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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经济关系概况

● 中国和德国是世界出口的冠亚军

● 中国获得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

● 中国企业在外国有超过50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

● 中国企业在德国有投资为17亿欧元

(占外国在德国投资总额的 0,3%)

● 德国是中国在欧盟境内最重要的商业伙伴

● 德国2009年从中国进口560亿美元，占中国当年出口总额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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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在德国境内的分布情况 –
根据地区和行业划分

地区划分:

● 目前在德国境内共有2000多家中国企业

● 其中: - 680多家在北威州

- 400 多家在黑森州

- 400 多家在汉堡地区

行业划分:

● 机械制造行业

● 化学行业

● 医药行业

● 电子技术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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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在德国采购的目的

● 开拓新的销售市场

● 发展战略决策

● 获得创新技术

● 建立在中国之外的中国高端企业

● 减少对美国或者欧洲公债的依赖

● 自由投资，可利用资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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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在德国采购 – 进入市场的策略

● 代理 (销售代理)

● 经营许可

● 特许经营

● 合资 / 联盟

● 并购

● 建立子公司



Page 7
Bird & Bird LLP 2011

中国企业在德国采购 – 重要的目标行业

● (消费) 电子行业

● 汽车行业

● 基础设施

● 太阳能领域

● 运输和物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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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联想并购德国Medion上市公司

• 联想: - 全球第二大的个人电脑生产企业

- 2010年度年销售额为215亿美元

-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HKSE)

• Medion: - 欧洲著名的电子消费产品和个人电脑生产企业

- 企业地点: 德国埃森

- 2010年年度销售额为16亿欧元

- 在德国SDAX上市

- 注册资本: 48418400 欧元

• 德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企业在公开场合成功收购德国企业的案例

• 总交易额大概为六亿两千九百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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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并购Medion公司的法律咨询

• 并行操作: 购买首席执行官/ 大股东的股份，准备公开收购

• 先行获得首席执行官和大股东的股份，这个占基本股份的 36%

• 以选择的余地购买其他股份，这个大概为基本股份的18% 

• 对大股东的支付方式: 80% 的现金, 20% 的联想股份的换股

• 2011年6月自愿公开的方式向各股东以每股13欧元的价格收购

• 截止时间: 2011年7月

• 并购结算: 2011年8月



德国中国法律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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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介绍

• 团队由德国和中国的律师共同组成

• 德国中国法律事务部的负责合伙人: Dr. Matthias Meyer

• 跨文化理解以及中文语言交流

• 能够为中国企业在德国和欧洲的商业活动提供全方面的商业法律
咨询

• 提供中国企业进入和实施商业活动的法律建议 (例如，公司建
立，企业结构，管理以及知识产权等)

• 为个别项目或者长期商业活动提供咨询

• 和中国国内的律师紧密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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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中国企业的案例

● 华为 – 在德国的专利侵权诉讼案件

● 夏新点子 – 在德国的专利侵权诉讼案件

● 三一重工 – 在英国的商标侵权案件以及在德国的知识产权咨询

● 联想 – 在英国境内的全方面的法律咨询，在德国的专利侵权，商
标以及并购等法律咨询



鸿鹄律师事务所亚洲事务的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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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介绍

• 鸿鹄律师事务所在亚洲有4家分所，分别位于香港，北京，上海
和新加坡

• 4家分所分别于1995年，2004年，2008年和2009年成立

• 鸿鹄律师事务所是目前唯一一个外国律师事务所与中国北京罗杰
律师事务所联营 (提供知识产权和商业诉讼服务等) 。这样我们
可以直接在中国法院和机构为当事人提供便利的法律咨询服务。

• 提供全方面的法律咨询服务 (包括公司法，企业并购，知识产
权，商业合同，媒体，电子通讯以及诉讼等)

• 超过70多名的专业法律咨询人

• 在中国能够提供非常有经验的企业并购和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建
议

• 为亚洲各地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



鸿鹄律师事务所 – 基本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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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鹄律师事务所的建立

● 鸿鹄律师事务所由 William Frederick 
Wratislaw Bird 和 James Moore在
1846年伦敦建立。律师楼最初的名称
为 Bird & Moore。

● 1905 律师楼将其改名为 Bird & Bird 
(鸿鹄律师事务所)，由 W B M Bird 和
他的堂兄 Ernest Edward Bird 共同领

导。

● 1995 年鸿鹄律师事务所开通了自己的
门户网站 www.twobirds.com，这也

是第一家律师楼通过网络的形式宣传

自己。

www.twobir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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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鹄律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介绍

