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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COOPERATION	WITHOUT	INFORMATION	SHARING	无信息分享，无合作

• In years, counterfeiting and associated crimes have become a global industry due
to:多年来，制假及相关罪行也成为一项国际产业，具体原因包括：
o high contribution of IPR intensive industry and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重大贡
献，和

o low level of sanctions in general制裁措施普遍不严厉

• Seizing goods at the borders is not enough边境货物扣押不够

• For effective controls, risk analysis is needed为使管控发挥应有作用,需要进行风险
分析



WHAT	NEEDS	TO	BE	SHARED?	需要分享哪些内容？

• A long discussion at the Observatory among EU agencies and right holders
欧盟机构和权利人在观察组织经过长时间讨论后确定

• Consignor and consignee (but nominal data is an issue) 发货人和收货人
（但标称型数据是一个问题）

• Number of container货柜数量

• Routes and transport modes:路线和运输方式：
o emerging threats: rail traffic EU-China, info sharing needed to inspect

at destination新出现威胁因素：欧盟-中国铁路交通，信息分享需在
目的地进行检验

o why real routes are complex ones?为何实际线路如此复杂？



The	routes/2

Mapping the Real routes of Trade in Fake Goods (2017)
假货贸易实际路线图（2017年）

假货的主要生产商和中转站

制假的概率是基于所分析经济体的平均
GTRIC分数。有关GTRIC指数的更多信息，
请见OECD/EUIPO报告。

制造或中转假货
密集度高

制造或中转假货
密集度低



THE	CHALLENGES	IN	DATA	SHARING	数据分享面临的挑战

• Borders and market, from production to sale: the full picture is needed边境
和市场，从生产到销售：需要全局信息

• E-commerce and small consignments through express couriers电子商务和快递的小
件货物
o agreements and MoUs with Customs can help 与海关的协议和备忘录将有所
帮助

• Made IT tools interoperable让IT工具共通
o connecting databases in a single window在单一窗口连接各数据库
o “one seizure-one report” “一次缴获，一份报告”
o open to IPR holders “开放给知识产权人”

EUIPO	has	developed	databases	to	support	IPR	enforcement
欧盟知识产权局开发了支持知识产权执法的数据库



THE	EUIPO’S	DATABASES	FOR	IPR	ENFORCEMENT	欧盟知识产权局的知产执法数据库

EDB		执法数据库

ACIST	防伪情报支持工具

ACRIS	防假冒快速情报系统



THE	ENFORCEMENT	DATABASE	(EDB)		执法数据库
It	is	a	web	based	platform	developed	for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to	distinguish	genuine	goods	from	

counterfeits	with	the	help	of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right	holders	
这是一个基于网页的平台，为执法机关借助权利人提供的信息区分真假产品而开发的平台。

建立在TMview和DesignView的基础上

权利人 执法机关



THE	ENFORCEMENT	DATABASE	(EDB)			执法数据库

公司信息
公司、联系方式和知识产权组合。

产品组合

公司详情

联系方式

知识产权组合

其他网页

销售策略

文件组合



THE	ENFORCEMENT	DATABASE	(EDB)		执法数据库

产品信息
产品相关信息、图片、物流等。

基本信息

产品图片/视频

真实物流

过往案例

所涉公司

查看与本产品有关的知识产权

市场价值（欧盟）

产品文件组合



THE	ENFORCEMENT	DATABASE	(EDB)		执法数据库

通知海关和警察
发现新趋势或侵权案件时通知相关机关，这样做可使有关机关在未来使用本信息。

潜在侵权或趋势
在线侵权



THE	ANTICOUNTERFEITING	INTELLIGENCE	SUPPORT	TOOL	(ACIST)	防伪情报支持工具

Providing	reliable	data	to	support	enforcement
为支持执法提供可靠的数据

ACIST
ANTI-COUNTERFEITING	
INTELLIGENCE	SUPPORT	TOOL
防伪情报支持工具



THE	ANTICOUNTERFEITING	INTELLIGENCE	SUPPORT	TOOL	(ACIST)	防伪情报支持工具

报告
相关成员国海关机构实施的扣押

扣押筛选：

扣押日期： 类型： 来源国： 知识产权类型：

扣押类型： 扣押成员国：

ACIST	提供假冒商品扣押的整合数据



«Turn-key	tool» available	for	Third	Countries	第三国可用的成套工具

THE	ANTICOUNTERFEITING	INTELLIGENCE	SUPPORT	TOOL	(ACIST)	防伪情报支持工具



THE	ANTICOUNTERFEITING	RAPID	INTELLIGENCE	SYSTEM	(ACRIS)	防假冒快速情报系统

帮助全球各地的欧盟企业！

权利人 政策制定者

ACRIS面向欧盟国家，向其提供有关第三国知识产权状况的
更为广阔的视角。
基于ACRIS存储的情报，政策制定者可以开展知产对话，以
更好地保护第三国的欧盟公司。
ACRIS是欧盟知识产权局与欧盟委员会（贸易总司）合作创
设的应用，收集受欧盟外国家知识产权侵权影响的欧盟公
司的证词以及地方机关对该等案件的相应跟进信息。

生成内部
状况报告，
促进与律
师的沟通

生成自定
义全景知
识产权报
告

用户友
好的案
件上传

ACRIS是一套
部署了安全
机制的系统

可以提
供所有
欧盟语
言版本

所有欧盟
企业免费
使用



THE	ANTICOUNTERFEITING	RAPID	INTELLIGENCE	SYSTEM	(ACRIS)	防假冒快速情报系统

执法行动

初步禁令

决定

上诉



THE	EUIPO’S	TOOLS	IN	THE	FUTURE			欧盟知识产权局未来的工具

BUILDING	THE	EU	IP	
ENFORCEMENT	PLATFORM
建设欧盟知识产权执法平台

o A	secure,	on-line,	multi-language	platform	to	maximise	the	cooperation最大程度增强合作
的安全、在线、多语言平台

o A	direct	entry-point	for	Right	Holders	in	IP	enforcement权利人参与知识产权执法的直接
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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