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nagement, Markets and Legal Consulting Group  
Beijing        Brisbane       Guangzhou       

    
 

 
                                                                                       

   

MMLC Group   –   Australian  Legal & Business Update 

Nov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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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新闻 
 

 

商标侵权犯罪审查 

维多利亚州最高法院最近的一项判

决，（联邦总检察长 2008 年 第 1 号

参考 [ 2008 年] [ VSCA ] 214 ）将

澳大利亚的商标权人和许可人带来好

消息，特别是那些众所周知的而且经

常成为仿冒目标的商标。该决定澄清

了用于确定是否一直存在违反 1995

年商标法案（ “法案” ）规定的刑

事罪行的规则。这一决定证实，没有

必要证明被告知道他或她的行为是非

法的或错误的。相反，只须证明被告

故意或过失违反相关法案。因此，现

在应该更容易成功地起诉的大规模进

口和销售假冒产品的涉案人员。根据

澳大利亚法律，假冒产品是指未经商

标权人或许可人的允许使用其商标的 

 

 

 

商品。假冒产品一般涉及应用于看

似流行或奢侈品上的知名品牌。法

案第 14 章对那些从事生产、进口或

供应假冒产品以及相关活动的犯罪

嫌疑人规定了刑事罪行。每一项犯

罪的刑罚都包含高额罚款（最高五

万五千美元）和监禁（最高两

年） 。这些罪行应该比法案中商标

侵权的规定能对涉及假冒商品者给

予更大的威慑，商标侵权的补救措

施仅限于禁令和损害赔偿或利润补

偿。然而，在几个对这些罪行的起

诉遇到失败以后，近年来这些规定

的效力遭到质疑。 

 

在这个案例中（在 2004 年进行了

讨论），澳大利亚海关截获了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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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进口到澳大利亚的集装箱，并

且发现了数以千计的涉嫌假冒商品。

经澳大利亚联邦警察调查，进口该货

物的公司董事依据法案第 148 条被指

控知道或应该知道该货物虚假使用注

册商标而对其进口并销售。在维多利

亚地方法院的审判中，法官裁定，为

了使犯罪行为得以被控告，官方需证

明被告人知道他所做的行为是错误的

。上诉法院认为该罪行的组成部分如

下- 被告必须故意进口或销售货物（

视情况而定） ，被告必须知道或应

该知道货物虚假使用了注册商标，或

者换句话说，货物是假冒的。上诉法

院引用长期以来高级法院来支持其结

论是，被告人知道他或她所做的行为

是非法的不是刑事责任的组成部分。 

 

掠夺性价格 

 

今天当参议院接受了对澳大利亚贸易

惯例法律的一个重要的改变时，联邦

政府艰难赢得了打击掠夺性定价的新

的权力。当一个庞大并且强大的公司

长时间在成本价以下销售产品，使用

其市场力量将较小的竞争对手挤出市

场，即存在掠夺性定价。这是最难证

明的。贸易惯例法案对此进行了修正

，公司长时间低于自己的成本价格提

供货物或服务可能触犯法律。这在这

种艰难的经济时代可能导致问题，因

为公司在必要时需要低于成本销售产

品，以使公司维持下去。 

 

 

 

高级法院关注 1990 年专利法关于共

同侵权的规定 

 

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在澳大利亚北领

地诉柯林斯（ [ 2008 ]肝癌 49 岁

， 08 年 10 月 16 号）一案的判决

中对 1990 年专利法第 117 条共同侵

权的规定在专利侵权诉讼中的意义

提供了指引。 共同侵权（也称为

间接的，参与的或次要的）适用于

如下情况，专利权人可以要求被告

赔偿由于向第三人提供产品而造成

的损失，即使实际侵权行为由其他

人所为（或直接侵权人） 。货物、

材料或零部件供应给消费者并使其

以一种侵犯专利权的方式被使用、

消费或组装，即构成普通的共同侵

权。虽然一些间接或共同的侵权行

为根据普通法可能在专利权人的诉

讼中引起补救措施，但有一定的限

制。高等法院所有五名法官一致判

决北领地政府胜诉。虽然法院认为

北领地政府向 ACOC “供应”了木

材，但它认为，木材是一种“主要

商业产品” ，因此根据第 117 条 

（ b ）项（ 2 ）北领地政府向

ACOC 供应主要商业产品不构成专利

侵权。澳大利亚专利法一个有争议

的问题尚待解决。第 117 条中的“

产品”不限于使用专利方法而获得

的产品。 

 

 

新南威尔士州通过了建筑领域新的

消费者保护办法 

 

新南威尔士州立法会通过了在家庭

保证保险计划下对消费者加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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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正案 。这项立法由上议院通过

并获得了两党的支持，将给予消费者

额外的理由，对缺陷或不完整的建筑

工作提出保险索赔。根据这些新的法

律，任何建筑者在 28 天内未能遵守

法院命令或消费者、交易商和租赁商

的命令，其营业执照将自动被吊销。 

 