● 鸿鹄律师事务所是一家国际性的律师
楼

● 全球共有超过1000名的律师和法律工

作者

● 提供全方位的法律咨询服务

● 各分所和团队紧密合作

● 不断更新最新的法律发展和信息交流

● 最信赖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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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分所分布 – 在16个国家共23家分所

阿布扎比
布拉迪斯拉发
布鲁塞尔

布达佩斯
海牙
杜塞尔多夫
法兰克福
汉堡
赫尔辛基
香港
伦敦
里昂

马德里
米兰
慕尼黑
巴黎
北京
布拉格
罗马
上海
新加坡
斯德哥尔摩
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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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鹄律师事务所德国分所

● 在德国有四家分所，分别位于杜
塞尔多夫，法兰克福，慕尼黑和
汉堡。

● 在德国共有170多名专业律师，
其中40多名合伙人。

● 我们为客户提供没有缝隙和行业
限制的全方面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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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面的法律服务

● 银行和金融

● 商业合同

● 公司法和企业并购

● 信息保护

● 纠纷解决

● 劳动法

● 欧盟法和反垄断法

● 诉讼和仲裁

● 外包

● 专利

● 公共部门领域

● 房地产

● 行政规定

● 重组和清算

● 税务

● 贸易和海关

● 商标和外观设计

生命科学

食品行业

能源和公用事业

电子商务

航空航天

金融服务

媒体

汽车行业

信息技术

体育

行业重点 服务领域

通讯



法律咨询费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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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费用模式

我们非常理解，如何以最合理的费用提供最有效的法律咨询建议。除了传
统的小时收费外，我们还很愿意与当事人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采取如下的
收费模式。例如:

● 成交量为基础的收费

● 根据不同代理事务提供不同的小时收费

● 项目或者交易的固定费用，或者费用上限

● 混合模式

● 质量奖金



中国企业在欧洲的知识产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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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 一个注重知识产权的大陆

知识产权是众多欧洲企业很重要的资产，同时有效率的知识
产权保护是最重要的企业策略: 

• 很多欧洲企业削减在劳动力成本，基础建设投资以及广告投入等方
面的费用支出，

• 但是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没有减少或者没有同样幅度的减少费用的投
入 (例如研发方面，专利申请，商标和外观设计的注册申请等)。

知识产权在欧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做生意的工具 – 更是市
场经济的框架。一个详尽的知识产权策略是您在欧洲市场的
“驾照”。

• 在欧洲所有竞争者都积极使用知识产权来保护和扩展他们的生意，

• 如果没有一个恰当的知识产权策略，在欧洲的投资将极有可能无功
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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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 一个注重知识产权的大陆

同样在欧盟，知识产权的创新，保护和有效的利用被认可为欧洲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因素。

欧盟绿皮书 – “知识经济内的版权” 有阐述道 KOM(2008) 466/3 (第一页):

“知识经济” 一词通常在经济活动领域内得到使用，但是该词的内在含义在于不
是依赖于“自然资源”(例如土地或者矿产)，而是依靠的是智利资源，例如专有

技术和技术专长等。知识经济的一个关键概念就是知识和教育(也被称之为
“人力资本”)。这个人力资本可以被视为商业资本或者是教育性和知识性的
产品和服务等，通过被使用而获得更高资本的回报。显而易见，知识经济比有
些地区的稀有自然资源还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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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 一个注重知识产权的大陆

知识产权领域方面代理的的中国企业

● 厦新电子 – 在德国的专利侵权诉讼案件

● 三一重工 – 在英国针对德国奔驰汽车公司的商标侵权案件以及在德
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咨询等

● 华为电子 – 代理在德国的专利侵权案件

● 联想集团 – 在德国的专利侵权诉讼以及有关商标保护的法律咨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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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 一个注重知识产权的大陆

● 法治原则 – 欧洲最重要的原则
• 与法官和当局的私人关系不重要 – 无 “关系” 一说。

• 对法律制度的精通才是根本。

● 基本规则: 对一个经营项目的法律“修补”通常比一个事先的法律
尽职调查至少要贵上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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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知识产权策略 (一)

● 在市场进入前后评估竞争对手的知识产权的权益: 
• 对竞争对手的保护性权利的风险评价

• 这种风险评价必须持续的不间断的进行 (例如新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新的自
有产品等！)

● 企业并购: 
• 目标知识产权组合的评估以及竞争对手的必要许可的权利等

● 知识产权保护策略的制定以及自有知识产权的申请:
• 对自有的知识产权组合的机会和价值的评估

• 自己的保护权益的申请: 您自己的创新事项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 最适合的保护方式是什么(专利、商标、外观设计和版权)?

