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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非洲

一个备受瞩目的选举年以及自由贸易的承诺

非洲大陆的大多数国家已经做好投票选举的准备，2019年预计会带来许多经济

和商业发展机会。尼日利亚和南非备受瞩目的选举很可能成为今年上半年的头

条新闻。其他一些全国性的选举也将于今年在整个非洲大陆举行。由于很多非

洲国家仍然可能继续由前解放党领导人统治，如塞内加尔的麦基·萨尔（Macky 
Sall），因此预计不会出现很大的政局变动。1

2019年非洲选举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AfCFTA）是

标志非洲 发展的一大亮点。该协议于

2018年3月通过，经签署成员国批准

后将成为非洲覆盖范围最大的 自由贸

易协议。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的签

署改善了非洲大陆的经济状况。该协

议覆盖12亿人口，3.4 万亿美元的综

合购买力，将在制造业、农业、技术

和基础设施发展领域创造新的 市场准

入机会。

目前贝宁、博茨瓦纳、厄立特里亚、

几内亚比绍、尼日利亚和赞比亚六国

尚未签署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博

茨瓦纳和赞比亚正在走相关法律程序

通过协议，而贝宁和厄立特里亚等较

小的国家可能认为该协议具有风险。

非洲自贸区成功的关键国家是尼日利

亚，但是目前正面临着工会和私营利

益攸关方的强烈抵制.2

虽然该协议没有较小经济体签署也可

以实施，但非洲联盟（AU）认为尼

日利亚对实现该协议巨大潜力至关重

要。

1 Deutsche Welle and Martina Schwikowski, “2019: Africa heads into an election year”, Mail & Guardian, 2 January 2019.  
https://mg.co.za/article/2019-01-02-2019-africa-heads-into-an-election-year

2  Tove van Lennep,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I – Is Africa Ready?”, The Helen Suzman Foundation, 2019b. 
https://hsf.org.za/publications/hsf-briefs/the-african-continental-free-trade-area-i-2013-an-introduction-to-afcfta#_ftn19 

主席 – 非洲战略委员会 
联席主席 – 贸易商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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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非洲“争夺战” 
Adams Africa Advisory简介 

SIMON BROWN 

经济增长与旨在促进技术和工业创新与发展的先进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密切相关。

经济学家预测，2019年非洲经济增长率将上升至3.5
％。这一数字实际可能会略低，部分原因是许多司法

管辖区政策的不确定以及获取非洲投资战略所需的关

键经济数据和市场情报所涉及有一定难度。

许多客户愿意在非洲投资的前提是能够轻松获取可

靠信息，从而做出明智的决策。为了满足这种信息需

求，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咨询部门，为我们的客户提

供可靠和富有洞察力的信息，指导他们在非洲的战略

决策。

我们相信，Adams.Africa Advisory将增加我们现有的服

务产品的价值，为知识产权所有者提供额外的数据，

帮助他们非洲大陆制定明智的品牌战略。

Adams.Africa Advisory每个月都会提供有关整个非洲大

陆经济、政治和投资发展以及行业报告的最新信息。

除此之外，Adams.Africa Advisory能够利用非洲大陆研

总统选举

国民议会/参议院众议院/众议院选举

地方选举

其他选举

究团队的综合专业知识，根据客户要求进行量身定制

的研究。

经济发展和投资的关键是非洲国家需要在立法方面取

得重大进展，与发达国家法律进行对标。许多非洲国

家一直在努力制定地方知识产权立法。本报告中提到

了其中一部分。

Adams＆Adams继续参与协助非洲知识产权法的发

展，支持政府、相关部委以及注册管理机构改进相关

程序，同时与整个非洲大陆的伙伴密切合作。

我们的年度Adams & Adams非洲网络（AAAN）会议越

办越好。2018年，会议再次荣幸地欢迎来自非洲大陆

的各个注册管理机构高级官员参加。

虽然2019年非洲的发展前景依然不容乐观。但我们仍

然坚信非洲将继续发展壮大，并且在世界舞台上扮演

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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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批准程序进展3

国家 日期*
肯尼亚 2018.5.10 
加纳 2018.5.10 
卢旺达 2018.5.26
尼日尔 2018.6.08
乍得 2018.6.01
eSwatini 2018.7.01
几内亚 2018.7.01
乌干达 2018.11.28 
科特迪瓦 2018.12.16 
南非 2019.2.10 
塞拉利昂 待定**
马里 待定**
塞内加尔 待定**
纳米比亚 待定**
刚果 待定**
汤加 待定**

毛里求斯 待定**

吉布提 待定**

* AfCFTA批准书交存于AUC主席的日期

** 批准通过，等待交存批准书。

批准状态：即将实施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

82%
批准数量 2019年2月1日更新

已交存批准文书

已通过批准

自从阿比艾哈迈德成为总理以来，埃塞俄比亚经历了

一段和平与繁荣的发展时期。6,7 值得一提的成就包括

准备发射第一颗卫星，埃塞俄比亚的天气监测能力将

得到提升。8 该国新近扩建的亚的斯亚贝巴博莱机场

国际机场现在是非洲最大的机场航空枢纽，绕过迪

拜成为通往大陆的主要门户。9 在艾哈迈德总理领导

下，埃塞俄比亚出现的另一个积极趋势是女性在政府

中的代表性大大提高，内阁的一半成员都是女性。10 
2018年10月， Sahle-Work Zewde经议会通过成为埃塞

俄比亚第一位女总统。11

类似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也发生在卢旺达。卢旺达政府

官员一半以上都是女性，是世界上政治领域女性代表

性最高的国家。12 此外，在2015年推出的“卢旺达制

造”计划推动下，卢旺达在促进当地工业生产和产品

出口上取得了巨大成功。13 尽管开局缓慢，但该计划

在2018年进展迅速，得益于460多家参展商参加了卢

旺达制造博览会，参展商数量在过去四年增长了86％
。卢旺达的出口也因此受益，增长了69％，自2015年
以来国家贸易逆差总额下降了36％。14

移动业务不断发展 

非洲公司正不断崛起，Naspers就是一个例子。这家

南非跨国公司不仅是非洲最大的媒体公司之一，也

是全球风险资本巨头。15 2018年，在电子商务的推

动下，该公司营收增长29％至110亿美元。16 肯尼亚

M-Pesa公司的国外用户数达到了1340万.17 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的移动资金账户数量已经超过了加蓬、加

纳、肯尼亚、纳米比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和津巴布

6 Fergal Keane, “Ethiopia's Abiy Ahmed: The leader promising to heal a nation”, BBC News, 3 February 2019,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46735703 
7 Florian Bieber & Wondemagegn Tadesse Goshu, “Don’t Let Ethiopia Become the Next Yugoslavia”, Foreign Policy Group, 15 January 2019. https://foreignpolicy.

com/2019/01/15/dont-let-ethiopia-become-the-next-yugoslavia-abiy-ahmed-balkans-milosevic-ethnic-conflict-federalism/
8 Nakirfai Tobor, “Ethiopia to launch its first-ever satellite in 2019”, iAfrikan, 17 November 2018. https://www.iafrikan.com/2018/11/17/ethiopia-set-to-launch-its-first-satellite-next-

year/ 
9 George Tubei, “Inside the brand-new biggest airport in Africa, which also features the largest Chinese restaurant on the continent”, Business Insider SA, 31 January 2019.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za/ethiopia-has-just-opened-the-biggest-airport-aviation-hub-in-africa-built-at-a-cost-of-r467-million-2019-1 
10 Florian Bieber and Wondemagegn Tadesse Goshu, “Don’t Let Ethiopia Become the Next Yugoslavia”, Foreign Policy Group, 15 January 2019. https://foreignpolicy.

com/2019/01/15/dont-let-ethiopia-become-the-next-yugoslavia-abiy-ahmed-balkans-milosevic-ethnic-conflict-federalism/ 
11 Laura Wamsley, “Ethiopia gets its first female president”, NPR, 25 Oct 2018. https://www.npr.org/2018/10/25/660618139/ethiopia-gets-its-first-female-president 
12 “Power and Politics in Rwanda”, NowThis, 26 November 2018. https://nowthisnews.com/videos/news/power-and-politics-in-rwanda 
13 “Made-in-Rwanda campaign contributes to increase of export receipts”, Xinhaunet, 26 October 2018.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10/26/c_137558563.htm 
14 Julius Bizimungu, “2018: The year Made-in-Rwanda took off”, The New Times, 3 January 2019. https://www.newtimes.co.rw/news/2018-year-made-rwanda-took 
15 “London Stock Exchange Group”, Companies to Inspire Africa, 2019. https://www.lseg.com/sites/default/files/content/CTIA/2019/LSEG_Companies_to_Inspire_Africa_2019.pdf 
16 Lameez Omarjee, “Naspers posts 29% increase in revenue in half results”, Fin24, 30 November 2018. https://www.fin24.com/Companies/ICT/naspers-posts-29-increase-in-

revenue-for-in-half-year-results-20181130 
17 Patrick Alushula, “M-Pesa users outside Kenya hit 13.4 million”, Business Daily, 29 January 2019. https://www.businessdailyafrica.com/corporate/companies/M-Pesa-users-

outside-Kenya-hit-13-4-million/4003102-4956208-16s8a9/index.html 
18 Toby Shapshak, “Following Mobile Money's Rise In Africa, Mobile Banking Is Now Booming”, Forbes, 27 December 2018. https://www.forbes.com/sites/

tobyshapshak/2018/12/27/following-mobile-moneys-rise-in-africa-mobile-banking-is-now-booming/#7cb82d0dcf3d 
19 Loni Prinsloo, “MTN Prepared for Share Sale of African Online Retailer Jumia”, Bloomberg, 8 February 2019.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2-08/mtn-is-said-

to-prepare-for-share-sale-of-africa-s-amazon-jumia 
20 Daniëlle Kruger, “Mara announces first African-made smartphone”, IT News Africa, 10 November 2018. https://www.itnewsafrica.com/2018/11/mara-announces-first-african-

made-smartphone/ 

3 Tralac, “Status on AfCFTA ratification”, 11 February 2019. https://www.tralac.org/resources/infographic/13795-status-of-afcfta-ratification.html 
4 Real GDP growth: Annual percent change”, IMF DataMapper, 2019, Accessed Feb 1, 2019.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NGDP_RPCH@WEO/OEMDC/ADVEC/WEOWORLD
5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Sub-Saharan Africa”, 10 Oct 2018. http://data.imf.org/?sk=5778F645-51FB-4F37-A775-B8FECD6BC69B