商业新闻 
 

莱恩内森为可口可乐阿玛蒂出价 75

亿澳元  

 

澳大利亚第二大啤酒制造商莱恩内森

公司提出以价值 7.5 亿澳元（4.9 亿

美元）的现金和股票购买可口可乐阿

玛蒂公司，成为国内最大的饮料制造

商。首席执行干事罗布穆雷已经获得

控股股东麒麟控股有限公司对该交易

的支持，该交易将使其增加二倍的销

售额并且分得三分之二的澳大利亚软

饮料市场。麒麟计划由日本食品公司

收购价值 3760 亿澳元的新莱恩 内森

股票，扩大其在澳大利亚的覆盖面，

其自 12 月以来已经在那里花费了 35

亿澳元购买牛奶生产商国家食品和乳

制品农场主和果汁制造商贝里。 

 

必和必拓收购力拓遭到欧盟的反对 

伦敦，11 月 4 日（路透社）-必和必

拓从欧洲监管机构收到一份文件，详

细说明了该公司 780 亿美元收购力拓

的反垄断障碍。该委员会此前曾表

示，它担心两个公司的合并可能导致

更高的价格，并减少客户的选择空

间。分析家们说，主要问题在于铁矿

石，因为力拓和必和必拓分别是世

界上第二大和第三大铁矿石生产

商，仅次于巴西山谷。中国基础设

施建设对铁矿石的巨大需求导致了

价格在几年内的急速增长，包括今

年的年度合同价格近一倍的增长—

但全球经济下滑已导致钢产量在最

近几个月里的减少，对铁矿石需求

疲软和现货价格的滑动。该合并将

建立一个矿业集团，控制作为钢铁

制造冶主要原材料的铁矿石的世界

海运贸易的三分之一以上。包括欧

洲在内的世界各地的钢铁企业强烈

反对该合并，并敦促欧盟拒绝该收

购交易。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竞争监

管机构已经批准了这一交易。处置

部分资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

该交易获得各国监管机构的批准，

处置部分资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肖尔沃特湾决定挑战法庭 

布里斯班法院已被告知联邦环境部

长彼得盖瑞特关于停止在昆士兰中

部煤炭港口和铁路线的决定是无效

的。盖瑞特先生在 9 月拒绝了沃勒

塔煤矿的提案，称这会破坏肖尔沃

特湾地区的生态完整性。沃勒塔煤

矿上个月申请了对该决定的司法审

查，今天该公司的律师向布里斯班

联邦法院表示，部长未能按照法律

规定在 20 天内做出决定。预计将在

下个月或下两个月内获得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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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汽车公司 5 月被挂牌出售 

霍顿，在作为澳大利亚的标志 60 年

之后，由于金融危机可能被中国或印

度的业主收购。霍顿的美国母公司通

用汽车公司正处于破产的边缘，澳大

利亚公司可能会重蹈前英国公司捷豹

和陆虎的覆辙，捷豹和陆虎在最近几

个月被中国公司收购。通用汽车公司

的董事已公开表示，它可能没有足够

的现金来支持另外的九个月。另外两

个美国汽车巨头，福特和克莱斯勒，

也同处惨境，如果他们无法说服政府

他们是值得挽救的，或获得一些快速

的融资，其海外部门有可能立即被挂

牌出售。霍顿员工超过 6000 人，但

整个汽车行业拥有员工 6.5 万人。另

有 20 万人受雇于依赖于汽车制造商

的企业，如零部件供应商。 

 

 

本土灌木食物蓬勃发展 

 

澳洲原住民一直要求传授知识，推动

和指导澳大利亚发展灌木装填器产业

。随着本地及全球需求的持续增长，

该行业显然需要先进的指导和领导。

这个行业，其中包括诸如金合欢树种

子和灌木西红柿等食物，是基于传统

原住民关于收集，准备和利用沙漠植

物和其他食物的知识之上的。政府基

于文化上的适当考虑，希望使更多的

原住民参与到该行业中来。中国进口

商表示有兴趣在基础层面介入这一行

业。 

 

 

 

 

澳大利亚和中国-自由贸易协定迫近 

 

澳大利亚和中国将进一步加快谈判

一项自由贸易协议，但他们并没有

设定达成最终协议的最后期限。总

理陆克文昨天在华盛顿，在飞回澳

大利亚几个小时前，会见了中国国

家主席胡锦涛，并进行了长达一个

小时的讨论。陆克文说，这个全球

不确定性的时代需要这种密切的合

作。“我们讨论了如何能够采取新

的措施来加快完成澳大利亚和中国

自由贸易协定，以适应我们两国之

间投资联系以及货物和服务贸易的

重要性。” 他说，“这是一个很好

的会议，我们打算在下个月再次见

面的过程中进行进一步讨论。”自

由贸易协定的做法源自 4 月份陆克

文访问北京时双方领导人之间所达

成的协议，以“解冻”始于 2005 年

的谈判。自 4 月份以来，官员一直

在继续谈判。陆克文说谈判已取得

了进展，并且进一步的行动有可能

趋向一个“均衡的协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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