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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荣幸作为 AACA 咨询委员会的代表开启我

动。每次咨询委员会大家都会非常热烈的讨论

们 AACA 一年的工作总结。AACA 咨询委员会

各种话题，各个行业精英代表的各种深度的思

的成员由 AACA 每一个行业工作组选举产生的

想火花在这里碰撞，彼此创造性的意见和建议

主席和副主席单位构成，代表了行业的诉求和

让每个人都受益匪浅，有内容、有思考，有实实

利益。作为 AACA 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我们每

在在的“干货 realstuff”这是我在其它任何组

个季度都会开会同秘书处一起讨论联盟成员最

织里没有见到过的。

关心的议题，并决策联盟中的重大事项。
AACA 是一个阿里巴巴发起的自发组织，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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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年里，虽然面临疫情的严峻挑战，我

知识产权权利人等多方以“天下无假”的共同目

们依然紧密团结在一起，
“于危机中觅先机，于

标而努力，在这里不是品牌权利人孤独的在暗

变局中开新局”。我们咨询委员会连同秘书处

夜中行走和战斗，而是在 AACA 的协调和组织

共同开创性设立了 AACA 知鹰奖，鼓励成员分

下，大家一起群策群力，汇聚大家共同的思想火

享最佳实践，并嘉奖优秀个人；我们还成立了几

花来照亮前进的道路并为大家指明解决问题的

个课题组，就成员关注的电子证据在执法中的

方向，这也是这个组织为什么能迅速扩大并为

应用、知识产权赋能商业等话题进行讨论和推

行业所瞩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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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2020 年 -2021 年度咨询委员会同秘书处

看到了我们的知鹰奖化蛹成蝶，光彩纷呈；

联合发布《AACA 年度总结》，作为成员回顾过

过去的一年，更是各个行业组的创新的思想火

去的一年，不禁心潮澎湃；

花四溅、交相辉映的一年；

过去的一年，是奋斗的一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在新的一年里，新一届的咨询委员会更将再接

大家为了共同的愿景而付出的努力和辛劳；

再励，不负期望，不畏征途，为联盟和行业发展

过去的一年，也是成果丰硕的一年，在这里我们

贡献更多的创新和突破，迎来下一个辉煌。

江洋
阿里巴巴知识产权运营负责人

AACA 一眨眼已经走过了 4 个年头，从一个由

我们也发现，电商平台在快速助力企业发展的过

30 个权利人组成的小组织一步一步发展壮大

程中，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诉求也日益增

到今天接近 200 个成员单位的大联盟，让所有

强，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也加入 AACA 中小企

人看到了品牌方和平台对新数字经济时代知识

业咨询委员会，同这些走在前沿的成员单位交流

产权保护工作的重视和决心。

学习，探讨知识产权保护热点话题，借鉴行业最
新实践。

回顾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大家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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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生活，也改变了我们的一些做事方式，很多

去 年，通 过 AACA 设 立“知 鹰 奖”以 及《AACA

行业都在加速数字化转型，进行产品和运营线上

新观察》杂志、公众号等，向行业和社会分享

化，那么随之而来的是线上的知识产权保护得到

AACA 成员和执法以及平台合作实践，优秀案

各方越来越多的关注。

例和新的解决方案。

当然，我们还面对很多新的挑战。AACA 的各

2020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团结一心共

成员单位积极和执法和平台合作，继续深耕

同战胜了疫情，我相信在假货治理的道路上，权

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的解决方案，在原有项目

利人、执法和平台也会团结一心，为实现“天下

和解决方案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升级和突破。

无假”的愿景而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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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发展概要

截止 2021 年 3 月 31 日，AACA 已发展到 198 家成员公司，覆盖来自全球 19 个国家的 700+ 品牌。

29%

34%
欧洲

美洲

23%
中国

14%

亚太及其他区域

随着 AACA 工作内容的丰富，我们在现有的组

AACA行业工作组

AACA咨询委员会

2021 年 AACA 延续 14 个行业工作组，包括烟

2021 年由各个行业工作组选举出一名主席和

酒类、服饰及鞋类、汽车、娱乐与玩具、食品及饮

一名副主席带领工作，主席和副主席自动组成

料、家居及家用电器、工业、珠宝及配饰、奢侈

AACA 的 核 心 机 构 AACA 咨 询 委 员 会，AACA

品、个人护理、医药业、出版与软件、智能设备、

各种重大决策，将通过咨询委员会议进行集体

运动服饰及运动用品行业工作组。

决策。

护的最佳实践并提供建设性的反馈及建议。

织架构下继续整调扩充，产生了中小企业知识
产权保护沟通交流的平台“AACA 中小企业咨

AACA新观察编委会

询委员会”以及负责分享信息、交流观点、宣传
形象的“AACA 新观察编委会”。

由励讯集团中国区高级副总裁张玉国先生担任
主编，10 位来自 AACA 成员公司的权利人代表

AACA中小企业咨询委员会（S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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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栏目主编。