部分非洲国家未来一年发展态势向好。2018年，科特

迪瓦、埃塞俄比亚和塞内加尔等国经济年增长率超过

6％。4 这种趋势很可能在大型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

的支持下持续存在，包括贸易增长。利比亚除外，该

国的大部分经济增长来自石油收入和政府支出，埃塞

俄比亚有望成为非洲表现最好的经济体。

政治不确定性中的经济增长潜力

韦等地区的传统银行账户，其中超过40％的移动用户

也是活跃的移动货币客户。非洲第一家在线银行Bank 

Zero在南非的成立将进一步颠覆传统银行业。18

尼日利亚最大的在线销售网域Jumia目前为13个非洲

国家提供服务，并计划今年在纽约上市，市值预计达

15亿美元。这一进展对Facebook和谷歌这样的互联网

巨头尤其具有吸引力，他们正在努力拓展到非洲大陆

偏远和贫穷地区市场。19

需要考虑的是，Jumia相当一部分股份（达40％）是

由另一家非洲跨国公司MTN持有。在最近对MTN尼日

利亚处以罚款之后，MTN可能会寻求以上市为契机

筹集6亿美元以减少目前的罚款。尽管如此，Jumia和

MTN仍然认为西非地区存在长期机遇。

与移动行业联系紧密的是推出非洲新款名为

Maraphone的 智能手机。Mara集团是一家快速发展

的非洲多部门商业服务公司，于 2018年底宣布生产

第一台非洲制造的全尺寸智能手机。20 这不仅意味 着

非洲制造能力的提升，而且有助于为非洲大陆提供就

业和商业机会。这一智能手机将在卢旺达和南非进行

生产。 

非洲最大经济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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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 卢旺达 加纳 科特迪瓦 塞内加尔 吉布提 坦桑尼亚 贝宁 肯尼亚 乌干达 布基纳法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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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TORIA 
SOUTH AFRICA 

非洲知识产权网络周 | 2018
第六届年度非洲网络会议在南非比勒陀利亚的Adams & Adams办事处举

行，代表非洲45个司法管辖区的知识产权从业人员和登记处官员参加了会

议。这仍然是非洲大陆同类会议中规模最大的会议。

2018年会议主题是“知识产权在新兴经济体增长战略中的作用”。Adams＆Adams主
席Gérard du Plessis在开幕致辞中强调，如果会议一致同意知识产权确实是非洲增长的

核心，那么需要对非洲大陆流程和系统状况进行有力的分析和讨论。

演讲嘉宾Drybath的发明者Ludwick Marishane对知识产权理念提出了质疑，强调了教

育人们保护自己的想法和对想法进行变现 的两难困境。会议期间，与会官员经常被

问到这个问题。

Fleurette Coetzee女士是南非公司和知识产权委员会

（CIPC）商标部门负责人，她与注册局、区域组织

官员进行了小组讨论。这为非洲知识产权组织、尼

日利亚和津巴布韦的代表提供了了解数字化最新进

展的机会。 发布的报告显示出令人鼓舞的迹象，表

明注册管理机构正在取得重大进展，同时也突显出

资源短缺的挑战以及新注册管理机构工作人员技术

不够熟练的问题。

自从举办非洲网络会议以来，这是首次品牌所有者

受邀讨论他们在非洲的品牌战略。Absa和AB InBev
都提供了有关其在非洲备案策略的信息，并对一些

注册管理机构在商标注册方面的沟通问题感到遗

憾。“在启动或重新启动品牌时注册的时间（和确

认）至关重要，我们需要确保在知识产权登记处

的合作伙伴了解我们行业的压力，“ABSA Group 
Limited集团法律知识产权部主任Taryn van Schalkwyk
评论道。

Adams＆Adams高级助理Lita-Miti Qamata成立一个知

识产权 从业人员协调小组，他们分别就尼日利亚、

乌干达、肯尼亚和南非的 一些诉讼事宜发表评论，

随后是合伙人Kelly Thompson发表演讲，曾在特朗

普、推文和Twitter明星时代讨论过标签和品牌保护

问题。

非洲许多国家目前没有对专利申请进行任何形式的

审查，但正在考虑这样做。合伙人Danie Dohmen在
与ARIPO区域机构以及埃塞俄比亚和马达加斯加知识

产权局官员的访谈中探讨了各种专利审查方法。

Werina Griffith（合作伙伴）关于快速原型的闭幕演

讲为非洲 网络会议的讨论做出了完美预测，并警

告称，如果会议认为知识产权对非洲新兴经济体的

成功至关重要的话，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颠覆性技术

需要从立法和行政角度作出快速且具有洞察力的回

应。

知识产权在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战略中的作用

2019年非洲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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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非洲地区工业产权组织(ARIPO)行政
理事会会议，纳米比亚温得和克

非洲地区工业产权组织(ARIPO)行政理事会第42届会议于2018年11月19日至23日
在纳米比亚温得和克举行。Adams＆Adams 合伙人，Mariëtte du Plessis 和 Nicky 
Garnett以及非洲业务经理Menzi Maboyi出席了会议。

十九个会员国中有十七个出席了本届会议，包括两个观察国毛里求斯和塞舌尔。

纳米比亚共和国工业化、贸易和中小企业发展部副部长Lucia Ipumbu荣誉嘉宾在

理事会上  发言，并正式启动了第四十二届行政理事会会议。

虽然Adams＆Adams总部位于南非，但由于莫桑比克是ARIPO成员，我们可以通过

莫桑比克办事处直接与ARIPO合作。自2009年以来，我们一直以这种方式运营，

目前我们是ARIPO专利系统的最大用户之一。

理事会通过了“班珠尔和哈拉雷议定书”（分别涉及商标和专利、工业品外观

设计和实用模型）及其实施细则的修正案，这些修正案是基于就工业产权相关

ARIPO议定书改进工作。

2018年专利申请数4年来首次

上升，在过去十年里非洲地区

工业产权组织（ARIPO）专利

申请数排名第二。

2018年数据

非洲地区工业产权组织 (ARIPO)最新进展

2009 – 2018年非洲地区工业产权组织(ARIPO)专利申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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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非洲地区工业产权组织行政理事会会议 

Nicky Garnett (合伙人) 和非洲
地区工业产权组织ARIPO总干事
Fernando dos Santos先生 

我们的电子邮件和网络域名已经变更

Adams &  Adams. 扎根非洲

@Adams.Africa@Adams.Africa
Adams &  Adams. 扎根非洲

总数

总数

2019年非洲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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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为非洲地区工业产权
组织(ARIPO)成员和观察员国提供的专
利撰写课程 | 哈拉雷，津巴布韦

ARIPO加大在非洲开展知识产权管理技能
的努力

James Davies和其他工作组成员

2018年12月，非洲地区工业产权组织（ARIPO）主办

了一次会议，讨论非洲大学和研发机构的知识产权管

理问题。会议的目的是探索培养非洲知识产权人才的

方法。

该倡议与非洲大学合作，旨在促进知识产权领域的

能力建设，特别是知识产权硕士学位课程，由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WIPO）联合提供，日本政府提供财政

援助。

ARIPO总干事Fernando Dos Santos在会议开幕式上提

到：“知识产权已成为一种国际工具，各国通过将其

人民的创新和创造能力转化为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

促进经济发展和增长。”

“越来越明显的是，只有那些权利得到有效保护和利

用的国家才会实现文化和经济进步。正因为此，我们

认为利用知识产权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通过大学和研

究与发展机构，许多年轻人 追求不同的学术目标和

兴趣，以提升自身能力，支持国家发展。” 截至目

前，来自26个非洲国家的近300名学生毕业于非洲大

学的知识产权硕士课程。

2016年，ARIPO对知识产权硕士课程毕业生进行了追

踪研究。 结果显示，许多毕业生目前活跃在自己国

家知识产权业内，积极制定 国家和机构的知识产权

法律政策，还有一部分毕业生则在大学和学院教授知

识产权课程，或通过各种国家知识产权意识项目分享 
知识产权专业知识。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为ARIPO（非洲地区工业

产权组织）成员和观察员国家安排了为期五天的专利

撰写课程，时间为2018年9月3日至7日。这是与ARIPO

合作并在JPO（日本专利局）的协助下组织的。James 

Davis是Adams & Adams的合伙人，也是该课程的三位

协调者之一。其他协调人是来自英国和日本律师事务

所的专利律师或专利撰写专家。该课程地点在ARIPO

位于哈拉雷的总部。

本课程的目的是提高ARIPO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目标参

与者撰写专利申请的能力和技能，并使他们熟悉有助

于他们更好地确定专利说明范围的新技术。该计划针

对非洲大学和研究与发展机构的技术转让处或创新中

心的潜在管理人员。来自博茨瓦纳、埃塞俄比亚、

加纳、肯尼亚、马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

利亚、塞拉利昂、苏丹、斯威士兰、坦桑尼亚、乌干

达、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约30名人员参加了该课程。

该课程包括导师计划，其中给参与者布置作业和协调

者的反馈。

非洲地区工业产权组织 (ARIPO)最新进展

2019年非洲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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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知识产权组织(OAPI)最新进展 

受保护的地理标志项目进
入第二阶段
如何选择产品？

这是在非洲知识产权组织（OAPI）总部举行的研

讨会的中心议题。研讨会回顾了非洲知识产权组

织覆盖地区开展的农牧业和手工产品识别和选择

结果，这些结果可作为地理标志纳入保护措施。

以下产品已在考虑范围内:
   贝宁的Gari sohui面粉和Agonlin油。

   喀麦隆的红可可和巴菲亚菠萝。

   科特迪瓦的Attiékédes Lagunes和BaouléPagnes。
   几内亚的Friguiagbé’s菠萝。

一经确定，产品选择将启动一项长期工作，能够

让这些产品得到OAPI授予“受保护的地理标志”

标签。

尼斯分类法

OAPI知识产权局最近发布了一则通知，告知商标

所有人、代理商和OAPI区域系统的所有其他用

户，商标注册处采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版本

的尼斯分类系统，即第

11版（2019年版）。

2018年版的第11版于2019年3月31日失效，但注

册管理机构 有权在必要的情况下，对2018版本

提交的商标申请中的指定商品 或服务进行重新

分类。重新分类不会收取任何官方费用。

目前尚不确定是否会实施重新分类，因为尼斯分

类系统的最新 版本增加了200多种新的商品/服务

描述，增加的描述旨在详细 说明每个现有类别

下现有货物描述和服务。

OAPI知识产权局还建议，2019版尼斯分类第11版
中所述的商品和服务类标题将在会出现在2019
年“知识产权官方 公报”的所有版本中。

班吉协议的创新之处

为了使班吉协定的条款和功能现代化，OAPI行政

理事会提交了该协定的修订版，该协定于2015年
在马里巴马科 签署。只有在所有17个成员国批

准通过这些提议后，才会正式 采用这些修改措

施。

2018年10月，经过大约三年的讨论，OAPI举办了

一场研讨会并邀请当地代理商和利益相关者讨论

如果批准通过拟议 修改，将如何影响区域知识

产权制度的运作和改进。

部分修改提议:目前的OAPI法规没有对知识产权

（IP）申请公布作出规定。但是，经修订的“班

吉协定”将允许公布 申请。 就专利申请而言，

如有任何专利详细描述、权利诉求和 附图，应

和申请公布一起随附上。但是这种情况不适用于

国际申请（专利合作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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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注册声音商标、视听（可移动）商标、系

