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nagement, Markets and Legal Consulting Group  
Beijing        Brisbane       Guangzhou       

    
 

 
                                                                                       

   

MMLC Group   –   Australian  Legal & Business Update 

October  2008 

 
MMLC Murphy Wang  Solicitors and Trademark Attorneys 

Level 3, Waterfront Place 
1 Eagle St, Brisbane, Qld 4000, Australia 

p：+61 7 3360 0247 
f:  +61 7 3360 0222 

w: www.mmlcgroup.com and www.mmlcgroup.com.cn 

 
 

商业新闻 
 
 
Heinz 准备收购澳大利亚 Golden Circle 
 
根据当地新闻报道，美国食品巨头 Heinz 提

出以 2.88 亿澳元购买昆士兰知名的饮料公

司。2007 年，Golden Circle 的股东拒绝了

可口可乐公司的出价，认为该价格过低。

Golden Circle 的股东包括很多果农—Heinz
强调将维持与 Golden Circle 种植者的合同

。该交易发生时，可口可乐公司已经提出购

买中国大陆更多涉及中国当地果汁公司和种

植者的汇源公司。 
 
 
新西兰 Fletcher 打算购买澳大利亚 Fielders 
 
新西兰最大的建筑制品和建筑公司 Fletcher 
Building Ltd 已经宣布购买澳大利亚钢铁产

品公司 Fielders。 虽然购买价格尚未给出，

但是 Fletcher 称 Fielders 年销售额达 2.75 亿

澳元（1.99 亿美元）。Fielders 向澳大利亚

商业、工业和住宅建设行业提供钢铁建材。

该交易取决于监管人的批准、禁止调查和

Fletcher 董事会的批准。Fletcher 使用的建筑

材料从使用木板、层合板到钢筋水泥，近年 

 
 
 
 
来已经花费了 30 亿以上新西兰币（19 亿美

元）用于收购，其中包括以 7 亿美元购买

Formica 公司并使其成为世界最大额层合板

制造商。 
 
 
中国铝业公司关注对大堡礁的环境影响 
 
中国铝业公司正在寻求开发铝土矿和在昆

士兰北部建立氧化铝厂。据称，其将在计

划中考虑对大堡礁的影响。中国铝业公司

将在明年公布其在昆士兰北部靠近 Bowen
的 Abbot Point 港和 Cape York 半岛的

Aurukun 建立精炼厂和铝土矿的可行性研究

报告和环境影响报告。关于沿海工业流失

的毁灭性报告被公布后，昆士兰州政府正

在考虑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来提高珊瑚礁

的水质。Aurukun 的铝土矿项目被认为是昆

士兰历史上最大的单笔外商投资。中国铝

业公司称关于氧化铝厂 22 亿美元投资的可

行性研究报告将在明年五月至八月之间公

布。中国铝业公司拥有 Cape York 40,000 公
顷面积的铝土矿开发许可。公司正在对在

Aurukun 的经营进行为期 2 年的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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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 Aurukun 社区原所有人的财务承诺

。据州政府先前所称，Aurukun 矿每年可以

生产 600 万公吨以上铝土，可以支持一个年

生产 200 万公吨氧化铝的精炼厂。 
 
 
 
