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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意强

明明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自 2003年起的 10 年
内“三洋”这一商标上市公司可以无偿使用，但自 2004 年上
市后持续 7 年内上市公司每年却需要支付不菲的商标使用
费。合肥三洋（600983）再度让众多中小投资者陷入商标费
“迷雾”中。

隐藏在合肥三洋背后的商标使用费并非如此简单，在
《中国企业报》记者之后展开的调查中还发现，合肥三洋一
方面公开披露在洗衣机和微波炉两类产品上可对“三洋”及
“SANYO”无偿使用；另一方面却在上市后 7 年内持续向商
标所有人支付使用费。更令人奇怪的是，早在 2003年就开始
启动自有品牌战略，先后推出“eLE 艾丽”和“RSDSY”两大自
有商标的合肥三洋，却选择在 2011 年底“另起炉灶”推出新
品牌“帝度”，从而避免“三洋”商标授权不稳定给公司未来
发展带来的伤害，谋求向冰箱、小家电等领域的多元扩张。

商标无偿变有偿

在合肥三洋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中
国企业报》记者看到，“发行人作为中日合资股份有限公司，
目前主导产品洗衣机和微波炉使用的三洋和 SANYO 文字
图形商标为日方股东三洋电机的注册商标，由三洋电机许
可公司非独占性无偿使用。”

2003 年 2 月 18 日，合肥三洋与三洋电机签署《商标使
用许诺合同书》，协议有效期 10 年，可按 10 年期更新延续
10年。根据这一合同书，“三洋电机许诺合肥三洋在中国境
内生产销售全自动洗衣机和家用微波炉可以无偿使用商
标，许可商标的具体方式为非独占性无偿使用。”
当时，合肥三洋方面为了解决投资者对于其不具备持

有“三洋”商标稳定性的担忧，合肥三洋在招股说明书中还
明确表示，“本公司产品长期使用三洋、SANYO 商标和三
洋电机的产品制造技术，是中日股东确定的公司竞争策略
之一。也是合资之初有关合同、协议明确规定的重要内容
之一”。

就是这样一件被双方股东确定的竞争策略和重要内容，
却在合肥三洋 2004 年上市后，被一句简单说明“直接否
认”，将原本可以无偿使用的三洋商标，变成合肥三洋每年
必须要向商标所有人支付相应的费用。
在合肥三洋从 2004 年至 2011 年的年度报告中，《中国

企业报》记者看到，对于支付商标使用费的解释为“本公司
与三洋电机签订了《商标使用权许可合同》，根据合同规定，
三洋电机株式会社将其拥有的‘三洋’和‘SANYO’注册商标
授予本公司使用，本合同生效后新签订的技术引进合同中
的许诺产品将按其净销售收入的 0.5%向三洋电机株式会社
支付商标使用费。”

这份《技术引进合同》到底是何时签署，为何在已经明
确收取技术使用费后，又会在技术合同中增商标使用费？为
何三洋商标从公开承诺的“无偿使用”却又悄悄通过一份
《技术引进合同》变成“有偿使用”？两份合同一份无偿承诺
在前、一份收费条款在后，这背后到隐藏着哪些不可告人的
内幕？合肥三洋至今未给公众一个清晰的交待。
不过，《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合肥三洋上市 7 年来支

付商标使用费从 2005 年的不足 1.5 万元、2006 年的 8.6 万
元、2007 年的不足 20.6 万元，2008 年的 76.7 万元，进入
2009年后突然增加至 887 多万元、2010 年达 1253 多万元，
2011年仅商标使用费一项就高达 1496多万元。
自主品牌先天夭折

自 2011年松下电器完成对三洋电机的并购重组，并宣
布将三洋商标逐步退市处理。这一消息迅速给一直被授权
使用“三洋”商标的合肥三洋公司市场发展造成较大冲击。
去年底，合肥三洋宣布推出“帝度”新品牌，并从洗衣机进军
冰箱市场。同时，还一直坚称，“不担心松下电器会收回三洋
商标使用权。”

合肥三洋的“自主品牌”建设之路并非刚开始，曾拥有
“先天夭折”的失败经历。《中国企业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早在 2003年合肥三洋就申请注册“eLE艾丽”和“RSDSY”两
个自主品牌，并公开表示以并记或单独使用的方式推向市
场，通过开拓和宣传推广逐步取得消费者的认同，树立公司
自主品牌，实施多品牌组合的市场竞争策略。
在国家商标局商标查询系统中，《中国企业报》记者看