成立于 2020 年 9 月， 旨在识别中小企业知产

《AACA 新观察》致力于通过内容运营的各个载

保护面临的共性问题及未来发展趋势，通过搭建

体，将数字经济时代下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佳实

沟通交流的平台，为全球中小型企业提供更全面

践、知识产权保护的新模式，以及一群优秀而有

的知产保护服务，在中小企业中推广知识产权保

趣的 IP 人的故事展现给全世界和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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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ACA合作领域进展
概况

AACA 2020-2021年度回顾

合作创新

高效化，2020 年 5 月 AACA 用户中心上线，开
通了主动防控、线下专案合作、申诉共建、打假

通过合作共治的模式，我们的工作在不断地创

无疆项目等解决方案的板块，权利人可以登陆

新，探索了更多新的模式和机制。

AACA 用户中心输入信息、查看数据。通过数
据化的方式让我们的合作更加高效和紧密。

通过不间断地合作和对话，AACA 形成了行之

1. 数字化探索

有效的合作模式。我们发现这种合作模式极大

自 2020 年 AACA 用户中心上线以来，使用率

地提升了知识产权维权的效率。从 2020 年 4

伴随着数字化的发展，为了让权利人和平台的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基于成员之间的

合作项目以及解决方案更加可视化、标准化、

已经超过 70% 。

密切合作，AACA 成员 99% 的线上投诉 24 小
时以内处理完成。
为了提升权利人的投诉体验和投诉效率，降低
学习成本，2020 年 8 月，IPP 平台将原有的 11
个商标侵权投诉理由缩短为 3 个，AACA 成员
的投诉账号首批体验入驻。
与此同时，即使受疫情影响，与 AACA 成员进行
线下合作产出的案值仍达到 23.5 亿。 AACA
权利人、执法多方合作，重点攻破全链路案件，
对风险目标深度溯源，主动挖掘产供销全链路
主体，实现全链条打击。实现两法衔接类型案
件的突破，加强与海关及权利人的跨境情报合
作，厘清线上 - 线下跨境运作模式，实现境外溯
源。同时针对行业区域进行系统性治理，在广
州开展了涉及多个品类的骤雨专项，在河北省
多个地区开展了日化专项，在常州和中山开展
了灯具专项。通过这些系列打击，AACA 践行
了社会责任，在打击涉民生日常活必需品方面
积极助力执法机关及权利人；同时，我们利用技
术及资源优势，助力中小企业线下案件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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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容平台的创设

AACA 2020-2021年度回顾

致力于通过内容运营的各个载体，将数字经济
时代下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佳实践、知识产权保

AACA 自成立以来，每一个成员都在知识产权

护的新模式，以及一群优秀而有趣的 IP 人的故

保护的道路上进行着创新和探索，并且产生了

事展现给全世界和全社会。

大量的优秀实践和理论观点。作为一个倡导生
态共治的自发组织，有这么一群志愿者投入自

自《AACA 新观察》创设以来，截止 3 月 31 日，

己的时间和热情，自发创立了《AACA 新观察》

通过公众号和期刊共计推送文章 77 篇，收到了

微信公众号和期刊，将联盟的成果和探索分享

来自 39 个不同品牌方成员的原创稿件，累计阅

出来。如 AACA 新观察主编，励讯集团中国区

读量超过 11 万。编委会成员会审阅每一篇推送

高级副总裁张玉国先生所说，
《AACA 新观察》

的文章，
平均每月召开会议讨论新观察的内容。

是业内分享信息、交流观点、宣传形象的阵地。

3. 中小企业合作
在联盟合作共治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小品牌

自成立之日起，AACA 中小企业咨询委员会召开

也在崛起，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受到更多的关

了 3 次季度沟通会议，成员间交流分享了知识产

注。AACA 中小企业咨询委员会（简称 SAC) 成

权保护的实践经验及与平台开展合作的经典案

立于 2020 年 9 月 , 由国内 9 家中国权利人和

例，并就线上投诉难点问题与平台进行了交流和

20 家海外权利人组成，成员来自中国、美国、英

探讨。

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国家，覆盖服
饰、家用电器、工业电器、美妆、个护、医药、烟