商标和证明商标。

  将起草和实施地理标志登记相关修改规定。

  现行“班吉协定”附件三第18（1）条规定，

商标公布之日起六个月为异议期，且不可延

长。修订后的协定规定，商标公布之日起三

个月为异议期，目前尚不清楚新修订的异议

期期限是否可以延长。

 “班吉协定”对“所有权要求”程序作出了 体
规定，通过该程序可以在商标公布之日 六个

月内（即异议期内）对已公布商标的注册提

出申请。所有权要求可由任何人提出，条件

是提出者应具有即将注册商标的先前权利（

通常基于OAPI区域内商标的先前使用证据）

。修订协议也将提出所有权要求的期限修改

为三个月。

此外，修订协议规定，一旦相关商标进行注册阶

段或签发商标注册证书，先前权利的所有人可以

向任何成员国的相关民事法院提出所有权要求，

对于向当地法院提出所有权要求的截止日期或期

限没有作出规定。 

  “班吉协定”规定，可在向当事方作出决定通

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上诉委员会提出对本组

织反对决定的上诉（附件三第18（4）条）。

在实际执行中，相同的上诉期限同样适用于

所有权诉讼程序。修订协议规定，上诉期限

将缩短至六十天，从当事方收到组织决定之

日起可以上诉。

  该协议明确规定，成员国的国家法院就知识产

权的有效性作出的最终裁决在所有其他成员

国均具有执行效力，无需其他成员国授予领

事证书或进行官方确认。

修订协议（须通过所有成员国批准）的相关规定

无疑会改革商标的起诉和诉讼程序以及OAPI对这

些程序的管理。

尽管如此，仍无法确定成员国何时会批准通过修

订协议，将其纳入法律。也无法确定在纳入法律

之前，成员国是否会提出进一步建议和修订意

见。

Adams & Adams合伙人Nicky Garnett
和非洲知识产权组织OAPI总干事Denis 
Loukou Bohoussou先生

总数

2019年非洲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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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机会 & 担忧

+  可见的未来里，蓬勃发展的能源部门仍将
是经济的主要推动力

+   建筑业是一个主要的经济部门，并且随着
国家基础设施，包括电网的扩建，建筑
业仍会非常繁忙

+    向年轻人群倾斜的人群的医疗保健和教
育行业将持续增长 

–    主要投资必须涉及执政的dos Santos家族

–    腐败影响了商业活动的透明度

–    以石油为主导的经济需要多样化但缺乏激
励变革的政治因素

安哥拉
拜访登记处

2019年2月，Elio Teixeira（合伙人，Adams & 
Adams莫桑比克）前往安哥拉访问我们在罗安

达的律师事务所，并与安哥拉知识产权研究所

（IAPI）的高级成员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并

澄清某些注册管理机构的做法和指令，以及对长

期未决事项采取的后续行动。

推动登记处的发展

我们很高兴地报告，安哥拉长期未完成的专利

申请取得了积极进展。在过去15年里，安哥拉

几乎没有专利申请接受或核准。然而，经过与

安哥拉知识产权研究所的长期讨论，安哥拉的

专利申请处理取得了积极进展，一些申请正在

公布阶段，并在2019年头几个月开始批准。

 

我们在拜访安哥拉知识产权研究所时发现，确

实正在着手处理这些长期未完成的申请，我们

期待在未来几个月中在这方面取得更多积极的

进展。

第二期记录更新正在进行中

安哥拉工业产权局于2015年启动了一项重组项

目，旨在规范长期未决案件，从而促进非洲知

识产权保护。当时，登记处要求提供与登记处

有关申请号在1至5000之间的所有商标的记录有

关的更新文件信息。

和预期一样，第二次通知发布在工业产权公告

11/2017中，其中申请号为5001至20757的案件

的正式记录必须通过向登记处提供有关所有待

决案件的证明文件来更新。包括已经获批的商

标，但这些商标的授予通知书或注册证书尚未

颁发。

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办事处代表公司与登记处的

官员合作。我们获得了关于目前复杂程序的宝

贵的第一手知识与信息。由于在首次重组项目

中遇到的困难经验累计，使得第二个正规化项

目进展较为顺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遵守

通知中规定的2018年11月24日的最后截至期

限。登记处没有说明该项目何时结束。因此，

我们会在获得信息时告知客户个人事宜。

商品商标防伪行动

2018年11月，对安哥拉警察海关和刑事调查司

（SIC）的成员进行了培训。作为一项实践练

习，在Kikolo市场附近的一些商店内开展了培

训。

Adams & Adams为安哥拉海关官员举办的年度产

品鉴定研讨会将在 2019年和2020年继续进行。

安哥拉知名商标保护

虽然 1992 年第 3/92 号令《安哥拉工业产权法

案》没有明确规定著名商标的保护条款，但事

实上，著名商标可在安哥拉得到一些保护。

在实践中，如果商标属于对在安哥拉的著名商

标的复制、模仿或转化，用于相同或类似的商

品或服务，且容易引起混淆，则注册局将拒绝

或废除该商标。即便商标用于不同的商品或服

务，但若属于对在安哥拉的其他高知名度商标

的复制、模仿或转化，且使用该商标是为了占

据不公平的优势，或可能对其他商标的独特性

或声誉造成损害，则亦会拒绝或废除该商标。

 
与《莫桑比克工业产权法典》中的定义类似，

如果商标因为在安哥拉推广而在相关本地公众

中众所周知，则安哥拉注册局认定该商标为著

名商标。如果商标因为在安哥拉或全球范围内

的推广而在相关本地公众中众所周知，则该商

标将被认定为高知名度商标。

值得注意的是，需记住一个重要的事实：在根

据在安哥拉的“著名”商标状态提起反对诉讼

时，著名商标或高知名度商标的所有人仅可在

其在安哥拉已注册或申请注册商标的地方提起

诉讼，尽管申请后他们想要提起反对诉讼。

尽管严格来说安哥拉并不是遵循“申请在先”

原则的管辖区，但鉴于相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著名商标的保护和执行，很难预测政府部门在

著名商标方面会遵循怎样的保护原则。最近商

标异议裁决中似乎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如果

是外国实体（而不是本地实体）申请注册你想

要反对的商标，就更容易根据著名商标权利赢

得反对诉讼。

但在所有情况下，无论是莫桑比克还是安哥

拉，著名商标所有人均需要提交大量关于商标

知名度的有力证据，最好包括在说葡萄牙语的

国家当地的使用或认可的证据（如有）。可以

是开具给本地实体的发票、有存货的本地零售

商的名单、任何特定国家的网站或社交媒体个

人资料、任何本地或至少葡萄牙语的广告或本

地新闻文章，或其他提及该商标的出版物。

尽管安哥拉于 2007 年 12 月 27 日加入了《保护

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但注册局在审议针对当

地安哥拉实体提起的反对诉讼时似乎不太在意

有关保护著名商标的规定。

理想的做法是，著名商标所有人应该优先考虑

在安哥拉提交他们自己的商标申请，以免被狡

猾的企业家抢先一步。

在实际训练期间参观的部分商店

2019年非洲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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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员Tim Moalusi先生与登记员助理Malebogo Selemogo女士知识产权局办公楼

贝宁
商标防伪培训

2018年9月，Adams & Adams受邀参加并在贝宁举办的世界海关组织（WCO）培训和研

讨会上提供商标防伪培训。

贝宁、尼日利亚和其他非洲国家海关当局也出席了会议。非洲其他国家的代表表示想

在各自国家举办类似的培训研讨班。

关键机会 & 担忧

+ 贝宁的文化，动植物可以为与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旅游业
固基础

+ 在充足的降雨条件下，工业化农业可以取代自给农业

+ 水力发电用于出口是一种利用该国河流的清洁能源方法

–    必须提高教育水平以降低文盲率，并且需要进行劳动力
技能培训

–    原始基础设施阻碍了货物运输和公共服务的实施，加剧
日常生活困难

–    贫困充斥着贝宁人民的生活，童工比例极高 

关键机会 & 担忧

+ 支持商业发展的政府，基本上没有腐败，对外国投资者持
欢迎态度

+ 经济部门补充并最终取代采矿业，通过政府援助充分发挥
每项优势

+ 全国范围内公路、铁路和航空基础设施以及城市中心扩建
确保建筑行业繁荣

–    这个干旱的国家正致力于确保住宅生活和工业发展供水

–    沙漠环境中的可耕地很少，粮食生产受到灌溉条件的限制

–    边际土地荒漠化也阻碍了粮食生产，必须恢复生产用途 

博茨瓦纳
拜访登记处

2019年2月，Adams＆Adams团队，包括Eugene 
Honey先生（合伙人），Nthabi Phaswana女士（

合伙人），Kareema Shaik女士（资深律师）和

Shakes Mashaba先生（行政文员）前往博茨瓦

纳访问我们的合作伙伴办公室以及知识产权局

（CIPA）位于Gaberone新中央商务区的新址。

团队与登记处官员Tim Moalusi先生会面，讨论

注册登记处的运营并提出在登记处中遇到的相

关问题。 

特别是，我们在授予博茨瓦纳专利局提交的专

利申请方面遇到了延误。登记处官员允许我们

在其团队的监督下对文件进行实地检查，并讨

论解决积压问题的解决方案。

我们参观了宽敞整洁的新办公室。我们还看到

了由知识产权局（CIPA）运营的工业产权自动

化（IPAS）系统。

登记处正取得积极发展，中短期内数字化是其

主要焦点。 

海关培训 

非洲大陆持续开展商标防伪活动，我们的商标

防伪团队越来越深入地与当地执法机构展开合

作，通过培训和联合行动打击非洲国家生产假

冒产品的行为。

2018年5月，Adams＆Adams的代表在哈博罗内

与博茨瓦纳对警察局成员进行了海关培训。

商标防伪培训研讨会

2019年非洲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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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隆迪
商标续展的截止日期 