到，RSDSY 品牌所有权最快将于 2013 年到期、eLE 艾丽品
牌所有权最晚将于 2014 年到期。自合肥三洋上市以来，在
市场上也未能看到上述两个品牌的洗衣机或微波炉销售。
有知情人士透露，“由于股东和管理层的意见不同，这两个
品牌并未全面投入市场，被合肥三洋一直养在家中。”
浙江万里学院客座教授冯洪江指出，当前摆在合肥三洋

面前的不只是三洋商标的不确定性，还有三洋全套洗衣机
技术、关键管理人员等技术资源失去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以
及在自有品牌运营过程中曾经历“先天夭折”的阴影。

合肥三洋陷入
被商标“绑架”泥潭

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
者，人之道也。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
精深，天道即人道，人道本于天道。谈
起传统文化对企业诚信的影响，北大
科技园总经理陈庚近日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追求诚信不
仅是做人的根本，诚信也是企业最基
本的责任。”

作为全国首批 15家国家级大学
科技园试点之一，北大科技园肩负着
北京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人才培
养、区域经济推动的历史使命。十年
磨一剑，以诚信兴商，与园区企业共
生共荣，同时发挥推进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职
能，在大学科技园的建设方面取得了
很大成效。

依托北大 打造智力引擎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
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北京大学传承
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爱国、进
步、民主、科学”的精神和“勤奋、严
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在这里生生不
息、代代相传。在陈庚心里，“北大”两
个字的分量很重，“要讲诚信，不能给
北大抹黑，成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的
新标杆”就成为北大科技园未来的发
展目标。

高校人才与学科成果等资源是
大学科技园发展的最大优势，所属大
学的全力支持是大学科技园成长壮
大的强大依托。陈庚表示北大科技园
的发展成绩与北京大学的大力支持
是分不开的。2009年 9月，北大科技
园与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签订《关于
共同促进产学研发展的合作协议》；
10月，北京北达燕园微构分析测试
中心有限公司作为北京大学研发实
验室服务基地的专业运营服务机构，
挂牌成为首都科技条件平台运营单
位；2010 年 3月，学校研发实验室服
务基地提前完成了“3 年内达到全新
优质实验室科研条件，资源开放率
100%”的目标。北大科技园与北京大
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部展开合作，截
至目前实现协同负责运营国家级、省
部级重点实验室 52个。

同时，作为第一家成功举办全国
性创业辅导的大学科技园，北大科技
园与北京大学团委、学生就业指导服
务中心联合成立了学生创业中心，并
成功举办数届学生创业大赛，参与创
新创业的人员达数百人，其中累计孵
化大学生创业企业 43家，涌现出一
大批具有创新创业热情的人才和项
目。

通过多年的资源积累，北大科技
园已成功打造独具北大特色的“3M+
T”（即投融资、创业辅导、市场拓展
和创新技术专业服务平台以及政府
政策资源平台）全程服务创新创业软
环境，为科技园服务社会发展奠定了
扎实的基础。2010 年北大科技园被
教育部、科技部批准认定为首批“高
校学生科技创业实习基地”、成为“海
淀区大学科技园产学研合作示范基
地”、荣获“2010 年中关村留学生创
新软环境建设”一类评定以及科技部
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授予的
2010 年度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奖；
2011年通过科技部评审的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的认定。