• 哪种保护性权利能够最有效的阻碍竞争对手，

- 对您自己商业模式的保护

- 对竞争对手的商业模式的攻击

- 各商业模式最重要的方面是什么 (技术方面、设计和分销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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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知识产权策略 (二)

● 前瞻性的知识产权策略
• 策略目标的定义(彻底排除竞争对手，攻击特定的技术或者许可等)
• 为有效的执行而从知识产权组合中选取最佳的候选人
• 为知识产权的执行选取最佳的论坛

● 防卫性的知识产权诉讼
• 策略目标的定义 (完整的防御辩护，取得合理的许可，为准备工作争取使江

等)
• (主动) 无效 / 撤销的反击

• 主动的负面宣示性诉讼行为
• 发诉

• 反垄断攻击
• 许可/ 相关知识产权的受让

• 通过与专业技术人员和我们的律师共同为产品的外观设计提供更好的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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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体系 (基本情况介绍)

● 欧洲专利公约 (EPÜ)
• 欧洲专利局 (EPA) 位于德国慕尼黑

• 共有38个成员国，其中包括欧盟所有27个成员国

● 欧盟法律对欧盟商标和欧盟外观设计的规定

• 欧盟商标和外观设计由设在西班牙的阿利坎特 (Alicante) 的欧盟商

标与外观设计登记局授予

● 欧盟各国内法对国内专利、商标、外观设计和版权的规定

• 欧盟各国国内的专利和商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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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体系 – 专利授予和实施

● 欧洲专利
• 欧洲专利由欧洲专利局授予(EPA)

• 各成员国的国内法院来具体执行法律纠纷

● 在欧洲的国内专利

• 由各国国内的专利局授予专利, 例如德国就是德国专利和商标局
(DPMA)

• 各成员国的国内法院来具体执行法律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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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体系 – 专利授予和实施 / 欧洲地图

伦敦

巴黎

海牙

慕尼黑

曼海姆

杜塞尔多夫

布鲁塞尔

= 专利纠纷解决

= 专利授予

米兰

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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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体系 – 通过欧洲专利公约授予专利

● 欧洲专利公约 (EPÜ) 构建了基本的专利法律框架

● 欧洲专利公约独立于欧盟法

● 欧洲专利局 (EPA) 坐落于德国慕尼黑

● 欧洲专利局目前共有38个会员，其中包括所有欧盟的27个成员

国

● 欧洲专利局代表各成员国授予专利的单一程序

● 一旦授予了欧洲专利就是一个各个国内专利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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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体系 – 法律实施

● 欧洲专利的内国部分需要在成员国国内的法院来执行

● 欧盟法律允许欧盟所有成员国选择专利侵权的管辖法院:
• 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 侵权行为发生地和侵权行为结果地的国家管辖

● 很多欧洲国家在专利侵权解决程序上有不同的优缺点

● 跨国界的专利纠纷问题
• 基本上不太可能; 具体的法律依据是欧洲专利的各内国法律

• 特例是被告的住所地法院，因为专利侵权而被起诉 (司法解释 vgl. GAT ./. 
LuK, Entscheidung des EuGH, 13. Juli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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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商标和外观设计体系

● 国内商标和外观设计由各国相关机构授予

● 欧盟商标和外观设计由设在西班牙的阿利坎特 (Alicante) 的欧盟
商标与外观设计登记局授予

● 欧盟商标和欧盟外观设计师一个单一的权利: 
• 欧盟商标和外观设计的单一申请程序

• 欧盟商标和外观设计在整个欧盟境内有效

• 法律实施在整个欧盟境内是可能的 (例如欧盟各成员国特别法院或者在欧洲
法院提出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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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商标和外观设计体系 (续)

● 保护时效:
• 欧盟商标在时间上没有绝对的限制

• 欧盟外观设计最长保护时间为25年

● 可以允许注册的欧盟商标种类:
• 文字商标

• 图案商标

• 三维图形商标

• 声音、气味等商标类型

● 可以允许注册的外观设计:
• 产品的外观或者其中的一部分 (例如二维或者三维等)
• Z.B. 例如: 包装、汽车零配件、字体和图案标记等

● 欧盟商标和欧盟外观设计同时进行保护是可能的



具体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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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联系人
Dr. Alexander Schröder-Frerkes, LL.M.