在布隆迪的商标持有人应实时注意截止日期的

临近，因为这可能影响到他们在该国的商标。

布隆迪工业产权第1/13号法于2009年7月28日
开始实施，目前处理该国商标的注册和执行。

根据以往的商标法注册的商标，即申请日期为

2009年7月27日或更久之前，必须在2019年7月
28日或之前续展（即在现行法律实施之日起10
年后），以确保这些商标仍然有效和可执行。

根据现行法律，商标注册有效期为10年，自相

关商标的申请日起计算。 因此，根据商标持有

人的选择，2009年7月28日或之后提交的商标

可在申请十年后续展，之后每隔十年续展一

次。 

关键机会 & 担忧

+ 人道主义工作在贫困人口占比达80%的
国家是一项重要的外国资助服务

+ 布隆迪的土壤和气候非常适合种植咖啡
和茶叶以及促成农业的基础

+ 坦噶尼喀湖风景区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
机会

–    独裁政府和权欲熏心的总统完全控制了
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

–    布隆迪的优秀人才和高效率工人因害怕
被屠杀，正和50万难民一起逃离

–    可能对该国采取国际制裁以惩罚其政府
官员

关键机会 & 担忧

+ 扩大水产养殖，特别是居住在沿海水域的
龙虾和金枪鱼

+ 旅游业是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可以在现有
基础设施基础上提出新的旅游倡议

+ 需要发展新的农业技术来满足依赖进口粮
食的岛屿的需求

–    长期缺水阻碍经济发展，威胁居民健康

–    由于经济机会有限，青年寻求海外工作，
当地人口的迁出是一大显著社会问题

–    该岛拥有独特的土著动物，有利于旅游业
发展但受到人类开发活动的威胁

佛得角
拜访登记处 

Adams & Adams 莫桑比克合作伙伴Elio Teixeira
于2019年1月前往佛得角的Praia，会见了佛得

角知识产权研究所所长Abraão Andrade Lopes先
生。

我们很高兴地报告，登记处的业务正在逐步改

善，研究所工作人员与登记处齐心协力减少积

压事项。

知识产权期刊目前定期出版（在过去三年里平

均每年出版三到四次期刊） - 与往年相比有显

着的改善。但是，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该国何

时打算加入主要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即“巴

黎公约”和专利合作条约。

此次访问之后，佛得角知识产权研究所发布通

知，告知不需要授权书来支持提交使用意向声

明（DIU），也不会签发任何备案证明。期刊发

表后即完成备案。

A&A 莫桑比克办公室Elio Teixeira,  联合办公室Teresa Livramento 
Monteiro, 佛得角知识产权研究所主席Abraão Andrade Lopes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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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线上专利申请的引进

根据整个非洲大陆的发展情况，改善知识产权

局的普及率并简化获取知识产权的相关程序，

埃及专利局已开始实施允许在线提交专利申请

的程序。我们将在未来对进一步的发展进行汇

报

商标申请 – 上诉判决

多年来，商标审查严重滞后商标申请。应对措

施见效不明显，推翻上诉的可能性不大，但是

登记处处理事务的能力有了很大改善。在很多

情况下，商标申请和审查的时间间隔不到12个
月，现在诉讼理由更加合理，上诉委员会的裁

决更顺理成章。

埃塞俄比亚
专利引进 – 更新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少数几个不是专利合作条约

或“巴黎公约”成员国的国家之一，并且是世

界上少数几个认可提交专利引进的国家之一，

即可以在该国注册已在外国获得的专利的国

家。不幸的是，1995年的《发明、次要发明和

工业品外观设计公告》对其要求和程序的信息

寥寥无几。迄今为止，在已受理并成功注册申

请的案件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但是，上诉法庭最近做出的一项决定已经确认

了EIPO（埃塞俄比亚知识产权局）的立场，即

只有在审查管辖区内授予专利的情况下才能批

准专利引进申请。作出该决定的依据是埃塞俄

比亚是一个审查管辖区，不允许在埃塞俄比亚

授予非审查知识产权局授予的专利。

关键机会 & 担忧

+ 埃塞俄比亚在2017年超过肯尼亚成为东非
最大的经济体，为投资者提供各个商业
领域的机会

+ 不断改善的国家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和多
样化的基础

+ 埃塞俄比亚山水秀丽，文化资源丰富，可
以加快旅游业发展速度

–    教育水平仍然很低，大部分人口都靠自给
农业生存

–   2016-2017紧急状态对国家民主来说是一
次重大的倒退

–    与厄立特里亚之间未缓解的紧张局势可能
会在国内种族紧张局势升级时爆发战争

关键机会 & 担忧

+ 利用扩建的苏伊士运河和埃及的地理位置
作为地区枢纽的交通优势，运输容量扩
大

+ 蓬勃发展的旅游业是非洲最成功的产业，
并且没有受到恐怖主义事件的影响

+ 教育机构不断增加，消费者对通信技术的
需求不断扩大

–    2011  -  2014年政治动荡后的经济间断性
复苏

–    专制统治的政府，优先考虑安全而不是公
民自由

–    压迫性的媒体环境抑制了重要新闻和信息
的自由流动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举行地区会议

2018年10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与科学技术部（MOST）和埃塞俄比亚知识产权局

（EIPO）合作主办了一场主题为“非洲最不发达国家（LDC非洲）创新和技术能力建设伙伴关系”

的地区会议。 来自20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讨论，并在就创新、技术应用和能力建设举措有关的主

题展开了讨论。

中国专利局协助专利审查员培训

2016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与埃塞俄比亚知识产权局（EIPO）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MOU），以合作开展知识产权事务。2018年11月，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为埃塞俄比亚知识产权

局的专利审查员提供培训。

此外，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还为埃塞俄比亚知识产权局的4名工作人员提供奖学金，以参加中国的

知识产权法硕士课程。

加纳
商标防伪训练

2018年10月，对加纳海关的成员，包括海关副专员进行了培训。此前，

海关要求Adams & Adams定期展开培训，以便将来协助扣留货物和‘搜

查和扣押’的行动。

关键机会 & 担忧

+ 不断开采石油储藏，使经济多样化，不依赖于易受天气影
响的农业

+ 良好的教育是国家标准，政府不断提供社会服务

+ 优秀的区域和国际贸易联系促进了旅游业和商业发展

–    政府采取必要的紧缩措施以保持支出与收入保持同步的速
度缓慢

–   糟糕的城市规划是城镇困境的根源，一些乡镇贫民窟几乎
无法居住

–    犯罪是一大社会问题，腐败持续阻碍了善治张局势升级时
爆发战争

2019年非洲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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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迪瓦
可口可乐成功实施了非洲知识产权组织

（OAPI）商标注册

阿比让商事法院根据其拥有非洲知识产权组织

商标注册的知名商标 ，对可口可乐公司

发起的商标侵权和商标撤销作出了有利决定。

侵权商标是ICE COOL COLA标志，样式类似于

 商标的典型样式。该商标已经在非洲

知识产权办公室注册，并且还在科特迪瓦出售

的可乐饮料产品上使用。

关键机会 & 担忧

+ 可可豆是一种长期可盈利的出口产品和经
济支柱

+ 其他农业生产已在建立海外市场，随着国
家政治逐渐稳定，生产正不断增长

+ 开采海上石油储藏将显著改变该国的经济
构成

–    与加纳的海上边界领土争端加大了海上石
油勘探的不确定性

–   落后的制造业意味着工厂投入和消费品仍
然依赖进口

–    尽管近几年取得经济发展，但是可可豆种
植园使用童工和巨大的社会不平等是主
要的社会问题

考虑到ICE COOL COLA标志与其  标志，

瓶子的形状和产品的起色之间的相似性，可口

可乐公司担心ICE COOL COLA商标的注册和使

用将会引起消费者欺骗和混淆。虽然发出禁令

后，产品已经退出市场，但商标注册所有者拒

绝注销该商标。因此，可口可乐公司被迫提起

诉讼，取消ICE COOL标志商标注册，此外还要

求法院命令禁止使用该商标。

被告辩称该诉讼是可口可乐公司企图垄断“

可乐”一词，并声称对“可乐”产品使用的“

红色”的专属权。然而，商事法院驳回了这

一论点，并表示此案和“可乐”这个词无关。

相反，对此案的裁决需要对两个商标进行全面

比较，并且在进行比较时很容易看出ICE COOL 

COLA标志的设计几乎与 商标的图形设

计完全一致。

因此，法院认为，由于  商标声誉受损

的程度而加剧了混淆的风险，因此注销了ICE 

COOL COLA标志商标。基于上述理由，包括商标

所有人及其被许可人在内的被告也被勒令禁止

使用该商标。 

肯尼亚
商标防伪培训

2018年10月，Adams & Adams代表在内罗毕和

蒙巴萨为商标防伪机构（ACA）成员举办了商标

防伪培训讲习班。Adams＆Adams继续与ACA成
功合作，我们的团队与商标防伪机构成员进行

了多次商标防伪和产品识别培训。

在肯尼亚的吹毛求疵 | 商标争端

在Style Industries Limited和Sana Industries Co.Ltd 
[2018] eKLR一案中，原告Style Industries寻求对

被告Sana Industries（原告的长期竞争者）的

临时禁令和搜查令。双方都在肯尼亚做接发生

意。

原告通过收购了VIP COLLECTION商标前任公司的

关键机会 & 担忧

+ 完善的基础设施有助于商业、工业和运输
发展

+ 由于旅游基础设施完善，从大局来看，肯
尼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受欢迎的旅游目
的地

+ 肯尼亚拥有充满活力的企业家道德，受过
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是中非和东非的经
济先导者

–    政府不改正腐败现象，抵制批评

–   青年党的恐怖袭击是一个重大的安全威
胁，目前没有有效的反制措施

–    新的不满可能会破坏族群和谐

资产从而使其在肯尼亚获取了该商标的所有权

以及该商标附带的商誉，该商标包含了第26类
分类的“头发添加物、发件和发辫、编织物和

假发”。

原告声称，2017年10月，他注意到其名下带有

VIP COLLECTION标志的产品营业额大幅下降，

原告称原因是被告也在进行带有VIPPREMIUM 
COLLECTION标志类似产品的销售。

原告要求法院提起诉讼，声称被告的行为侵

犯了其使用VIP COLLECTION商标的专有权，除

非法院予以限制，否则被告将继续侵犯。发

起搜查令的原因是可以让原告进入被告的公

司所在地，有全口牙已经使用的VIP PREMIUM 
COLLECTION商标的产品，直至最终作出诉讼裁

决为止。

被告辩称，原告使用的VIP COLLECTION商标是

为了证明其商品的质量，而不是作为商标。

还声称原告表示其因被告行为而遭受到经济

损失的说法站不住脚。被告还辩称，其VIP 
PREMIUM COLLECTION标志的样式和原告的VIP 
COLLECTION标志完全不同。

尽管如此，法院仍然判决： 

1. 原告已对侵犯商标的案件给出了表面证据;
2. 原告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并且无法通过

赔偿来获得足够的弥补; 
3. 因原告原先就有VIP COLLECTION商标的使

用权，故便利性衡量更偏向于原告。并

且，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使用VIP PREMIUM 
COLLECTION商标的被告从未对原告的商标有

效力提出过任何异议。

但是最终法院并没有发出搜查令。法院认为，

由于原告没有给出任何证据表明被告会销毁证

据，因此搜查令毫无意义。此外，双方此前

都在陈述中已经引用了被告使用冲突标志的证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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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拒绝发出搜查令，否则原告可以获得被告

业务的相关信息，由此获得没有充分根据的不

公平优势。法院的这一决定似乎很明智，法律

的根据也实事求是。无论原告的商标是否会因

为属于通用商标能够承受抨击，就像被告声称

的那样，可有又是另一回事了。

打破纪录 | 肯尼亚版权争端

在Incognito Productions Limited和另一个国家媒

体集团[2018] eKLR的案件中，原告要求对被告

进行临时禁制，以限制未经授权使用其知识产

权。双方从2005开始建立商业关系，与肯尼亚

的音乐电视节目The Beat有关。然而，该节目糟

糕的收视率引起双方讨论需要对该节目进行改

造，从而使今年早些时候推出了LIT360。

LIT360的目标是能够逐渐发掘并培养当地的音乐

人才。原告声称被告盗用了他们的概念，这一

概念是形成LIT360的基础。原告的观点是基于双

方曾在2017年共享的商业提案。具体而言，原

告声称已经以文学和视听作品的形式与被告人

对LIT360的表达形式进行了分享，并且这些作品

受到肯尼亚版权的保护。

法院驳回了原告的临时救济令申请，但提出

了几项与主诉有关的意见。具体而言，法院指

出，初审法院需要确定是否：

1. 1. LIT360确实是对The Beat的改进，由被告

已经拥有的专有信息创建而成，或者正如原

告所暗示的那样，LIT360是否是一项侵犯其

版权的独立且独特的作品;