创新平台 带动区域发展

北大科技园多年来逐步拓展“三
维空间”，围绕着北大周边目前已经

形成了“一园多区”的发展格局，孵化
辐射区域包括创新中心、孵化器楼、
太平洋大厦、方正大厦、中芯大厦（方
正国际）等，建筑面积累计达 17.76
万平方米。除了拓展物理空间外，北
大科技园还通过一系列政策组合方
式延展政策空间，推动中关村“1+6”
系列新政策的宣传、贯彻和落实，分
类支持园区内企业，采取“一企一策”
有针对性的服务模式支持与推动“千
人计划”、“海聚工程”和“高聚工程”
等重点项目的发展。而紧密依托北京
大学的学科特点和学术优势，搭建更
多共性技术平台，尤其是围绕企业原
创技术和产品开发构建的服务模式，
不仅是北大科技园的一大优势，更为
园区企业构建了科技自主创新的空
间。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陈庚认为，不仅要对园区企业讲
诚信，对合作伙伴、地方政府也要讲
诚信，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合作共赢。
在主体园区快速发展的同时，如何用
创新经验服务社会，帮助更多地方搭
建创新孵化体系，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与区域经济发展，成为北大科技园一
直在思考的问题。陈庚表示，“必须依
托北京大学的资源优势，将科技园经
营管理经验和资源网络输送到全国
各地，并针对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不
同特点与发展需要建设各种分园，成
为科技园的一个重要发展路径。”于
是，北大科技园近年足迹遍布江西、
昆山、开封等地，所到之处都受到了
当地政府的热烈欢迎。
“北大科技园的发展理念与地方

政府的想法是一致的。”陈庚说，北大
科技园依托北京大学优势资源，以地
方政府产业引导为契机，打造科技创
新综合体，成为区域发展商。此举必
将为地区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更重
要的是能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带动
产业的转型升级。

诚信兴商 与企业共成长

“市场经济的运行以契约、合同
为纽带，讲诚信、守信用是市场经济
的要求，是市场经济的自然之道，或
者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下的天之道。
因此诚信也就有更重要的意义，与企
业共成长成为北大科技园发展的动
力。”陈庚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有
着深刻的理解。

2008 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深
入经济发展各个领域，先天企业化管
理不足、管理人员事业化编制等因素
无法保障公司化运转，导致很多大学
科技园都面临巨大的发展瓶颈。对
此，北京大学产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率先在北大科技园采用了新型的市
场化运营管理机制，引入方正集团作
为新股东，并派驻职业经理人团队推
行公司化、市场化的管理模式。
“三年来，北大科技园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可以说是一年一个样，三
年大变样。”陈庚介绍，2009 年科技
园成为北京市海淀区大学科技园产
学研合作示范基地；2010 年科技园
公司自身产值突破亿元；2011 年进
一步推动和服务于北京大学产学研
合作，全面开展北京大学最大的现代
化产学研用基地———北大科技园上
地园区的建设。
孵化器，是大学科技园区别于一

般工业园的重要标志。截至目前，北

大科技园孵化企业累计 240余家，在
孵企业 119 家，主要分布在电子信
息、生物制药、光机电、新材料、环境
科学、新能源等高新技术及战略新兴
产业领域。作为一个特殊的企业联合
体，大学科技园的责任是支持和推动
入园企业的发展，其业绩也体现在入
园企业的成长、科技成果转化、孵化
及产业化的效果上。
据统计，2008年到 2011年，北大

科技园服务留学生回国创业企业无
偿资助资金累计近 1300万元；辅导
方正阿帕比和元培翻译的企业负责
人获得中关村“高端领军人才”认定，
辅导北京博大格林的企业负责人获
得中关村“高端领军人才”和“海外高
层次人才”认定；园区企业拥有软件
著作权共 97个，专利共 150个，其中
发明专利 118个、实用新型专利 20
个、外观设计专利 12个；入选“中关
村 50优”称号企业三家；完成园内 6
家企业申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6
家企业申报海淀区创业企业资格认
定。北大科技园也因此获得了“首批
符合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项目申报条
件的创业投资机构”、“中关村高新技
术企业”、“海淀区创新企业”以及“大
学科技园经济贡献奖”等诸多荣誉。
看着孵化器里的企业一天天成

长，就像看着一粒粒种子生根发芽一
样。从孵化、成长，到成熟、产业化，通
过多年的实践，北大科技园开创了对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四级跳”模式。
“孵化器里的企业一般需要 3年的成
长期，3年之后就要离开了，而北大科
技园上地园区正是为这些成长起来
的企业量身打造的。”谈起上地园区
的建设，陈庚的眼里充满了激情，北
大科技园将结合国家及地区的产业
发展规划，整合智力、技术、资金等多
种资源，构建技术应用、技术标准、技
术前沿的“金字塔式”产学研合作模
式，推动产学研合作创新发展，打造
与推动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将北大
科技园上地园区建设成为北京大学
最大的现代化产学研用示范基地，服
务于北京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
宏伟目标；建设成为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核心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成为中关村、北京市的城市新名
片！

北大科技园：与企业共成长
本报记者 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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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科技园创新中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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