法律新闻 
 
 
澳大利亚特许经营法律问题 
 
Master Education Services Pty Limited 诉 
Ketchell 一案最近被上诉至澳大利亚最高法

院。所有特许人都应该意识到这个案件的重

要性。特许经营合同效力的不确定性已经被

移除，特许人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尽管如

此，该案例仍不应该被遗忘，它继续提醒特

许人确保符合特许经营行为守则要求的重要

性。 
 
在这个案例中，特许人没有收到守则第 11
条所要求的由特许经营人签字表明其已经收

到独立法律意见的声明（尽管特许经营人实

际上已经收到了披露文件并且应该了解披露

文件的内容）。多年过后，特许人起诉特许

经营人，要求其归还特许经营合同项下的欠

款。特许经营人则认为特许人违背守则，致

使特许经营合同违法和无效。该案经历了一

系列庭审和上诉，新南威尔士上诉法院去年

判决支持特许经营人，违反守则导致特许经

营合同无效。法院拒绝执行合同的任何条款

，判决特许人不能依据合同要求偿还到期欠

款。鉴于该判决对特许经营合同效力的影响

，特许经营行业所支持的澳大利亚特许经营

理事会资助将该案件上诉至最高法院。最高

法院一致认为违背守则不必然导致特许经营

合同无效。在 Ketchell 案中，特许人未能获

得所需证明没有对特许经营人造成任何损失

或损害。但是，法院明确指出，在某些情况

下，不遵守守则的条款可能非常严重，导致

法院认定该合同无效。根据 1974 年贸易惯

例法案，违背守则可以使特许经营人获得要

求广泛救济的机会。法院可以命令修改合同

条款，终止合同，或命令特许人向特许经

营人赔偿因违背守则而造成的损失。 
 
 
 
 
 
 
给广告客户的警示 
 
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已经从悉尼

联邦法院获得法令，禁止 TMG Asia Pacific 
Pty Ltd 在广告宣传其移动奖金服务中对收

取额外费用采取虚假、误导和欺骗行为。

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声称，TMG
在其电视广告"Cash Cup"、"Mac Air" 和 
"Shell Game"中没有充分披露与其“发送短

信并赢取奖金”移动奖金服务的费用和其他

条款，误导消费者。该广告告知电视观众

，发送短信至 TMG 的 194060 号码，便有

机会赢取奖金。但是，该广告未充分告知

消费者通过发送短信，他们将被签约正在

进行的订阅服务并被收取额外费用。TMG
广告也没有声明该奖金将不会给予澳大利

亚首府领地、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州的

居民，尽管他们为参加该活动被收取了费

用。 
 
 
澳大利亚的网络遵守者 
 
在 Macquarie Bank Limited and Another 诉
David Seagle 的一案中，悉尼联邦法院的主

审法官判决原告胜诉。原告是澳大利亚一

家知名银行， 被告又名 Macquarie Westpac 
Bank。原告按照联邦法院规则第 35(A)号法

令 3(2)(c)条规定申请缺席判决。原告同时

主张， 根据 1974 年贸易惯例法案，被告从

事了误导和欺骗行为。被告是一个在澳大

利亚域名和知识版权领域声名狼藉的网络

蹲守者，曾在联邦法院有过类似的诉讼。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和调解中心多次对

其做出行政决定，例如 Macquarie Bank 
Limited 诉 Seagle，Westpac Banking 
Corporation 诉 Sir Oxford University，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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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Seagle Doc Seagle 和 Mr Oxford 
University，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案件编码为

D2003-0250。法院判决原告胜诉，并做出

了与其他法官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

解中心相同的命令和赔偿决定。如果被告在

21 日内未能进行文件转移，该命令授权法

院登记官员执行必要的文件转移，并永久性

地禁止被告登记、维持或使用诉讼所涉及的

域名。法院拒绝剥夺 Seagle 先生对下列域

名的权利：honourmission.com, federal-
court.net, mypute.com, terrorismsupport.com, 
arrogantsa.com, BDWaldron.com, I-C-A-
C.com, may-day.biz, response-continues.biz 
and muckworry.com， 但是要求他从以上网

站上删除某些评论。法院同时拒绝了原告的

提议，让被告发表“令人头痛的域名注册者”
的声明，以阻止其未经法院允许擅自注册域

名。Jagot 法官认为：“即使证据证明被告持

续注册具有误导性和欺骗性的域名，该判决

不同于令人头痛的诉讼人法令。令人头痛的

诉讼人法令由法院规则特别授予（例如联邦

法院规则第 21 号令）。原告所建议的法令

远远超出了我认为可以保护其权利的必要措

施。同时我认为辩论中网站上出现的有关法

院的材料构成单独的问题，与原告的诉讼主

张没有实质关联（尽管被告公开该材料是原

告提起诉讼的明显原因）。因此我不会做出

原告所建议的法令。” 
 
 
Huggies 商标案判决结果 
 
在 Kimberley-Clark Worldwide, Inc 诉 
Goulimis （2008 年 9 月 16 日） 一案中， 
原告向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提起上诉并且成功

