会上的使用情况； 

d) 确定 LOGO及名称的方案及备选预案，方案中宜包含近似设计； 

e) 确定版权登记的使用地，准备相关材料，申请版权登记。 

注：对容易出现抢注的国家宜尽早注册。 

7.1.2 设计搭建展台的流程： 

a) 分析展会举办地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制定提示信息； 

b) 对参展商提出的设计要求进行初步判定，提示可能存在的涉及知识产权的风险，供参展商参

考，必要时进行检索、专业咨询； 

c) 经充分沟通后，确定展台图纸设计，并签订包含知识产权权属的合同。 

7.1.3 展会举办地知识产权风险预案的流程： 

a) 收集整理展会举办地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 

b) 掌握展会举办地的知识产权侵权司法程序； 

c) 了解展会举办地的知识产权执法状况和执法方式； 

d) 收集整理展会举办地的以往展会知识产权执法案件和司法判定标准； 

e) 整理展会主题或历年相似主题维权案例； 

f) 线上展会应充分了解互联网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投诉处理程序，

明确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注：宜与展会举办地专业知识产权服务公司取得联系，提前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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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参展品知识产权分析的流程： 

a) 收集参展品相关材料信息，见附录 A； 

b) 对参展品的外包装、标识、文字、广告宣传用语、宣传用品、视屏、音频、核心技术、计算

机软件等涉及的知识产权进行分类，与参展商确认保护权限和公开日期； 

c) 对参展产品涉及到的知识产权进行检索，涉及展会举办地的检索信息,见附录 B； 

d) 分析商标、专利、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地理标志权等相关知识产

权存在的风险，结合展会举办地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分析，与参展商进行沟通，作出风险提

示,,见附录 C。 

注：对权属、相似度等存在异议，宜通过专利预警分析或委托专业机构开展评估风险。 

7.2 中期开展 

7.2.1 引导参展商选择的维权渠道： 

a) 通过展会设立的知识产权投诉机构； 

b) 通过展会举办地的知识产权行政的司法部门； 

c) 通过法院； 

d) 通过仲裁机构。 

7.2.2 建议参展商对参展品及为展示参展品提供展示宣传的相关载体采取的维权措施： 

a) 初步判定侵权行为和后果，涉嫌侵权和影响较小，建议发警告函提醒或举报投诉对方，要求

其停止侵权； 

b) 涉嫌侵权行为给权利人造成了较大损失，权利人准备以获得赔偿为目标，建议提起诉讼，并

主动、充分地准备侵权证据以及自身受到损失或对方获得利益的证据； 

c) 权利人从诉讼本身难以获得足额的赔偿，但不及时制止，侵权行为将扩大，而对权利人的市

场份额产生较大影响，建议提起诉讼和邀请媒体参与； 

d) 权利人与涉嫌侵权人具有合作空间，建议采取协商达成合作意向； 

e) 权利人为尽快阻止涉嫌侵权人行为，建议申请执法或申请禁令。 

7.2.3 提示参展商申请维权前准备基础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a) 搜集参展品及为展示参展品提供展示宣传的载体涉嫌侵权相关侵权证据； 

b) 提供专利权评价报告或知识产权有效性和稳定性分析材料； 

c) 通过公证等被认可的方式保全侵权证据； 

d) 参展品实物或样品； 

e) 参展品销售凭证； 

f) 参展品涉及侵权广告、宣传资料、网络信息； 

g) 搜集涉嫌侵权参展品的证人证词； 

h) 律师咨询意见与建议； 

i) 书面投诉文件； 

j) 知识产权权属的有效证明文件； 

k) 注明授权权限的授权委托书。 

7.2.4 协助参展商应对侵权纠纷： 

a) 与参展商沟通，确认警告事项和侵权具体事实是否属实； 

b) 检索对方知识产权法律状态； 

c) 分析展会举办地法律法规和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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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向本国派驻机构寻求知识产权协助； 