同时，针对海外中小企业在线上投诉中遇到的

酒、智能设备、玩具、家装、出版等不同行业。通

问 题，AACA 秘 书 处 与 Jetro、Kotra、CBBC 等

过成立 SAC，把此前与中小企业探索出来的知

国际协会，以及天猫国际联合召开了 4 次线上

产保护合作模式形成一个固定的合作机制，同

研讨会，介绍了平台目前针对中小企业的整体

时把之前与原有 AACA 品牌权利人的知识产权

解决方案，简化投诉理由的 Simp’Ali 系统，以

保护合作经验，赋能给这些中小企业代表，通过

及 SME 服务中心等，帮助更多海外 SME 理解

紧密合作，进一步把经验传递给更多的其他中

平台的投诉规则及面向中小企业的实用工具。

小型企业，为全球中小型企业提供更全面的知
产保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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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首次 AACA“知鹰奖”颁奖仪式顺利举行

AACA 2020-2021年度回顾

行业知识产权问题解决的工作小组。优秀个人
旨在表彰该年度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做出突出

AACA 知鹰奖设有“最佳合作”、
“最佳案例”、
“最

成就的个人。

佳行业共治”和“优秀个人”四大类。最佳合作
奖项旨在表彰解决行业难点问题的创新性合作

2020 年，历峰集团、联合利华、优衣库、安踏、小

项目。最佳案例奖旨在表彰在线下打假实践中

米、博柏利、福特、诺华制药等多个海内外权利

获得突破的疑难案件和典型性案例。最佳行业

人在评选中获奖。

共治奖用以表彰积极致力于通过社会共治推动

合作项目和解决方案升级

2020 年双 11，双 12 大促期间共有 44 家品牌
权利人参与了专项合作。

1. 主动防控
2. 鉴定合作项目
截 止 2021 年 3 月 31 日 累 计 参 与 成 员 数 量
100+，AACA 用户中心项目数据看板上线，助力

截 止 2021 年 3 月 31 日 累 计 参 与 成 员 数 量

参与成员实现可视化交互。

100+，2020 年 4 月 1 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
向权利人推送可疑线索高达 2200+ 条。推送

主动防控项目从淘宝、闲鱼、速卖通平台扩展到

链接字段逐步优化，测买样品命中准确率提升

1688 平台，助力权利人扩大治理合作范围。

近 3 倍。

大促合作专项是与 AACA 成员在鹊桥项目基础

3. 线下专案合作

上精细化运营的专项合作，旨在针对促销活动
期间的特定产品特征，特殊疑似侵权特征等，提

2020 年 4 月 1 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捣 毁

升双方在大促期间的主动防控合作效率。

制售假窝点数 200+ 个，被抓捕犯罪嫌疑人数
600+ 人，涉案金额约 23.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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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事诉讼合作

7. 打假无疆项目

截止 2021 年 3 月 31 日累计 40+ 家权利人参

截止 2021 年 3 月 31 日，100 位成员单位参与到项目中，3 万 + 消费者报名了“全民公益打假行动”，

与合作，发起 80+ 例针对售假卖家的民事诉讼。

发起了 150+ 条涉嫌假冒侵权线索的举报。

5. 公众教育
2020 年 4 月 26 日，AACA 携手全球 170 余家
品牌权利人向各国知识产权权利人、各平台以
及所有致力于保护知识产权的团体和个人发出
倡议，携手共建一个广泛的、普惠的、国家化的
全球治理共同体，共同为打造数字经济时代的
知识产权保护健康社会而努力。
2020 年，新创设了“萌萌今天鉴点儿啥”短视频

8. 政策法规研究

管理法》对打击涉药犯罪的影响和应对建议”和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次审议稿）》中关

栏目，开播至今已经有超过 20w 的观看量。
2020 年 4 月 1 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政策法

于药品犯罪内容修改及建议”。同时在 AACA

为了让消费者近距离接触知识产权保护，接触

规研究更多的同 AACA 新观察绑定，邀请业内

大会中设立了 AACA 大讲堂，邀请学术大咖就

AACA，2020 年 12 月我们还策划了 AACA 知

专家对《民法典》网络侵权条款进行评释，探讨

“通知 - 删除规则的实践困境与理论思考”发表

识产权快闪博物馆活动，总计 24 位权利人参与

了“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侵权产

了观点，对《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管理》

线下快闪创意活动，在 2 天的展览活动中，收获

品销售金额认定问题”，
“知产刑案解释（三）”，

标准进行了解读。同时阿里巴巴知识产权研究

了 5000+ 流量。

就最高法首例涉恢复电商平台链接行为保全裁

中心同清华大学法学院就“比例原则与必要措

定案进行了解读。权利人对新《药品管理法》

施的关系”、
“商标反淡化措施探究”等实务问题

和《刑法修正案》进行研究，并发表“新版《药品

进行探讨。

6. 培训交流
疫情缓解后，以行业组为单位组织与执法机关
的交流 10+ 次，覆盖广东、辽宁、山东、浙江、江
苏的省级以及下属市区执法机关。
同时开创“A 班开课了”品牌，专门针对阿里小二
进行线上品牌培训。单次直播流量达到 600+。
14