2. 原告正在寻求对概念的版权保护。LIT360似
乎源于商业提案，最终形成试点节目，以有

形的形式交付给被告。很明显概念版权的观

点并不成立;

马拉维
马拉维加入马德里体系 

2018年9月2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称，马

拉维递交了加入“马德里议定书”的文书，马

拉维成为了马德里体系的第102个成员。

马德里体系使马拉维的商标所有人能够在多达

117个地区提交单一的国际商标保护申请。“马

德里议定书”将于2018年12月25日在马拉维开

始生效。

马拉维目前的商标立法没有规定商标在马德里

议定书中的注册。然而，在2018年2月2日，马

拉维总统批准通过了2018年第2号“商标法”

（“新法案”）。新法案规定了马德里商标在

3. 根据肯尼亚版权法的要求，原告的概念必须

是原创的。但是被告声称原告的概念和在美

国播出的另外两档节目非常类似。原告则辩

称，有关节目是通过YouTube播出的，而他

们的概念设想是通过电视和广播进行节目联

播。目前尚不清楚这种播出形式的差异是否

会影响原创性的确定性。

法院认为，目前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侵犯版

权的主张。法院同时还拒绝了判决临时禁令，

拒绝的理由是这样会使同样投资LIT360的被告人

及其保荐人和附属公司遭受损失。

本案的最终决定备受期待，因为法院似乎需

要在版权法背景下制定有关原创性的法律。此

外，这一案件将揭示一个想法的概念或表达需

要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实体形式才有资格获得版

权保护。

放宽对肯尼亚工业设计应用的申请要求

在非洲，肯尼亚法律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保持

着领先的地位。肯尼亚的法律不断更新，以使

其符合国际标准，并实时确保知识产权注册系

统能更方便用户使用。多年来，由于要求提交

设计样本，很多用户不愿直接在肯尼亚提交设

计申请。大多数情况下，拟议的设计不可能符

合提交实体样本的要求。在这方面，用户倾向

于通过在指定肯尼亚的ARIPO（非洲地区工业产

权组织）提交设计申请来获得肯尼亚的设计保

护。在颁布2018年“杂项法修正案”时修订了

2001年“肯尼亚工业产权法”的各项规定后，

废弃了申请时需要提交样本的繁琐要求。

关键机会 & 担忧

+ 农业生产性土地可生产多种可出口的商品，其产量还可增加

+ 低冲突和没有恐怖主义威胁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础

+ 改革派政府正试图解决腐败问题并激励商业投资

–    属于内陆陆国家非常贫穷，且自然资源非常匮乏

–   政府腐败阻碍了企业发展和日常生活

–    人口的快速增长阻碍了社会和经济发展

马德里议定书中的注册。然而，该新法案尚未

成为法律并将在部长根据宪报刊登的公告指定

的日期后才能开始实施。鉴于目前登记处面临

的挑战，特别是缺乏完全数字化的记录，我们

强烈建议目前还是通过国家商标保护，直到马

拉维商标局实现完全自动数字化并且马德里指

定能够在新法案里得到明确的执行。

任命新注册局局长

2018年10月，在前总书记Chapusa Phiri先生突然

重新调动到另一个政府部门之后，Chikumbutso 
Namelo先生被任命为新的知识产权登记处注册

官。

2019年非洲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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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机会 & 担忧

+ 新技术促进经济多样化，如可再生能源、
信息与通讯技术和深水勘探

+ 热带岛屿环境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尤其
是高端旅游业

+ 纺织业随着贸易进入美国市场而扩大

–    远离非洲大陆和贸易路线

–   岛国易受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影响

–    所有的电力都靠本地来发电，其中97％来
自污染化石燃料

关键机会 & 担忧

+ 已建立的全球贸易链接为其出口业提供了
大量市场

+ 稳定性、低通胀和安全性激发了业务增长

+ 低成本劳动力有助于工业发展，并刺激了
汽车制造业

–    君主制固有的不稳定意味着必须谨慎地进
行民主改革已设法避免政治混乱

–    关于西撒哈拉所有权的未解决争端可能会
引起武装暴动

–    通过西班牙从摩洛哥到欧洲的人口贩运和
非法移民可能导致摩洛哥最大贸易伙伴
西班牙对其采取制裁措施

摩洛哥
目前以电子方式签发注册和续展证书

摩洛哥工业和商业地产办公室（OMPIC）宣

布，目前只发行带有OMPIC印章的电子商标注

册和续展证书。

这符合OMPIC2016-2020战略计划，该计划旨在

创新，关注客户的需求并通过加快摩洛哥国家

商标的注册流程发展增值服务。电子证书具有

相同的法律效力，可用于执法目的。

OMPIC任命新总干事 摩洛哥工业和商业地产办

公室OMPIC最近宣布，Larbi Benrazzouk先生将

取代Adil El Maliki担任OMPIC负责人。

毛里求斯
商标防伪培训班 

2018年11月对毛里求斯税务局的成员进行了培

训。培训已成为一年一度的活动，使成员对毛

里求斯的假冒商品流动有了深刻的见解。另一

期培训将于2019年举行。

海关培训，路易港

在接管OMPIC之前，Larbi Benrazzouk曾担任

Maroc PME的主管，该组织负责在摩洛哥推广中

小型公司。他在摩洛哥发起了旗舰计划，以提

高中小型企业的竞争力。

现在允许直接在海关当局备案商标权

现在更具法律第31/05号令，允许在摩洛哥注册

的商标所有人 - 以及指定摩洛哥的国际注册 - 可
以向海关当局提出暂缓申请，要求扣押或停止

出售任何带有商标的假冒产品。

 

当在海关申请成功提交暂缓申请时，应通知摩

洛哥入境口岸的所有其他办事处，并指示他们

暂停和扣押任何带有记录商标的假冒产品。暂

缓申请有效期为12个月，并且每年可续期。

我们正在等待有关该过程有效性的报告，并将

继续向客户更新有关摩洛哥暂缓申请和记录的

信息。申请要求包括经过公证或合法化的授权

委托书文件，以及商标注册证书的经核证的副

本。

关键机会 & 担忧

+ 重要的矿藏储备使得经济领先的采矿业能够在陆地和海上作
业

+ 纳米比亚是区域交通枢纽，促进运输和建筑行业不断发展

+ 与南非的密切贸易关系提供使其进入该市场的途径，而外贸
业务方面则吸引着矿产和鱼类的出口

–    钻石开采越来越多地在海上进行，提高了生产成本

–    矿业经济的盈利能力易受全球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

–    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纳米比亚
拜访登记处 

2018年11月，Adams＆Adams Partners, Mariëtte 
du Plessis和Nicky Garnett以及非洲业务经理

Menzi Maboyi前往纳米比亚访问我们的员工的

新办公室和登记处。

小组与登记处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接洽，从运

作问题到新法案规定及其实际效果的解读。我

们得知登记员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并且计划

在2019年初召开利益攸关方研讨会以讨论这些

问题并尝试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十分通融并回应了所有询问

和要求。自2016年8月以来，随着商业和知识产

权局（BIPA）的成立，纳米比亚在知识产权方

面不断取得积极进展，待新法案得到通过，将

会把登记处迁至更宽敞的现代化办公室，并改

进了登记处内部系统。

2019年非洲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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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 
NAFDAC确保对假化妆品制造商的定罪

2019年2月，尼日利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NAFDAC）对拉各斯商人Ebenezer Arimiwen定
罪并判处15个月徒刑。Arimiwen先生面临七项

指控，包括未经批准生产化妆品、错误贴标、

分销未经注册的化妆品以及未经NAFDAC批准生

产化妆品。

产品包括一些各种未知成分的白色乳霜、Nice 
Skin Maxitona护肤液、Perfect White Lightening 
Beauty护肤液、HQ高品质奢华牛奶等。检察官

Umaru Shamaki说，这些罪行违反了食品药品及

相关产品（登记等）法第1，第5（a）节，第

F33章，LFN 2004，并可根据同一法案第6（1）
（a），17 （1）条予以惩处。 “2005年化妆

品（标签）规例”第1,6条，并可根据同一规例

第20（1）（a）条予以惩处。在过去十年里，

假冒快速消费品（FMCG）市场蓬勃发展。假

冒快速消费品的主要问题是对毫无戒心的消费

者造成健康和安全风险。世界卫生组织（世卫

组织）的一份报告表明，发展中国家近四分之

一的药品 - 包括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

和疟疾治疗的药品 – 其质量极其恶劣或者不合

格。这种药物充其量是无效的，更有可能会造

成致命伤害。另一个需要担心的是，很多假冒

产品已经开始进入合法的分销渠道。

关于实施新知识产权法的利益相关者会议

2018年8月1日“2012工业产权法”（“法案”

）生效后，商业和知识产权局（BIPA）于2019
年2月20日举办了一次投资者会议，讨论法案或

规定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任何不确定性。Adams & 
Adams合伙人Dale Healy参加了在温得和克举行

的会议。BIPA成员出席了会议，讨论了与适用

该法案规定有关的若干问题，并商定了前进的

方向。一个例子是之前商标申请都是根据旧法

案提交的，但登记处回复如果是在新法案之后

提交的，申请人/代理人则需要遵守新法案的规

定。在会议结束时，登记处承诺编写和分发一

份执业指示，并将会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争议

事项的程序。

商标防伪培训讲习班

Menzi Maboyi, Mariëtte du Plessis, Ainna Vilengi Kaundu, (总干
事: BIPA知识产权服务) 和 Nicky Garnett

从左至右: Menzi Maboyi, Mr Colin Marenga (商标产权官员), 
Ms   Mbeja Kahikopo (知识产权官员), Nicky Garnett, Ms 
Hilia (知识产权官员), Mr Eliphas Tjapaka (知识产权顾问) and 
Mariëtte du Plessis