e) 按照应急方案有效引导媒体报道，减少负面舆情影响； 

f) 及时作出回应： 

1) 向参展商发布告，责令下架参展品及为展示参展品提供展示宣传的载体，配合执法； 

2) 针对诉讼程序提出异议、提出权利无效请求、提起反制性举措、提出诉讼程序异议。 

7.3 后期总结 

7.3.1 对参展商进行回访，梳理参展商参展期间遇到的问题。 

7.3.2 加强与参展商的沟通，为潜在的参展商提供后续知识产权指导。 

8 评价与改进 

8.1 及时总结展会前期准备、中期开展的经验和不足，形成典型案例，提升知识产权风险防范能力。 

8.2 开展满意度测评，分析参展商待满足需求，提升知识产权运营服务质量。 

8.3 梳理参展经验和典型案例，联合利害关系方、行业协会、产业联盟向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商务部

门、贸易促进部门反映，申请相应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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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收集参展品相关材料信息 

收集参展品相关材料信息见表 A.1。 

表A.1 收集参展品相关材料信息 

材料事项 材料分类 材料内容 备注 

知识产权 

权属证明 

商标 

商标注册证/商标注册登记证明 商标注册号,商标图样,注册人名称、地址,商

品/服务类别、名称,专用权期限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未经备案的，不影响该许

可合同的效力，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未在商标局备案的，不得

对抗善意第三人。 

商标所有权利人证明  

商标持有人授权证明书  

专利 

专利证书 发明和实用新型的专利证书包括证书首页和

专利说明书构成;外观设计的专利证书包括

证书首页和外观设计专利单行本构成 

公告文本 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专利权、外观设计专

利权从国务院专利行政管理部门在公报告公

告之日起生效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查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的法律状态，包

括许可人、被许可人、主分类号、专利号、

申请日、授权公告日、实施许可的种类和期

限、备案日期 

专利权人证明书  

专利法律状态证明  

著作权 

著作权登记证书  

著作权权利证明  

著作权人身份证明  

主体身份证明文件  

集成电路布图

设计权、植物

新品种权、地

理标志权等 

权利证明  

权属证明文件  

使用许可合同  

其他佐证材

料 

证明文件 在先权利人同意使用证明文件  

风险识别 
分析，识别、研判相关知识产权潜在

风险材料及应对方案 

 

判决书 相关知识产权法院判决书；  

仲裁书 可公开的仲裁法律文书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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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书 可公开的纠纷调解协议部分内容  

注1：商标注册登记证明是根据商标注册人的请求,由商标局出具的证明商标注册人商标注册的文件。其作用与商

标注册证相同。 

注2：知识产权风险识别可提供专利权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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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知识产权信息检索资源 

知识产权信息检索资源见表 B.1。 

表B.1 知识产权信息检索资源 

国际

/地

区组

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官网 https://www.wipo.int/portal/en/index.html  

专利检索系统 https://patentscope2.wipo.int/search/zh/search.jsf 

全球外观设计数据库 https://www3.wipo.int/designdb/en/index.jsp 

海牙外观设计数据库 https://www3.wipo.int/designdb/hague/en 

世界贸易组织

(WTO)TRIPS 专栏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rips_e/trips_e.htm 

商标注册马德里体

系联网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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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标国际分类 http://www.wipo.int/classifications/zh 

欧洲专利局（EPO） 

官网 https://www.epo.org 

Espacenet 专利检索 https://worldwide.espacenet.com 

欧洲专利登记簿 https://register.epo.org/regviewer 

欧亚专利组织

(EAPO) 

官网 https://www.eapo.org/en 

比荷卢知识产权组

织(BOIP) 

官网 https://www.boip.int/nl 

非洲地区工业产权

组织(ARIPO) 

官网 https://www.aripo.org 

各国

国家

知识

产权

局 

中国 

官网 https://www.cnipa.gov.cn 

商标网 http://sbj.cnipa.gov.cn 

中国及多国专利审查信息系统 http://cpquery.cnipa.gov.cn 

美国 

官网 https://www.uspto.gov 

专利授权、专利申请公布 https://patft.uspto.gov 

专利申请信息查询 https://portal.uspto.gov/pair/PublicPair 

专利权转移查询 https://assignment.uspto.gov/patent/index.html#/patent/se 

英国 
官网 http://www.ipo.gov.uk/search 

专利文献检索 https://www.gov.uk/search-for-patent 

德国 

官网 https://www.dpma.de 

DPMAregister 发明和实用新型检索 https://register.dpma.de/DPMAregister/p 

DPMAregister 外观设计检索 https://register.dpma.de/DPMAregister/gsm/uebersicht  

DEPATISnet 专利检索 https://depatisnet.dpma.de/DepatisNet/depatisnet? 