15

AACA咨询委员会&秘书处联合发布

AACA新观察

AACA 2020-2021年度回顾

三、AACA咨询委员会年度回顾

AACA 咨询委员会由 14 个行业工作组的主席

都有自己的做法。AACA 成员非常关心互联网

奢侈品、运动等均有自己关切的重点区域，以行

题的过程中也遇到进展缓慢、反馈不积极等问

和副主席单位组成。受疫情影响，今年 AACA

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实践，从权利人视角梳理

业组作为维度，共建行业模型探索合适的模式

题。比如“电子销售证据在刑事案件中的认定”

咨询委员会召开了 3 次线下会议，10 次线上专

了多年来积累的维权经验和各平台的合作实

进行突破。去年各个行业组依据自身特性和需

调研问卷通过咨询委员会和小组会向会员发起

题会议，1 次团建。就 AACA 合作项目、线上投

践。结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

求进度各不相同，如个护行业已经搭建好模型

调研，收回的问卷非常少，难以定位大家遇到的

诉理由简化升级等 IPP 最新动态等讨论。同时

共同牵头制定发布的《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

并产生线索落地，工业行业品牌在行政执法合

具体问题，更难就问题找原因找解法。路漫漫

还针对 AACA 成员普遍关心的问题，成立课题

保护管理》国家标准，和阿里巴巴知识产权研究

作中有落地突破案件等。

其修远兮，在接下来的工作里，希望有越来越多

组开展了四个专题研究，探索以项目的形式跟

中心共同邀请政府专家、学者大咖组织了标准

进项目推动课题进展，具体总结如下：

解读会，解读标准背后的思考和期待、创造了很

以上课题都是成员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知识

的模式下，寻求创新和突破，实现 AACA“天下

好的交流平台，并探讨后续如何共同合作推动

产权领域难突破、挑战大的问题。我们在做课

无假”的愿景。

1.电子证据在执法中的应用

标准落地。

在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中对于电子证据的取

3.知识产权保护赋能商业

的权利人加入课题，大家齐心协力，在合作共治

证、采信没有统一规范，希望推动电子数据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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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证及采信规范，达到办案效果和办案成本的

知识产权人一直都非常关注品牌保护与商业之

最优化。在 AACA 秋季大会中聚焦刑事案件中

间的关系，希望以行业组的维度寻找到合适的

电子销售证据的认定邀请执法、权利人、专家开

方法论说明强有力的品牌保护如何帮助商业增

展专题论坛得到了一致好评。并在 AACA 成员

长。去年家居 IWG 以及奢侈品 IWG 的专家同

中发起调研，收集大家成功和不成功的案例，分

行都通过对行业特征的研究、数据分析等方式

析这一问题的根源、具体表现以及各地目前的

撰写了“知识产权保护赋能商业”为主题的行业

实践。

报告，得到了行业的积极反馈和认可。

2.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管理标准

4.重点区域的治理探索

随着互联网业态的不断发展，新的商业模式不

在咨询委员会的讨论中主席团们对重点区域治

断涌现，不同性质的平台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

理希望共同探索，医药、汽车、个护、服饰、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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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工作组年度回顾

通过一年的努力，每个行业组都积极开展了很多行业相关的工作，每个行业工作最重要的三件事总
结如下：

娱乐与玩具行业工作组
主席单位：孩之宝

服饰和鞋类行业工作组
主席单位：鄂尔多斯

副主席单位：L Brands

1）服装行业区域性治理落地线下案件；
2）持续利用原创保护项目，对新的服装款式进行保护，深化高德项目的
合作，推动地方市场监管进行线下侵权店铺的打击；

副主席单位：乐高

1）开展了义乌市场监督管理局拜访以及市场清扫；
2）开展与版权保护中心著作权鉴定委员会开展交流活动，讨论著作权
侵权案件中版权鉴定等难点问题；
3）深化公众教育项目的合作，在 AACA 快闪博物馆活动中，万代做了联
名产品。

3）组织行业工作组活动，同常熟市市场监管、公安、检察院和法院就服
装行业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了研讨。