关键机会 & 担忧

+ 石油储备和先进的工业基础设施仍会带来收益

+ 大量人口受过良好教育，生活富足，因此工业和服务行业产品
国内市场大

+ 本土人才和企业家阶层利用本国的贸易纽带，发展经济多元
化，减少对石油资源的依赖

–    博科圣地恐怖组织威胁到商业和社会安全

–    政府腐败抑制了商业活动，引起全民愤世嫉俗

–    尼日利亚贫困人口比例从2014年的62％上升到2016年的70％，
如果不减轻贫困，未来会出现社会动荡

拉各斯联邦高等法院法官Jude Dagat对检方能够

证明Arimiwen有罪这一点感到满意。他以五项

罪名判处15个月有期徒刑，其余罪名判处10个
月有期徒刑 - 其罪行将同时执行。

在其他NAFDAC新闻中，该机构推出了一种新的

进口食品在线产品监测系统，将允许申请人监

督其产品注册的进度和过程。

登记员发布了商标法庭裁决纲要

尼日利亚商标局近日发布了第一份商标反对裁

决纲要，以印刷版形式提供，被视为尼日利亚

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一大进步。

这份含有664页纲要的出版使尼日利亚的商标注

册更符合国际标准。

此纲要还将协助品牌所有者和律师全面了解异

议事项并提供更多确定性，因为权利持有人将

有足够的先例来确定他们在尼日利亚可能面临

的与商标有关的纠纷时是否有必要采取行动。

该纲要被视为尼日利亚商标注册机构的一项重

大发展，律师和品牌所有者都认为这将有助于

执行权利和更有效地保护品牌。

商标防伪培训讲习班和搜查和查封行动

Adams & Adams代表于2018年11月前往纳米比

亚与纳米比亚海关成员进行商标防伪培训。

随后在Oshikuku，Outapi 和Oshakango进行了市

场运作，缉获了大量假冒商品。

2019年非洲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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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机会 & 担忧

+ 铁矿石开采是主导经济的采矿业的支柱

+ 通过推动监管改革来改善治理和商业环境

+ 改善电力供应为企业和国内用户带来好处

–    害怕埃博拉病毒再次困扰这个国家

–    贫困和缺乏粮食安全的人民需要立即改善社会福利

–    治理仍然受到腐败的影响

关键机会 & 担忧

+ 政府鼓励基础建设、信息与通讯技术和贸易投资

+ 农业综合企业在该国主导的农业部门拥有坚实的基础

+ 卢旺达大猩猩是旅游业的基础，并促进商业投资

–    内陆国家在不稳定的各州交通条件下形成不便利

–    农村大多数农民缺乏培训，无法满足现代劳动力的需求

–    政府限制人权和非政府组织活动的权威性令人担忧

卢旺达
医药产品缺乏专利保护 

卢旺达2009年的知识产权法明确将医药产品排

除在专利保护之外。卢旺达是ARIPO（非洲地区

工业产权组织）的成员，是哈拉雷议定书的签

署国。因此，卢旺达可以在通过ARIPO提交的专

利申请中成为指定国。

一旦专利申请经过ARIPO审查，ARIPO的指定成

员国就有机会拒绝该专利申请，理由是该申请

并不符合其国家当地法律。过去很少会遇见这

塞拉利昂
2012年“商标法”现已生效

尽管在2012年颁布了新的设计和专利立法，但

是备受期待经修订的新“商标法”多年来一直

处于不确定状态。塞拉利昂登记处表示目前已

经正在适用2014年第8号的“商标法”（新法

案）。在这之前，塞拉利昂的适用立法长期存

在不确定性，据报道，新法案曾于2014年10月
9日在公报上公布后又返回议会，以解决某些技

术问题。

种请款，ARIPO受理的申请通常会在没有进一步

反对的情况下得到批准。然而，在过去的几个

月里，我们多次收到了卢旺达专利局对药品专

利申请的拒绝。

我们建议用户在通过ARIPO系统选择哪些成为指

定成员国的时候考虑到以上情况，以避免额外

支付那些产品可能会被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的

成员国。

塞拉利昂登记处商标部门负责人已通知我们该

新法案已于2018年3月14日生效。

该新法案废除了“商标法”第17条，1960年第

244章（旧法案），并对塞拉利昂的商标法作了

重大修改。最值得注意的是，新法案包含以下

变化：

   采用尼斯商品和服务分类以及服务商标注

册。以前根据旧法案，商标申请是使用旧的

（1938年以前）英国商品分类进行的，并且

不承认服务商标;

   塞拉利昂承认并签署了国际商标协议，这可

以解释为新法案得到 国际注册处的认可。但

是，在程序层面上将继续面临重大的挑战;
   集体商标注册的条款;
   根据“巴黎公约”在先权的条款;
   承认驰名商标;
   商标注册期限自申请提交之日起从14年变更

至10年，商标可连续续期10年;
   设立具有相当权力的知识产权法庭，例如审

理上诉、无效、侵权和刑事犯罪;
   在备案时对转让进行公告;
   包括许可条款;
   包含更多的反对理由;
   对于侵权附有更加详细的条款：侵权行为将

延伸至类似商品，可能会因侵权行为而判处

损害赔偿和故意侵权行为将属于刑事犯罪;和
   针对不公平竞争、商品名称和虚假商品说明

的条款。 

但迄今为止，该国尚未根据新法案起草新的法

规。新法案第60条规定：根据旧法案通过的法

规将持续有效，直至该法规被新法案修改或废

除。新法案还规定，就算废除旧法案法规也不

会影响旧法案赋予任何商标或权利的有效性，

并将和新法案一样，可以继续执行这些权利。

根据旧法案通过的条例与其颁布的旧法案已逐

渐地成为过去式。值得注意的是，旧条例没有

规定对商品和服务采用尼斯分类法，也没有规

定服务商标的注册。

在我们等待登机处关于新法案生效日期的正式

通知的同时，登记处正在受理根据尼斯商品和

服务分类提交的商标申请。因此，商标所有者

现在可以开始考虑保护他们在塞拉利昂的服务

商标。

此外，我们注意到截至2019年1月11日，登记处

在塞拉利昂的官费有所增加。增加的数额符合

2019年“财政法”2019年第2号立法文书。我们

将不断更新关税费用以反映增加的官费。

2019年非洲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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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
增加专利和外观设计的官方费用

南非专利局提交的专利和外观设计申请的官方

费用将从2019年7月1日起增加。新的费用组

成明确了小型和大型实体之间的区别。小型实

体是“国家小企业修正法案”中定义为中小型

微型企业（SMME）的实体。这是一个复杂的

概念，但大多数外国申请人将被归类为大型实

体。对于小型实体而言，费用变化不大，但对

于大型实体而言，申请费用增长了大约两倍，

续展费用增长了十倍。

您的知名商标在南非真的很有名吗？

最近最高上诉法院审理案件时，询问在何种情

况下可以认为商标是具有知名度的。包括如何

确定熟悉商标的公众范围以及相关领域对该商

标的了解程度，然后才能确定该商标是否能被

看作是知名商标。本案的调查结果对外国商标

所有者特别重要（非南非国家）。

在Truworths Ltd和Primark Holding一案中，原告

Truworths Limited是一家大型南非服装连锁店，

试图以不使用为由取消PRIMARK商标在第25类
中的注册。被告Primark Holding是一家英国服装

连锁店，以1994年南非第193号商标法（下称“

为了确定PRIMARK标志能否算南非知名商标，

最高上诉法院必须考虑商标在“相关领域的知

名度”。在麦当劳公司和Joburgers Drive-Inn餐
厅（Pty）Ltd以及另一家的案件中（以下简称“

麦当劳案”），这是南非知名商标领域的先

例。最高上诉法院认为认定知名商标的前提是 
“对商标相关商品或服务感兴趣的群体人数可

观”。在麦当劳案件中，法院发现对麦当劳产

品和服务感兴趣的群体包括潜在零售客户和个

人，他们有意向经营一家麦当劳专卖店。在考

虑此案证据之后，最高上诉法院发现了解麦当

劳商标的零售客户和个人数量都很多。

在PRIMARK一案中，最高上诉法院判决南非相

关领域公众取决于相关商标下的商品或服务性

质。在确定相关领域后，法院会确定相关领域

是否有足够多的人了解PRIMARK标志。法院表

示，相关领域人士必须“了解或者对该商标感

兴趣，原因在于商标是受到保护的，也就是商

标在商品和服务贸易中的吸引力是这些商品和

服务的象征或来源。”

法院指出，知名商标必须为南非相关领域人员

所熟知。法院进一步指出，相关领域包括可能

被商标声誉所吸引，从而与商标所有者做生意

的人，包括消费者、代理人、进口商、供应渠

道、零售商等。“确定商标是否有资格称为知

名商标，能够根据法案第35（1）条规定获得保

障，任何对商标的其他了解都与此无关。”

法院判决 

法院进一步发现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撑

PRIMARK商标在法院认定的相关领域知名度很

高这一观点。取消申请因此得到批准通过。

在此期间，被告将此案上诉至宪法法院，诉讼

仍在进行中。法院在法院在判决中表示意识到

原告可能没有善意行事，声称不知道被告的商

标、业务和声誉，是不诚实的表现。如果情况

属实，法院表示原告意图模仿别人的品牌或标

签。但是，法院判决除非“另有所图”，例如

欺诈行为，这种模仿是被允许的。如果没有“

另有所图”，法院表示，领土原则优先于这种

模仿行为在道德层面的政策考虑。

法案”）为由，为取消申请辩护。法案第27（5
）条规定，外国驰名商标不得以不使用为由取

消申请。 

被告于1976年在南非第25类注册了PRIMARK商
标。多年来，该商标注册一直按时续展，并保

持有效力。原告申请以不使用为由取消该商标

的注册，因为在提起诉讼取消之前5年内该商标

都没有在南非使用。由于被告确实并未在南非

使用过该商标，因此试图以法案第27（5）条为

由为取消申请辩护。

被告是一家服装零售商，在英国、西班牙、德

国和法国经营270家商店，大量证据表明南非时

装界人士以都很熟悉PRIMARK商标，经常出国

旅行和阅读流行杂志，例如ELLE杂志的南非人

也很熟悉。

被告在最高法院成功进行了辩护，最终在最高

上诉法院进行审理（“SCA”）。最高上诉法院

裁决的主要争议是PRIMARK商标在南非是否是

知名商标。和许多其他司法管辖区一样，南非

根据巴黎公约Article 6bis为知名商标提供特殊保

护。

关键机会 & 担忧

+ 矿业、农业、工业、服务业和旅游业在多元化经济中发展迅速

+ 环境优美，旅游业发达

+ 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先进的技术社会离不开成功的大学系统

–    电力中断困扰着企业和居民

–   持续的经济不平等正在加剧社会动荡

–   腐败和傲慢的执政党根深蒂固

2019年非洲最新进展



34 35

外国商标所有人仅仅依赖商标的国际声誉是不

够的。商标所有人必须确保其商标在相关领域

具有知名度。相关领域人士应对该商标商品或

服务感兴趣，为针对在南非未使用过商标取消

商标申请的诉讼进行辩护。

新的广告行业负责人

广告监管委员会（ARB）于2018年11月正式开始

运营，并已作出多项裁决。

在南非广告标准管理局（ASA）被清算后，ARB
很快承担起广告和营销行业自律机构的职责，

前任机构一直被行政和财务问题困扰许久。

在ASA清算后，ARB现在代表广告和营销行业

实行广告行业守则。 “广告行业守则”是业界

广泛接受的规则，主要基于类似国际机构的规

则，与之前的ASA管理和使用规则相同。根据“

守则”规定，所有广告都应合法、得体、诚实

和真实。

ARB的第一个决定虽然不是突破性的，但却为

潜在的投诉人提供了一些关于ARB职责的安慰。

第一个决定是通过广告商的承诺解决的，涉及

消费者关于将面包脂肪涂抹标签为“人造黄

油”的投诉。值得注意的是，ARB在其决定中表

示，“广告监管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保护消费

者免受违反广告行业守则的广告的损害。在绝

大多数发现广告违反本准则的情况下，ARB将要

求撤销或修改广告。

 