Dr. Schröder-Frerkes ist Managing Partner von Bird & Bird Deutschland und Mitglied des Global 
Management Committee. Er leitet die Corporate/ M&A Practice Group in Deutschland und ist Co- Head der 
Internationalen Corporate/ M&A Practice Group. Vor seinem Wechsel zur Rechtsanwaltskanzlei Bird & Bird 
war er Mitglied der örtlichen Geschäftsführung einer namhaften deutschen Großkanzlei. Von 1993-1994 war 
er Foreign Associate bei Mayer Brown & Platt in Chicago.
Er berät in- und ausländische Mandanten in den Bereichen M&A, bei Private Equity- und Venture Capital-
Transactions, MBOs, Konzernbewertungen, Restrukturierungen und Reorganisationen sowie bei Joint 
Ventures. Durch die Begleitung einer großen Anzahl von M&A-Transaktionen verfügt er über eine 
langjährige umfassende Expertise im Gesellschaftsrecht und der M&A-Beratung und genießt eine 
herausragende fachliche Anerkennung in diesen Bereichen. Alexander Schröder-Frerkes zählt laut „JUVE 
Handbuch Wirtschaftskanzleien 2004-2011" zu den häufig empfohlenen Rechtsanwälten („harter 
Verhandler", „guter Business-Sense").

Neben seiner anwaltlichen Tätigkeit ist Alexander Schröder-Frerkes aktives Mitglied in zahlreichen 
nationalen und internationalen Vereinigungen, wie z.B. IBA und IHK. Seit 1998 ist er als Mitglied des 
Vorstands und seit 2008 als Chairman der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Chapter NRW) tätig. 2001 
wurde er in den Beirat des Flughafens Düsseldorf berufen. Darüber hinaus hält er regelmäßig Vorträge und 
ist Autor einer Reihe von Buchveröffentlichungen.

In 2010 wurde Dr. Schröder-Frerkes durch den Bundespräsidenten Horst Köhler mit dem 
Bundesverdienstkreuz ausgezeichnet. Dieses erhielt er vor allem wegen seines Engagements bei dem Ausbau 
der Deutsch-Amerikanischen Beziehungen.

Dr. Alexander Schröder-Frerkes, LL.M.
T: +49 211 20056 223
E: alexander.schroeder-frerkes@twobir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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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联系人
Dr. Matthias Meyer 

Dr. Matthias Meyer ist Partner in der deutschen IP Praxisgruppe von Bird & Bird und Head des China Desk in 
Deutschland. 

Der Fokus seiner Arbeit betrifft internationale Patentverletzungsverfahren in allen technischen Bereichen sowie 
internationale Schiedsverfahren für große internationale und nationale Organisationen sowie den Mittelstand, 
insbesondere in den Bereichen Life Sciences, Automotive, Mobilkommunikation und Banking. Ein weiterer Fokus 
seiner Arbeit ist die Entwicklung und Verhandlung komplexer IP Lizenzverträge. 

Das JUVE Handbuch für Wirtschaftskanzleien nennt Matthias Meyer regelmäßig als empfohlenen Rechtsanwalt 
im Bereich Patentverletzungsverfahren (Ausgaben 2010/2011, 2009/2010 und 2008/2009). Das IAM Magazine 
empfiehlt ihn in der 2011 Ausgabe des "IAM Licensing 250: The World’s Leading Patent and Technology 
Licensing Practitioners" als Experten für Lizenzverträge. 

Matthias Meyer ist Mitglied der Deutschen Vereinigung für gewerblichen Rechtsschutz und Urheberrecht 
(GRUR), der Licensing Executive Society (LES), der AIPPI und des VPP. Er hält regelmäßig Vorträge in 
Deutschland und international über Themen des gewerblichen Rechtsschutzes und ist Autor verschiedener 
rechtlicher Publikat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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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49 211 20056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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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鹄律师事务所 – 国际奖项

„Bird & Bird LLP verteidigte 
die Vorrangstellung im 
deutschen Markt und war 
erneut an den meisten Fällen 
beteiligt, die für Schlagzeilen 
sorgten.“ (IP)

Legal 500 Deutschland 2010

“Eine im Patentrecht
führende Prozesskanzlei”

Juve 2010

“They get the deal 
moving forward.”

Chambers Global 2010

“An impressive track 
record of high profile 
transactions.”

Legal 500 EMEA 2009

„Mandanten schätzen die 
‘exzellente 
grenzüberschreitende 
Koordination zwischen den 
Büros’ sowie den ‘flexiblen 
und praxisnahen Ansatz’ .“
(Gesellschaftsrecht/M&A)

Legal 500 Deutschland 2010

"The firm is excellent in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when all 
the answers can be 
found in one place…"

Chambers Glob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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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zlei des Jahres für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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