法国 官网 https://www.inpi.fr 

加拿大 官网 https://www.ic.gc.ca/eic/site/cipointernet-internetopic.nsf/eng/Home  

https://patft.uspto.gov/
https://register.dpma.de/DPMAregister/gsm/uebersicht
https://depatisnet.dpma.de/DepatisNet/depatisnet?window=1&space=menu&content=basis&action=recher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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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数据库 https://www.ic.gc.ca/opic-cipo/cpd/eng/introduction.html 

商标数据库 https://www.ic.gc.ca/app/opic-cipo/trdmrks/srch/home?lang=er 

以色列  

俄罗斯  官网 https://rospatent.gov.ru/ru 

澳大利亚 

官网 https://www.ipaustralia.gov.au 

专利数据检索 http://pericles.ipaustralia.gov.au/ols/auspat 

外观设计检索 https://search.ipaustralia.gov.au/designs/search/quick 

商标数据库 https://search.ipaustralia.gov.au/trademarks/search/quick 

日本 
官网 https://www.jpo.go.jp 

专利/实用新型/设计/商标检索系统 https://www.j-platpat.inpit.go.jp 

奥地利 https://www.patentamt.at/404/ 

韩国 
官网 https://www.kipo.go.kr/eng 

专利检索系统 http://www.kipris.or.kr/khome/main.jsp 

印度 专利检索服务系统 http://ipindiaservices.gov.in/publicsearch 

印度尼西亚 官网 https://dgip.go.id 

泰国 http://www.ipthailand.go.th/en/ 

埃及 www.egypo.gov.eg 

新加坡 官网 https://www.ipos.gov.sg 

菲律宾 https://www.ipophil.gov.ph/ 

土耳其 官网 https://www.turkpatent.gov.tr 

巴西 官网 https://www.gov.br/inpi/pt-br 

阿根廷 官网 https://www.argentina.gob.ar/inpi 

阿尔巴尼亚 https://abipco.gov.ag/ 

南非 官网 http://www.cipc.co.za/za/ 

马来西亚 官网 https://www.myipo.gov.my/en/home/ 

新西兰 官网 https://www.iponz.govt.nz/ 

中国

香

港、

中国

澳

门、

中国

台湾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政府知识产权署 

官网 https://www.ipd.gov.hk 

专利/设计/商标检索系统 https://esearch.ipd.gov.hk/nis-pos-view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

区政府经济及科技

发展局 

官网 https://www.dsedt.gov.mo/zh_CN/web/public/pg_home?_refresh=true 

发明专利检索 

https://www.dsedt.gov.mo/zh_CN/web/public/Pg_ES_AE_QE_PATENT?_refresh=true 

实用专利检索 

https://www.dsedt.gov.mo/zh_CN/web/public/Pg_ES_AE_QE_UTIL_PATENT?_refresh=true  

设计及新型检索 https://www.dsedt.gov.mo/zh_CN/web/public/Pg_ES_AE_QE 

中国台湾经济部 

智慧财产局 

官网 https://www.tipo.gov.tw/tw/mp-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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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知风险提示识产权 

知识产权风险提示见表 C.1。 

表1  知识产权风险提示 

序号 提示信息事项 备注 

1 展会举办地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 原文及参考译文 

2 展会举办地司法判例 原文 

3 境外参展地的海关进行知识产权备案  

4 需进行商业秘密处理的文件  

5 参展应急预案 谈判获得授权或交叉许可，调整参展品及为展示参展品的相关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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