ASA之前的资金模式存在严重问题，这也是ASA
最终清算的原因之一。因此，融资和降低ASA的
运营成本对于新成立的ARB可持续发展至关重

要。降低成本的一种方式是将监管机构转移到

不同的场所，以及减少固定员工的数量。毫无

疑问，部分资金来自于投诉相关的费用。虽然

与ASA类似，消费者投诉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但如果是对竞争对手发起的投诉将导致ARB捐赠

者的申请费为ZAR11 500（约850美元），非捐

赠者投诉的申请费为ZAR 28 750（约2100美元）

。ARB的资金来自营销人员和广告商的捐赠，这

些捐赠者在提交对竞争对手投诉时有权享受申

请费折扣。为了从较低的费用中获益，投诉人

必须在提出投诉前至少支付一个周期的资金。

无论是不是贡献者，胜诉方都将获得申请费部

分退还。

一直以来，ASA和其他自律组织的管辖权一直

颇具争议。当非ASA成员的减肥产品制造商

Herbex（Pty）Limited质疑ASA的管辖权时，这

一问题最终得到解决，最高上诉法院于2017年9

月做出最终裁决。

最高法院认为，ASA对非ASA成员没有管辖权，

并且在没有具体协议的情况下，ASA不应该要求

非成员参与其程序或对非会员发布任何指示或

命令。该决定也适用于ARB，ARB同样对非成员

没有管辖权。ARB在最近的一项决定中证实，根

据“电子通信法案”，其裁决仅对成员和广播

公司具有约束力。

然而，ARB可以考虑非成员的广告，以便其成

员确定其媒体成员是否应接受或撤回任何广

告。然而，ARB是一家独立机构，不隶属于

ASA，ARB需要与ASA前成员的所有机构和实体

签署自己的协议。

关键机会 & 担忧

+ 美国与国际制裁的放松促进了该国的贸易

+ 农业部门的出口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 与海湾国家不断扩大的联系可带来更多的双边贸易

–    被起诉的战争罪犯总统巴希尔的独裁统治阻碍了投资
者

–    公共债务通常超过该国的GDP

–    联合国维和人员需要留在达尔富尔地区，否则会发生
更多冲突

2019年非洲最新进展

苏丹
知识产权上诉目前由高等法院审理

苏丹知识产权登记总局最近宣布了一项有关苏

丹商标申请的变化。已经终止对上诉委员会的

授权，意味着所有提出质疑官方理由书的书面

陈述现在必须向高等法院提交。

登记总局作出此决定的理由是司法管权。1969
年“商标法”第16（2）条规定：“登记官拒绝

注册商标或登记官施加的任何条件、修订、修

改或限制，均应由上诉法院决定。”

登记总局认为采取上述举措是为了限制管辖区

域接受反对法院官方理由书的论点。实际上，

有关各方现在必须通过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请来

质疑不利的官方理由书。此申请必须在官方理

由书发布之日起一个月内提交。

到目前为止，登记总局宣布此消息之前，尚未

对向上诉委员会提出的未决上诉作出判决或进

行交流。

我们将继续与登记处保持联系，跟进苏丹官方

理由书的待答复状况。我们会随时为您提供最

新进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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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干达
药品不享受专利保护 

乌干达专利法”明确将医药产品排除在专利保

护之外。乌干达是ARIPO（非洲地区工业产权组

织）的成员，哈拉雷议定书的签署国。因此，

可以通过ARIPO指定乌干达提交专利申请。

 

需注意的是，一旦ARIPO通过了审查专利的申

请，指定成员国有可能会以该申请不符合其国

家法律为由而拒绝。在过去，这种情况很少发

生，一般通过ARIPO的申请通常会在没有进一步

反对的情况下顺利批准。但是在过去的几个月

里，我们收到的乌干达专利局对药品专利申请

的拒绝次数明显增加。

我们建议通过ARIPO申请的用户仔细考虑需要指

定哪些成员国，以避免在产品不受保护的情况

下还需支付额外费用。

关键机会 & 担忧

+ 新发现的石油储量将成为新能源产业
的基础

+ 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很好地融合

+ 生产性农业用地能够进行更大规模的
商业耕作

–    出于政治利益，用部落联邦制来取代
统一的国家，为穆塞韦尼总统服务，
但已经出现了危机

–    政府对石油资源贪婪，拒绝颁发石油
开采许可证

–    电力供应不足阻碍了工业增长

关键机会 & 担忧

+ 良好的贸易联系和不断改善的交通基础设
施，包括达累斯萨拉姆港口

+ 强劲的建筑需求和不断增长的通讯技术行
业可以不断的推动经济发展

+ 坦桑尼亚的野生动植物和自然景点依旧对
游客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    腐败仍然对治理和经济构成威胁

–    大部分贫困人口仍被排除在经济增长之外

–    桑给巴尔的政治不确定性表明与大陆的联
盟不稳定

关键机会 & 担忧

+ 发达的采矿业，铜矿及其他矿物
质生产商经验丰富

+ 稳固的金融部门促进投资

+ 旅游和服务业增长潜力大

–    全球商品价格疲软持续拖累以采
矿业为基础的经济

–    艾滋病毒/艾滋病是一种严重消耗
社会和商业资源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

–    电力中断阻碍了商业和工业活动

赞比亚
关于知识产权财产转让税的通知 

2018年12月25日，赞比亚工业产权局就商标、

专利和工业品外观设计适用2017年财产转让税

（修正）法案发布了法律声明。修订法案修改

了“财产转让税法”第340章（“主要法案”）

的部分条款。

修改后的“财产”定义包括“知识产权”，

具体包括专利、商标、版权或工业品外观设

计。“主要法案”第4节要求从财产转让者收取

财产转让税。 现在将包括知识产权的转让或受

让。“修订法”第3条修改了“主要法案”第

4节，要求按照相关知识产权变现价值的5％收

取财产转让税。 注册官认为，修正法的上述规

定要求赞比亚国内外知识产权所有人在转让商

坦桑尼亚
商标防伪培训班

Adams & Adams于2018年10月与坦桑尼亚公平

竞争委员会（FCC）成员举办了商标防伪培训研

讨会。

这项培训一年举办一次，广受参加者欢迎。 
Adams & Adams继续与坦桑尼亚公平竞争委员会

密切合作，并扩大在每个国家的调查员网络，

以协助对大规模缉获展开调查。

2019年非洲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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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
发明人员就商业方法发明向津巴布韦专利局提
出异议

津巴布韦企业家和发明家（“申请人”）

Tawanda Mahanzu通过紧急联系津巴布韦知识

产权法庭（“IPT”），起诉津巴布韦专利局

（“ZIPO”）排除某些类型的发明申请专利资

格的做法。

申请人于2018年11月28日向ZIPO提交了专利

申请。该专利申请是针对一项名为“钞票持有

追踪和存款执行方法”的发明。本发明涉及由

计算机系统执行的用于解决现金短缺问题的业

务流程。该专利说明书基本上描述了代币的使

用，代币可以替代钞票以及硬币，可用于跟踪

钞票和持有硬币。

根据申请人的说法，在提交专利申请后不久，

他收到了ZIPO的通知，说已经该申请处于待受

理状态，按照规定进行公示。然后，他继续支

付公告该专利申请所需的费用。他认为，ZIPO
没有尽责对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仅仅是在

通知申请人申请待受理之前检查申请是否符合

正式要求。

Mahanzu通过法院申请而提交的起诉证词中

称，在提交专利申请之前，ZIPO曾通知过他关

于商业方法（以及其他类别的发明，如软件和

数学方法）在津巴布韦是不被认可为专利的。

但是在仔细阅读津巴布韦专利法的第26:03章
（“法案”）的适用法律之后，他发现该法案

的所有条款都不支持上述做法（即商业方法不

能成为专利）。该法案对发明定义如下：“无

论是否产生物理效应的任何新的和有用的艺

术，明显或不明显的流程、机器、生产或物质

组成或者改进，能够在贸易或工业中使用或应

用，包括所谓的发明。”故与南非等国的国家

专利法不同，津巴布韦并没有明确将商业方法

和软件排除在专利申请之外。

因此，申请人辩称，如上所述，新的商业方

法符合法案对发明的定义，并且他紧急向法院

提出该起诉的原因是ZIPO将商业方法排除在专

利以外的做法既违法又违宪。进一步来说，这

种做法根本没有法律依据（即ZIPO排除这些类

型的发明属于越权行为）并侵犯了多项宪法

权利，例如宪法赋予的合法和合理的行政行为

权，财产权，以及选择和继续从事任何职业、

贸易或工作的权利。

Mahanzu认为，根据法案对发明定义的认

定，“是否产生物理效应”，充分表达了抽象

概念 （例如，纯粹的商业方法）是有资格进行

专利申请的，并且省去了审查员是否需要确定

抽象和非抽象概念的界定，例如，通过考虑发

明带来的“技术效果”之类的因素。

申请人已要求IPT暂停ZIPO所谓的实施该法案未

规定的做法，并宣布该做法是非法的并且违反

了宪法权利。

该案件中的被告之一，专利、商标和工业品

外观设计总监（“总监”）反对了该申请。从

本质上讲，总监认为申请人对ZIPO的做法有误

导，并否认ZIPO的行动越权，且声称在处理津

巴布韦专利申请时，一直在法案范围内行事。

在相关的答辩证词中，总监表示，Mahanzu关
于排除申请专利资格的指控并不准确，而且是

基于ZIPO实践的非权威来源做出的指控。

此外，ZIPO的事件版本似乎与Mahanzu的版本有

本质的区别。总监声称申请人实际上未能支付

所需的广告费，因此该申请被视为无效。总监

辩称，该申请人从未得到过任何关于该发明是

否可成为专利申请的官方答复，所以申请人也

无从断定ZIPO是否从未对该专利申请进行过实

质性的审查。

关键机会 & 担忧

+ 矿产和自然资源以及优良的农业用地是主
要的经济资产

+ 人口受过良好教育且勤劳

+ 维多利亚瀑布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着名的
旅游景点，是旅游业的基础

–    穆加贝总统领导下的持续经济和政治压迫

–   后穆加贝政治动乱，可能建立军政府

–   在政权改变工业增长之后，重建经济成本
巨大

标、专利或工业品外观设计时缴纳财产转让税。但是，这一结论并没有在该法案中明确列出。虽

然该法案没有明确规定外国知识产权所有者的立场，但外国公司对股份所有权的立场是明确的。

根据修订法案，可以对在赞比亚共和国境外注册成立公司发行的股票征收财产转让税，

 