食品和饮料行业工作组
主席单位：雀巢

汽车行业工作组
主席单位：大众汽车

副主席单位：三只松鼠

1）加强了线上店铺监控及鉴定合作，并落地了案值千万的大案；
副主席单位：丰田汽车

1）深化公众教育项目合作，去年在广州车展设立 AACA 展台，向公众普
及购买正品汽车配件的知识；

2）深入加强重点区域线下案件合作，多个品牌都有案件落地；
3）加强了线上主动防控项目合作，通过参与绿通项目提升了线上知识
产权保护的效率。

2）持续推进河北重点区域线下案件的打击；
3）积极推动小组成员参与鹊桥、打假无疆、公众教育等合作项目。

家居及家用电器行业工作组
主席单位：九阳

烟酒行业工作组
主席单位：五粮液

1）组织本小组成员以及其他行业小组成员对广东省经侦进行了拜访，
副主席单位：酩悦轩尼诗

1）行业继续深化主动防控项目的合作，大大提升行业线上知识产权保
护的效果；
2）开展假冒老酒的打击，并成功落地一起洋酒的跨境案件；
3）对重点区域执法单位进行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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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单位：博世

并且联动特战队持续跟进 AACA 成员线索在广东省的落地。
2）开展行业难点专项讨论，就山寨商号等问题同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管
相关部门进行了沟通。
3）小组内开展对“知识产权赋能商业”话题的讨论，并产出《从销售额和
成本变化浅谈品牌保护赋能商业》发表在 AACA 新观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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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行业工作组
主席单位：斯凯孚

副主席单位：WD-40

1） 开展行业内共同话题分享，如打击假货对商业的帮助；
2） 成员在《AACA 新观察》开拓“行业洞察”栏目，发表文章，积极分享
经验和观点；
3） 深度参与打假无疆项目，联动商业部门，探索项目的新模式。

珠宝及配饰行业工作组
主席单位：镜特梦

副主席单位：历峰

1）启动腕表专项，部分品牌有案件落地；
2）深度参与原创保护项目，对珠宝原创设计进行保护；
3）同阿里云合作，尝试探索近似商标恶意注册的治理。

个人护理行业工作组
主席单位：联合利华

副主席单位：强生

1）积极参与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标准项目，主席单位牵头推动；
2）落地行业线下专项“空瓶项目”；
3）行业小组重点区域治理的线下案件陆续落地。

医药行业工作组
主席单位：诺华 副主席单位：诺和诺德
1）十个项目基本落地，积极参加公众教育；
2）针对线上处方药的监管合规问题做了专项研究，同阿里健康，江苏省
药监局开展了研讨会；
3）同山东、无锡、滁州、杭州等地执法开展了交流拜访活动。

出版与软件行业工作组
奢侈品行业工作组

主席单位：施普林格 · 自然 副主席单位：励讯集团

主席单位：博柏利

1）尝试跨平台治理：部分成员和其他平台达成共识，其他平台酌情采

副主席单位：MCM

1）行业讨论知识产权保护商业话题，并在《AACA 新观察》中发布《奢侈
品行业浅谈知识产权保护对商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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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阿里平台投诉材料，对转移至其它平台内的累计多次侵权的商家
进行治理；

2）行业形成成熟的跨地区执法三方合作模式，并有优秀案件落地；

2）结合国家版权局的剑网行动落地案件，实现刑事案件中难点的突破；

3）探索打假无疆项目中消费者举报线索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

3）同著作权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拜访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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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会成员名单

主编
智能设备行业工作组

张玉国
励讯集团中国区高级副总裁

主席单位：小米   副主席单位：西部数据
1）组织本行业小组以及其它行业小组开展了多地海关交流活动；
2）开展生态链企业交流会；
3）深化打假无疆项目的合作，同杭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无疆中侵权线

顾问

下店铺的治理进行了交流。
杨景昆
鄂尔多斯

运动服饰及运动用品行业工作组
主席单位：新百伦   副主席单位：斯伯丁

栏目主编（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1）线上投诉进展比较顺利，反馈也比较满意；
2）落地互联网新型案件；
3）深化打假无疆项目的合作，有案件落地。

于国庆
思科

毛岩
九阳

孙佳娴
WD-40

杜薇
帝亚吉欧

邵克亮
赛诺菲

张少飞
诺华制药

郁静
博世

周陈平
福特汽车

章艳华
艾尔建

雷洋
施华洛世奇

Samantha Cao
BOSE

徐阳
阿里巴巴集团

王昕
阿里巴巴集团

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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