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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国际知识产权能力
为打造一方“好屏”护航
赛迪研究院知识产权研究所
李新 王磊

取消充电器，手机厂商在打什么算盘？
本报记者

谷月

在苹果确认取消随机附赠 iphone12 的充电器后，不久前发布的小米 11 也取消了充电器，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为此还在微博
上进行了预热。理由和苹果一致，为了响应环保的号召。此前，三星传出消息，今年发布的三星 S21 也将取消附赠充电器。苹果
引发的这场
“去充电器”
风暴终归还是来了。

“去充电器”之路并不平坦
早在去年，苹果打破常规，第一
次将 iPhone12 的充电器、耳机等手
机捆绑套件取消了。当时便有业内
人士预测，苹果此举一定会引起其
他手机厂商的跟进模仿。
就在前两天，新发布的小米 11
不再随机附赠手机充电器。三星方
面也传出消息，计划将其旗舰产品
S21 系列取消附赠充电器。手机龙
头的接连跟进，更让人们相信，取消

附赠充电器将会成为趋势。不过，
这种趋势或许需要更多时间和手段
来实现。
事实上，手机厂商早已开始酝
酿取消随机附赠充电器。
早在 2015 年，雷军就在微博中
提出，或许会为了环保而取消附送
充电器的方案。但因为随机附赠充
电器长久以来都是整个手机行业默
认的事，所以小米一直没有将此举

小充电器隐藏大生意经
按照苹果、
小米和三星给出的理
由，不附赠充电器均是为了环保：
每
位手机用户家里或多或少都有闲置
充电器，这给环境带来了很大负担。
苹果公司表示，
取消充电器将减少超
过200万吨/年的碳排放量，
相当于每
年从道路上减少45万辆汽车。
不过，业内人士认为，以环保为
理由虽然看似成立，但却要消费者
为此买单实在有些牵强。
“消费者并非不能接受取消附

赠充电器，但前提是手机定价要减
去充电器价格。手机厂商有必要把
充电器的成本让利给消费者，让消
费者可以根据需求决定是否选购充
电器。
”中怡康消费电子事业部总经
理彭显东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
采访时说到。
据了解，目前小米 11 手机有两
种购买选择，一种是没有充电器的
标准版，另一种是买手机送充电器
的套装版。不过，本报记者在采访

如何兼顾环保和用户体验
对于用户来说，取消附送充电
器带来的不仅仅是消费心理不平衡
的问题，还有未来如何解决不同充
电器对手机带来的影响，以及手机
快充需求的满足等问题。
“现在各手机厂商的充电协议
互不相同，快充又是消费者十分重
视的功能，这就导致想要达到官方
宣传的快充体验，就必须用特定的

充电器和充电线。”Omdia 智能手机
市场高级分析师李泽刚在接受《中
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解释道，
如果
使用非原厂充电器，或者没有获得
原厂协议的充电器为手机充电，会
被迅速识别出来。为避免可能造成
的手机过热等影响，充电器会按照
最安全的电压为手机充电。这时
候，手机充电效率远没有原装充电

绝大多数消费者对取消随机附
赠手机充电器的做法并不认同。
用在手机产品上，而是从其他的智
能设备入手，
逐步探索。
中国消费者协会原副秘书长武
高汉指出，如果取消赠送配套的手
机附件，手机厂商将面临消费者流
失和口碑下降。
绝大多数消费者对取消随机附
赠手机充电器的做法并不认同。近
日，有部分国内和国外媒体发起了
针对小米 11 不附赠充电器的民意

调 查 。 调 查 包 含 了“ 这 是 错 误 决
定”、
“ 支持”、
“ 无所谓”三种选择。
从投票结果看，国外和国内网友的
意见基本一致，选择“这是错误决
定”
的人超过 70%。
由此可以预见，“去充电器”
之路并不平坦。那么，为何各大
手机厂商还是打起了它的主意，
小小充电器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生
意经？

手机厂商取消附赠充电器的主
要目的还是为了获利。
小米方面后了解到，买套装版送充
电器是有数量限制的，当购买者超
过一定人数后将不再附赠。
“手机厂商取消附赠充电器的
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获利。”GfK 手机
领域高级分析师侯林在接受《中国
电子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说，一方
面，取消附赠充电器不仅可以缩减
产品本身的成本，还可以减少其他
隐性成本，
如包装成本、物流运输成
本等。另一方面，取消附赠充电器

更可以创造新的利润点。短期看，
消费者如果没有多余的充电器就需
要单独购买，这样可以为手机厂商
带来更多的销售利润；
长期看，
手机
厂商取消附送充电器的另一个原因
很可能是为了取消充电孔，为完全
转变成无线充电做准备。而取消充
电孔自然也就会取消连接线，甚至
逐渐取消卡针等其它配件。此发展
趋势也将为手机企业带来全新的产
业生态，
从而获得更多收益。

想要真正做到环保的同时又不
影响用户体验，有三种解决办法。
器效果好，
快充也就失去了意义。
这也意味着，闲置充电器在面
对新发布的手机时，极有可能无法
满足快充需求，到时候消费者还需
要重新购买充电器和充电线，从而
产生新的浪费。
“想要真正做到环保的同时又
不 影 响 用 户 体 验 ，有 三 种 解 决 办
法。
”武高汉建议，
其一，
消费者必须

保留在手机被使用一段时间后，仍
可按需伸请免费补发一套充电器的
权利；
其二，
手机厂商要负责回收废
旧充电器，并为此建立完善的补贴
政策；其三，实现充电协议大一统，
即手机厂家联合发布共有协议，使
任何品牌的充电器都可以适配不同
手机品牌，保证快速且安全的充电
需求。