且该公司直接或间接拥有在赞比亚注册成立的公司的至少10％股份。在 在这种情况下，税收是从

赞比亚注册的公司收取的，而不是国外注册公司。这似乎表明，无论是拥有股份还是知识产权，

外国实体都不需要支付财产转让税。

登记官的决定遭到了从业者的抵制。之后我们获悉，登记官已将此事提交赞比亚税务法庭。我们

建议在法律立场澄清之前，先暂时停止在赞比亚指定或转让商标、专利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指

示。

2019年非洲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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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马德里体系在非洲以外的大多数国家运行

情况良好，这些国家知识产权法律发展程度相

似，知识产权局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数字寄

存器和系统，但是大多数非洲国家依赖马德里

体系存在一定程度的商业风险（风险水平在不

同管辖区各异）。

关键标准

为使马德里体系有效运行，需满足下列要求：

1. 国家商标或知识产权法应明确承认国际注册

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最好落实法规，以指

导登记处官员如何处理马德里表述方式。

2. 国家知识产权局应该处理、审查并发布所

有马德里表述方式并严格按照时间规定对

WIPO提出异议（12-18个月）。

3. 知识产权局应保持单数（数字）商标注册

簿，包含国家和国际注册。

非洲马德里体系成员

以下21个非洲辖区属于马德里体系：

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埃及、冈比亚、加

纳、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

加、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亚、非洲知识

产权组织、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拉

利昂、苏丹、斯威士兰、突尼斯、赞比亚和津

巴布韦。

可执行性

在所有成员国当中，只有四个国家达到了上述

关键标准，肯尼亚、莫桑比克、摩洛哥和突尼

斯。在其他非洲马德里体系成员国中，仍然存

在很多障碍，以至于马德里体系还无法商标权

利的可执行性。作为一家律所，我们意识到，

在越来越多的案件中，国际注册商标的所有者

错误地认为他们在一些非洲马德里体系成员国

获得了可执行的法定权利，后来才得知，当可

执行性成为优先事项，在这些国家根本无法建

立国家级别的可实施的的权利。

通用

在前5年内，国际（马德里）注册很容易受到对

基础申请/注册的中心打击，打击之后的任何失

效、限制或取消诉讼都会影响其他国家域名。

国际注册不适合许可流程和所有权结构复杂的

公司，因为所有国家域名需要反映相同的所有

权细节。

结论

马德里体系提供了低成本的商标注册系统，涉

及多个马德里体系成员国。但需要仔细考虑由

国际注册产生的权利是否能在所有指定的司法

管辖区（特别是指定的非洲国家）内实施。此

外，可以考虑不同的方式来应对基础申请/注册

容易遭受中央攻击和无法灵活满足更加复杂的

所有权结构的问题。

报告 | 马德里系统在非洲的适用性

在撰写本文时，IPT尚未就此事作出判断。我们

将持续关注此事，并随时报告进一步情况。

关于津巴布韦新知识产权政策和实施战略的重
要见解

最近，津巴布韦启动了第一项国家知识产权政

策和实施战略[2018-2022]（“政策”）。该政

策是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协助下起草的，涉

及与各利益相关方的跨界会议和研讨会。

在审查政策和实施战略时，我们的团队发布了

其目标和推广目标的以下观点。

这一政策认同知识产权在文化、经济和社会发

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认识到津巴布韦拥有

巨大的知识产权潜力，可以进行充分利用来发

展经济。过去，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原因

是对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缺乏了解。因此

无法从知识产权资产利用中充分受益。部分原

因是以往缺乏知识产权政策来指导津巴布韦如

何在经济上将知识产权纳入该国的发展计划。

因此，需要制定适当的措施和战略，以确保知

识产权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并促进发展规划的落

实。

该政策的总体目标是确保整个知识产权治理

框架，如各种法律法规、战略、行动计划、条

约、协议、实践等，利用津巴布韦的知识产权

潜力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该政策的具体目标包括：

   提高和巩固公众知识产权意识;
   告知利益相关者知识产权的经济利益;
   加强知识产权知识和专业技能;
   鼓励通过收购和创新来动员知识产权;
   保护知识产权;
   鼓励知识产权商业化;并且

    加强知识产权交易调解能力。

 

实施本政策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

   提高和巩固津巴布韦人民的知识产权意识。

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措施将成为针对公

众，特定利益攸关方群体以及公共和私营部

门以及民间社会的主要利益攸关方的外联方

案的一部分。

   巩固知识产权知识和专业技能。为了创造自

己的知识产权，需要系统地建立和维持具有

竞争力的本地知识产权专家库，可以通过在

国内和教育培训机构的课程中引入个人课程

和知识产权 可以通过在国内和教育培训机构

的课程中引入个人课程和知识产权问题综合

方案来实现。

   通过弥合差距加强知识产权国内治理框架，

全面解决津巴布韦的知识产权关切，保护知

识产权利益，确保知识产权的应用不会抑制

竞争。

   加强国内财政能力，为创造知识产权和商业

化提供资金。在这种情况下，津巴布韦政府

将动员各金融机构并采取激励措施。此外，

政府将组织相关利益攸关方圆桌会议，以评

估形势，并设计有效的知识产权融资系统，

以协助和培育创造力，鼓励创新和创造力。

   通过采取措施促进知识产权创业和发展知识

产权市场，在该国发展综合知识产权经济。

   加强国内机构知识产权管理能力。政府需要

加强国家知识产权局，建立高等教育机构和

私营部门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制定许可控制

机制，建立国家许可证制度模范，建立技术

和创新支持中心，以及知识产权促进交流活

动。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政策如何承认知识产权将

会是促进创新和技术发展的战略资产，并将证

明该国利用知识产权如何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

和成为发展的有效工具。
如有问题请咨询: 

madrid@adams.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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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PANGA™是非洲首家，能偶提供积极、智能和精选的信息
协助品牌所有者保护他们的商标并确保他们在这些司法管辖
区内开展贸易的能力。

严格审核

所提供的监看通知由熟悉您的商标组合并且具有非洲商标异议领域经验的律师进行筛选，

因此您只能看到潜在相关商标。

泛非洲

KIPANGA™涵盖所有出版期刊和马德里协议申请指定非洲国家的司法管辖区。如果潜在冲

突商标的规格未以英语发布，则可根据要求提供翻译，无需额外费用。

节省时间

KIPANGA™将减少您的收件箱凌乱，以及内部筛选和评估潜在冲突商标的时间，同时确

保您的商标在条件严苛的司法管辖区得到适当保护。

预警

在非洲，许多司法管辖区实行申请优先制，品牌窃取司空见惯，KIPANGA™是您的必备工

具，避免您的区域内第三方试图注册类似商标。

如有问题请咨询: kipanga@adams.africa

可定制化

您的KIPANGA™报告是根据您的需求量身定制的，可以每周或每两周发送给您。可以选

择仅接受视为中等或高风险商标的通知，或监看未覆盖的所有商标，也可以按类型定

制。

如有问题请咨询: advisory@adams.africa 或访问 www.adams.africa/advisory

ADAMS.AFRICA咨询服务包括:

免费更新和情报简报
提供与Adams & Adams客户直接相关的，介绍非洲大陆的主要趋势和发展

的简短且以极具洞察力的简报，包括每月精选套餐，详细说明

最契合当月的业务、经济和政治事件，加上广泛的临时更新，让我们随时跟进动态。

专业研究咨询
我们的专业化服务包括广泛的研究咨询服务，以帮助指导您制定非洲战略。

 这些服务包括现状评估，以加深您对自身领域市场和行业的了解; 
对市场扩张潜在市场的机会评估; 风险评估，以识别您的业务在指定市场存在的潜在风险

; 确定和促进伙伴关系，利用我们跨行业的大型网络和尽职调查。

按需咨询协助
这项服务将回应有关非洲当前和未来计划的任何直接询问和建议请求 - 确保在需

要时做出明智决策。客户可以直接咨询我们的咨询团队及其遍布非洲大陆的

广泛行业专家网络，他们将“随叫随到”指导战略流程，就市场拓展机会

到风险缓解给出建议。

定制化持续性的情报简报和报告
定制化的简报和报告涵盖您每周、每月或每季度感兴趣的特定主题、行业、地区和/或市

场。这些产品根据您的要求量身定制，由我们庞大的研究人员和分析师团队提供。 无论您

需要有关特定市场和竞争对手趋势的实时更新，还是关于新合作伙伴关系和市场拓展机会

的定期情报简报，Adams.Africa Advisory都将为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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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勒陀利亚办事处

Lynnwood Bridge, 4 Daventry Street,  
Lynnwood Manor, Pretoria, South Africa

信箱 1014, Pretoria 0001, South Africa

电话 +27 12 432 6000 
传真 +27 12 432 6599 
电邮 mail@adams.africa

约翰内斯堡办事处

2nd Floor, 34 Fredman Drive 
(Cnr. 5th Street), Sandton, South Africa

信箱 10155, Johannesburg 2000, South Africa

电话  +27 11 895 1000 
传真 +27 11 784 2888 (CPL) 
 +27 11 784 2872 (Patents) 
 +27 11 784 2889 (Trade Marks) 
电邮 jhb@adams.africa

开普敦办事处

22nd Floor, 2 Long Street, Cnr. Long Street and  
Hans Strijdom Avenue, Cape Town, South Africa

信箱 1513, Cape Town 8000, South Africa

电话 +27 21 402 5000  
传真  +27 21 418 9216 (Patents) 
 +27 21 419 5729 (Trade Marks) 
电邮 cpt@adams.africa

德班办事处

Suite 2, Level 3, Ridgeside Office Park,  
21 Richefond Circle, Umhlanga Ridge,  
Durban, South Africa

信箱 237, Umhlanga Rocks 4320, South Africa

电话  +27 31 536 3740 
传真  +27 31 536 8254 
电邮 dbn@adams.africa

协理办事处：

安哥拉 
angola@adamsadams.com

博茨瓦纳 
botswana@adamsadams.com

布隆迪 
burundi@adamsadams.com

佛得角 
capeverde@adamsadams.com

喀麦隆(OAPI) 
cameroon@adamsadams.com 

oapi@adamsadams.com

埃及 
egypt@adamsadams.com

埃塞俄比亚 
ethiopia@adamsadams.com

加纳 
ghana@adamsadams.com

肯尼亚 
kenya@adamsadams.com

莱索托 
lesotho@adamsadams.com

利比里亚 
liberia@adamsadams.com 

利比亚 
libya@adamsadams.com

莫桑比克(ARIPO) 
aripo@adamsadams.com 

maputo@adamsadams.com

纳米比亚 
namibia@adamsadams.com

尼日利亚 
nigeria@adamsadams.com

塞拉利昂 
sierraleone@adamsadams.com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saotome@adamsadams.com

斯威士兰 
swaziland@adamsadams.com

坦桑尼亚(包括桑给巴尔) 
tanzania@adamsadams.com

冈比亚 
thegambia@adamsadams.com

津巴布韦 
zimbabwe@adamsada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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