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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让军 

合伙人 

 

执业经验 

吴让军律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具有律师与专利代理人双重执业资格，自 2012

年担任北京市立方（广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吴让军律师的主要业务领域为知识产权、争议解决及法律顾问，曾处理过大量涉及

专利、著作权、商标、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域名及技术合同纠纷，并经办了

大量涉建设工程、房地产、股权及金融类纠纷案件，在知识产权及争议解决领域具有全

面而丰富的经验。 

执业期间，吴让军律师为美国微软公司（Microsoft）、欧特克公司（Autodesk）、奥

多比公司（Adobe）、达索公司（Dassault）、BSA︱软件联盟，美国静态原件公司（SCC）、

英国戴森公司（Dyson）、日本摩腾公司（Molten）、日本京滨公司（KEIHIN）、韩国丽

得姿公司(LEADERS)、韩国扎尔曼技术株式会社（Zalman）、台湾扬智科技公司（ALi）、

台湾松腾实业公司（Matsutek）、台湾捷利知产股份有限公司、联想集团（Lenovo）、用

友软件（yonyou）、屈臣氏（Watsons）、奇瑞汽车（Chery）、索菲亚家居（Sogal）、立白

集团（Liby））、视源股份（CVTE）、金发科技（Kingfa）、泰晶股份（TKD）、纳思达股

份（Ninestar）、三七互娱（37.com）、UC 网络(uc.cn)、手盟网络（910app.com）、祺曜互

娱(7yao.top)、要玩娱乐（yaowan.com）、淘乐游戏(leyoo.com)等科技、文化创意及互联

网领域的众多知名企业提供诉讼、仲裁、专项或常年法律顾问等法律服务。同时为广东

省公路管理局、广州市政务中心管理办公室、广州市妇女联合会、广东省知识产权维权

援助中心、广州市版权中心、广东省日化商会、广州市佛教协会、等多家政府机构及行

业协会提供专业法律服务。 

吴让军律师具有扎实的法律理论功底、丰富的执业经验以及娴熟的诉讼技巧，善于

研究法律问题并擅长从整体上策划案件。同时，吴让军律师具有理工科背景，在办理知

识产权，建设工程纠纷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并取得优异业绩。执业至今，已办理了千

余起知识产权、建设工程、房地产、金融及公司治理等领域的纠纷案件，深受客户好评。

所经办的多个案件，分别入选为最高法院 50 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浙江高院 10 大知识

产权典型案例、湖南高院 10 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广东 10 大涉外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10 大典型案例、佛山中院 8 大典型案例、广东知识产权保护协会 10

大典型案例、全国最具研究价值 10 大典型案例、广东省律师年度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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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广东十大涉外知识产权典型案例等。因办案成绩出色，所经办案件先后 4 次获得广

州市律师协会颁发的“业务成果奖”。 

教育背景 

北京大学 法律硕士 

社会职务 

广东省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广东省律师协会知识产权讲师团秘书长 

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律师调解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华南国际知识产权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广州市律师协会版权专业委员会委员 

广州市律师协会信息网络与高新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 

国家版权贸易基地法律服务专家顾问团专家律师 

荣誉/奖励/业绩 

（1）案例部分 

广州市律师协会 “业务成果奖”                   四次  

广东省律师协会“广东律师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四次 

最高法院 50 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一次 

浙江高院 10 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一次 

湖南高院 10 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一次 

广东 10 大涉外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两次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10 大典型案例                   一次 

佛山中院 8 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一次 

广东知识产权保护协会 10 大典型案例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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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最具研究价值 10 大典型案例                   一次 

（2）非案例部分 

广东省律师协会“优秀专业委员会委员”            2017 

广州市律师协会“优秀专业委员会委员”            2015/2017 

广州市律师协会“理论成果奖”                    2015 

《广东律师》年度论文一等奖                      2015/2016 

《广东律师》年度论文二等奖                      2011 

《广东律师》年度论文三等奖                      2013 

广东知识产权法律服务论坛十佳论文奖              2015 

（3）部分典型案例 

知识产权类 

 代理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诉嘉兴市司米集成吊顶有限公司、南阳市索菲亚集成

吊顶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突破现有的有关驰名商标的司法解

释规定，成功地通过司法程序认定“索菲亚”为驰名商标，取得超越客户预期的代

理效果。该案因其典型性，分别被评为 2017 年度最高法院 50 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2017年浙江高院 10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以及 2017年度广东律师十大知识产权典型

案例，同时因卓越的代理工作，该案代理律师获得广州市律师协会颁发的 2017 年

度“业务成果奖”。 

 代理达索系统公司诉中山市鑫海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

纷案，本案是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首个跨行政区域的计算机软件证据保全案件，案件

处理过程涉及跨域证据保全、证据妨碍的认定和不利责任的推定、计算机软件侵权

损失赔偿的计算等问题，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该案先后被评为 2016 年度广州知

识产权法院 10 大典型案例、首届广东 10 大涉外知识产权典型案例、2016 年度广东

律师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2016 年度广东知识产权保护协会 10 大典型案例以及