虽然我国显示屏行业起步相对
较晚，但近年来发展速度很快。
“十
三五”
期间，
显示屏行业坚持创新驱
动战略，
基本完成转型升级，
且在关
键核心技术领域掌握了自主知识产
权，打破国外封锁，改写了我国“少
屏”
历史。
在 2020 年 10 月 29 日党的第十
九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 《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 中明确提出，强化企业
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
向企业集聚，并提出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这为国内显示屏行业坚持自
主创新、打造一方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好屏”提供了战略指引。“十
四五”期间，国内显示屏行业将从
“有屏”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的
“好屏”阶段。

“十三五”期间，坚持掌握
自主知识产权改写了“少屏”
历史
京东方于 1998 年进军 TFT 行
业，
通过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努力，
凭
借全球第一的销售量成为 LCD 行
业的新王者。在 OLED 领域，京东
方底气十足。在三星宣称停止向华
为供应智能手机 OLED 面板后，京
东方明确表示，会继续为华为提供
服务。在小间距 LED 技术领域，京
东方在“十三五”期间加大专利布
局，申请量紧追三星、LG 等老牌强
势企业。在 2019 年全球 PCT 申请
量 TOP10 公司中，京东方以 1864 件
的申请量名列第六。
LED 显 示 屏 产 业 同 样 成 绩
不俗。
在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因疫情
影响导致产值明显下滑的情况下，
我国显示屏市场迅速恢复，产值逆
势 增 长 。 2020 年 第 三 季 度 ，中 国
LED 显示屏市场整体出货量环比
增长 51.4％，
同比增长 29.0％。
行业龙头企业利亚德在“十三
五”
期间，
每年的研发投入比例均保
持 在 4% ~5.5% 左 右 ，并 积 极 开 展
Micro LED 技术研发。目前，利亚
德申请和授权发明专利共 1534 件
（其中包括 161 项国际专利和 901 项
授权专利），注册商标 408 件，软件
著 作 权 253 件 。 TCL 华 星 看 准
Mini LED 的发展潜力，并持续投
入，目前已在该领域拥有专利 140
件，
位于全球前列，
逐步构建起属于
TCL 的知识产权优势。

从“有屏”走向“好屏”，国
际知识产权问题是一道绕不
过的
“槛”
在国内显示屏产业从“有屏”
走
向
“好屏”
并走出国门过程中，
国际知
识产权问题是一道绕不过的
“槛”
。
“十三五”期间，国内显示屏领
域骨干企业遭遇了来自美国企业的
知识产权诉讼。2018 年，美国 Ultravision Technologies 有 限 公 司 以
侵害两件户外屏防水专利权（美国

注册专利号 9，349，306、9，916，782）
为由，将国内 13 家显示屏企业诉至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其中
包括国内 LED 大厂——利亚德光
电集团。涉诉企业积极应诉，最终
以涉案的两个专利无实质性的保护
效能，且具有该专利特征的产品早
在其专利提出申请之前，就已有多
家公司的产品在美国市场上销售为
由，促使申请方无条件撤诉。2020
年初，包括利亚德在内的 8 家中国
LED 显示屏企业，又陆续收到来自
于美国德州地方法院的诉状，目前
诉讼仍在进行中。
利亚德等涉诉企业表示，目前
国内显示屏产业在国际知识产权保
护运用能力方面仍存在薄弱环节。
每个国家的知识产权诉讼程序都十
分繁琐，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研究学
习，比如美国各州之间都拥有各自
适配的法律条例。企业在跨国诉讼
中常因缺乏对法律的了解而延长诉
讼时间或者导致败诉。另外，知识
产权诉讼费用高昂，投入资金大。
尤其是跨国诉讼，单律师费一项就
高达上百万美元，很多企业难以承
担。

增强国际知识产权能力，
为“十四五”期间打造一方“好
屏”保驾护航
“十三五”时期，国内显示屏企
业的国际知识产权能力不足问题，
已成为我国显示屏行业由大到强、
从“少屏”
迈向“好屏”
新发展阶段的
瓶颈。为打破这一瓶颈，
“ 十四五”
期间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是遵循国际游戏规则，提升
企业应对重大知识产权风险能力。
通过线上线下等培训方式，围绕国
外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应诉策略等
知识对企业进行针对性辅导。引导
涉诉企业形成合力，共同梳理出企
业“ 共 用 ”筹 码 ，建 立 协 同 应 诉 机
制。强化同行业间，甚至不同行业
间的领军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经验分
享机制，
集聚企业优势资源，
提升整
体知识产权水平。
二是构建竞争合作关系，
引导企
业联合建立产业安全预警机制。鼓
励优势企业聚焦 Mini LED、Micro
LED等新技术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
并进行战略合作与协同攻关，
积极储
备、布局相关专利，
形成严密的核心
技术专利保护网络。立足产业安全
发展，
围绕关键共性技术等构建专利
池，
形成共同建设、
共享资源、
共担风
险的利益机制，
提高国内企业在国际
产业竞争中的主动议价能力。
三是建立四体联动模式，健全
产业知识产权风险防控长效机制。
建立主管机关、企业、行业组织、
服务机构之间联动机制，及时沟通
信息、交流经验，拿出最优方案和
最有力的反击策略，少走弯路，提
升应诉率和胜诉率。通过建立针对
境外中国企业遭遇不公平待遇时的
国家层面外交交涉联动机制、涉外
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机制、涉外律师
（机构） 资源库等手段，保护自有
知识产权并避免侵犯他人知识产
权，为国内显示屏企业“走出去”
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