撤销了注册官员在 2008 年 1 月 17 日做出的

决定。注册官员允许被告在第 35 类上注册

HUGGIE MUMMY 商标， 
该类别为直销婴幼儿玩具、视频、音频、书

籍及附件的服务商标。原告和被告的商标没

有注册在同一类别中。注册官最开始批准了

被告的商标注册是因为，除最终用户—婴幼

儿的父母外，其没有发现被告的服务和原告

的产品有相同之处。该上诉根据 1995 年商

标法案第 56 条提起，由悉尼联邦法院 Jagot

法官审理。原告是包含字母 HUGGIES 的不

同商标的所有人，其优先权日在被告的优

先权日 2007 年 11 月 15 日之前。一次性尿

布的 HUGGIES 商标为澳大利亚公众广泛知

晓，并且由原告的母公司自 1987 年开始在

澳大利亚使用。在 HUGGIES 知名的过程中

，它所涉及的商品范围逐渐扩大，包括诸

如尿不湿、训练小孩使用厕所习惯的短裤

、婴儿揩布、婴幼儿睡衣和泳衣、可以更

换的衬垫、洗布、浴液、爽身粉和润肤露

。被告因“健康原因”未能参加庭审。2008
年 8 月 11 日，被告向法院提交了未经宣誓

的证言，但由于被告的缺席无法被证实。

因此，Jagot 法官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继续

进行庭审，没有考虑被告提交的但难以被

认可的证据。法院认为被告关于其服务的

商标与原告关于其产品的商标具有相似之

处并且带有迷惑性，主要原因在于被告的

产品采用直销的销售方式。 
 
因此，Jagot 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我不会

将直销活动限制性的解释为挨户访问式销

售。挨户访问式销售只是直销的一种方式

。直销还有其他方式，包括网络销售（无

论是在被告所有的网站上还是从其他网站

链接到被告的网站）、市场摊位销售、

HUGGIE MUMMY 品牌专卖店销售，以及

通过零售商对最终消费者销售，例如在商

场内或工厂店中心租借柜台，或在照顾婴

幼儿的人频繁出入的地点进行游说。” 
 
此外，Jagot 法官认为，原告的销售渠道与

直销所允许的被告商标的正常使用之间有

实质性的重合。Jagot 法官在判决书中继续

说道：“直销范围内的销售方式比原告所采

用的零售渠道更加严格。但是被告根据注

册所授予的使用权对其商标的正常使用（

区别于特殊用途）涉及与原告销售渠道的

实质性重合，尤其在销售场所和市场营销

方面。例如，(i)原告和被告产品的购买方

法的链接同时出现在一般性网站上（例如

原告使用的销售其产品的网站，尤其是以

婴幼儿为主题的网站）；(ii)商店和工厂店

里的待售产品非常相似（即使被告从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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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柜台进行直接销售，而原告通过中间商

进行销售）。” 
 
虽然如此，法院也考虑了立法关于被告商标

是否可以进行注册的通常原则，包括把被告

的商标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法院根据法案

第 42、44、59 和 60 条判决原告胜诉，命令

驳回被告的商标注册，并判决被告赔偿原告

上诉费用和在注册之前申请异议的费用。 
 
 
澳大利亚建议中国投资者设立合资公司 
 
澳大利亚资源部长 Martin Ferguson 建议中

国公司的领导人绕过咨询顾问，直接来堪培

拉讨论他们的投资计划。他刚刚对政府如何

希望中国公司投资澳大利亚的采矿业给予了

清晰的指引，建议他们遵循“日本模式”建立

合资关系。自从 Chinalco 在二月份袭击 Rio 
Tinto 股权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倾向于抑制

中国公司的敌意收购和大规模投资，给与中

国公司对所成立的澳大利亚采矿公司控制权

。他说，澳大利亚欢迎投资，并希望帮助中

国公司了解澳大利亚的外商投资法律和其

他监管屏障。 
 
 
澳大利亚的 Francis Gurry 被任命为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领导人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会员大会于 2008 年 9
月 22 日任命并热烈祝贺澳大利亚的

Francis Gurry 先生当选世界知识产权局

局长，任期为六年，自 200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4 年 9 月。全体会员国祝贺

Gurry 先生当选，并认为他在知识产权

领域的经验和专家地位对于世界知识产

权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This update is aimed at keeping our clients informed of 
developments in Australia.  Whilst every care has been taken 
to ensure the accuracy of this update, it should not be relied 
upon before individual advice is obtained.  The MMLC 
Group is an international legal and corporate advisory 
group. MMLC Murphy Wang is a fully licensed Australian 
law fi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