2016 年度全国最具研究价值 10 大典型案例，同时因卓越的代理工作，该案代理律

师获得广州市律师协会颁发的 2016 年度 “业务成果奖”。 

 代理微软公司、欧特克公司、奥多比公司、达索系统公司等世界知名软件企业与多

个大型企业集团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纠纷案件（标的累计超过 2 亿元），均取得了

客户满意的结果。其中所代理的微软公司、欧特克公司诉康宝公司纠纷案获得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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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院 2013年度 8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欧特克公司诉广东新广公司纠纷案获得 2013

年度广东律师 10 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及广州市律协颁发的业务成果奖。 

 代理联想公司、用友公司等客户处理涉及计算机软件开发的合同纠纷，均取得客户

满意的结果。 

 代理台湾松腾实业公司（全球第二大扫地机器人企业）与美国 Irobot 公司（全球第

一扫地机器人企业）之间因美国 337 调查引发的发明专利侵权诉讼，成功促成两公

司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和解，取得圆满的诉讼结果，该案被评为第二届广东 10 大涉

外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代理台湾扬智科技股份公司（ALi）、珠海矽微公司、美国静态原件公司（SCC）、

视源股份（CVTE）、泰晶股份（TKD）、纳思达股份（Ninestar）、飞骧科技、台湾

捷利知产股份公司等多个半导体领域著名客户处理涉及发明专利、商业秘密、集成

电路布图设计及竞业限制纠纷，案件类型涉及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审理机关包括

最高人民法院及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院。 

 代理三七互娱（37.com）、UC 网络(uc.cn)、手盟网络（910app.com）、祺曜互娱

(7yao.top)、要玩娱乐（yaowan.com）、淘乐游戏(leyoo.com)等企业处理涉及网络游

戏著作权、商标权及域名纠纷。 

其他争议解决类（部分典型案例） 

1） 建设工程 

 代理广东省公路管理局与广东省基础工程公司、广东省公路工程承包公司建设工程

纠纷案，标的 7000 余万，案件历时 10 年，历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发回重审

二审、申请再审、申请抗诉、再审审理等七个诉讼阶段，本案十分典型，在公路建

设工程领域及广东省法院系统内具有广泛影响。 

 代理揭阳市榕江建筑工程总公司与广东华建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华夏房地产有

限公司等建设工程纠纷案（标的 2000 余万）。 

 代理中铁二十五局集团广州铁路工程有限公司与广东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仲裁

纠纷案，标的 900 余万，案件历经仲裁、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等三个

阶段。 

2） 合作开发房地产 

 代理广州怡伦永鸿投资有限公司与广东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房地产合作开发仲裁

纠纷（标的 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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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广州杰伟实业有限公司与广东省肇庆市房产总公司、肇庆市腾力经贸有限公司

房产合作及股权转让纠纷案（标的 7000 余万）。 

 代理广州市土产茶叶公司与广州市白云建设实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

纷案（标的 5000 余万）。 

3） 房产买卖 

 代理谭广伟与中国工商银行东门支行等房屋买卖纠纷案（标的 800 余万）。 

 代理卢伟文与广东粤海建设投资公司房屋买卖、租赁系列纠纷案（标的 800 余万，

案件历经再审、抗诉多个阶段）。 

4） 房产租赁 

 代理林泽基与中山市长命水海逸酒店租赁纠纷案（标的 2400 余万元）。 

 代理新力发展公司与广州市沙东有利投资有限公司房屋租赁纠纷案（标的 2000 余

万元）。 

5）金融、投资 

 代理广东省公路管理局与港强公司投资纠纷案（标的 4500 万）。 

 代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不良资产处置纠纷案（标的 1500 万）。 

 代理广州某集团公司与深圳市惠泽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借款案（标的 1000 万）。 

6）公司治理与股权 

 代理广东省公路管理局与湛江杰盛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出资纠纷案（标的 3250 万） 

 代理庞某与广州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标的 1200 万元）。 

 代理佛山市某有限责任公司与广东银华房地产有限公司等股东知情权纠纷案（标的

700 多万）。 

 代理胡某与乌鲁木齐江山兴钢铁有限公司等合伙协议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再审）。 

主要著作 

软件最终用户的责任，载《网络法律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苹果会被咬掉一口吗？——关于“iPad”商标之争的法律分析及双方诉讼策略得失

谈，载《中华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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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丹商标纠纷——一场“迟来”的诉讼，载《广东律师》。 

浅议限购令对房屋买卖合同的影响，载《广东律师》。该文被《广东律师》评为年

度论文二等奖。 

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若干问题实证研究，载《广东律师》。该文被《广东律师》

评为年度论文三等奖。 

浅议确认不侵权之诉的受理条件及诉讼请求，载《中国知识产权》。 

商标反向混淆侵权若干问题实证研究，载《广东律师》。该文被《广东律师》评为

年度论文一等奖并被评为广州市律师协会“理论成果奖”。 

中国式外观设计，并没那么“美”——基于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判

决案件的大数据分析，载《广东律师》。该文被《广东律师》评为年度论文一等奖。 

执业资格 

中国律师执业资格 

中国专利代理人执业资格 

工作语言 

中文/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