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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件

田力普局长在 ２０１２ 年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推进
工作总结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３０日）

同志们：
今天这个会议很重要，安排很紧凑。前面维

野同志、大立同志分别介绍了本年度专利战略推
进工作的进展情况及督办情况。刚才条法司、审
业部代表专利战略推进工作专项组，天津局、广
东局代表全国３２个省级局，武汉局、镇江局代表
有关示范城市局分别作了经验介绍，他们都在专
利战略推进工作中作出了成效，其经验值得借鉴。

今天把大家召集到北京来开这个会，党组是
进行了认真研究，也下了决心的。第四季度是一
年中工作最紧张的时期，而且今年还比较特殊，
马上要召开十八大，全国上下现在基本上都是围
绕“十八大”的召开进行紧张的工作。在大家工
作最紧张的第四季度，召开这个会，主要有三个
方面的考虑，一是有必要对将近一年来的专利战
略推进工作进行总结，交流经验。今年是专利战
略推进工作第一年，需要对实施情况进行交流总
结，一方面交流经验，看看我们取得哪些成效；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一看有哪些问
题，还需要做哪些努力，所以召开这个会很有必
要。上午由于时间紧，我们只有四个省市的同志

交流了经验，但是这次会议准备还是比较充分的，
给大家准备了厚厚的经验交流材料，可以让大家
了解一下其他地区、其他部门的工作所取得的经
验，也对照看看自己还有哪些不足，取长补短。
今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在这段时间，要抓紧工
作落实，确保全年的计划任务按时完成。二是有
必要对下一阶段的任务进行深入研讨，特别是明
年的专利战略推进工作需要提前部署，提前谋划。
今天的会议也是谋划明年工作的一个好机会，国
家局也要出台明年的工作计划，也利用这次会议
的机会听取大家的意见。三是有必要进一步提高
认识，这也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一个最重要最根本
的初衷。《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是２００８年出
台的，专利战略是２０１０年出台的，２０１１年出台
了专利战略年度推进计划。知识产权战略和专利
战略有什么关系，有什么联系？我认为，知识产
权战略是以我们组织、协调、推动各有关部门共
同实施为主，同时我们也参与实施；专利战略是
以我们具体推动实施为主，并组织协调各有关部
门参与其中；专利战略推进工作做好了，就是对
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最大的贡献。专利战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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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做得怎样，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我们全系
统的发展和未来。所以，对于专利战略推进工作，
要提到这个高度来认识，一定要把专利战略推进
工作抓紧抓好。

下面，我就专利战略推进工作讲三点意见。
一、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加快推进专利战略

实施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加快推进专利战略实施工作是支撑创

新型国家建设的内在要求
今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技创新大会，

胡锦涛同志、温家宝同志都作了重要讲话。胡锦
涛同志讲，从现在起，到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
列的目标，只有不到１０年的时间，形势非常紧
迫，任务十分艰巨。当务之急，就是要进一步解
放思想，深化改革，破除一切束缚创新的思想观
念桎梏和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科
技第一生产力。温家宝总理的讲话更加明确，就
一个主题，就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其中多次谈
到专利的问题。企业创新的出发点、落脚点、评
价指标是什么呢？技术创新核心就是专利；科技
工作落实到企业技术创新上面，实际上也是专利；
国家科技成果奖励的硬指标、硬杠杆，还是专利。
专利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激励创新、鼓励创新的
制度安排，就是用市场手段进行技术创新资源有
效配置的机制，是用市场手段激发创新活力、推
动创新成果应用、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科技
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对技术创新活动和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因此，专利战略对于国家的创新、对于国家创新
体系建设、对于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只有通过专利战略的出台，通过年度专利战
略推进工作计划的实施，才能确保我国在２０２０年
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顺利实现。

党中央、国务院今年９月印发了《关于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
这个文件很重要，其中也明确提出在国家创新体
系建设中要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使企业
真正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
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这一目标的实现就是要
通过加快推进专利战略，促进专利制度内化至企
业创新体系之中，支撑企业通过研发，通过创新，
实现发展目标。所以我说专利战略推进工作和党
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目标是有密
切的内在联系的。

（二）加快推进专利战略实施工作是保障国
家产业发展和经济安全的迫切需要

随着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专利制度
的深入发展，专利资源已经成为国家产业发展的
战略性资源，以专利权为主的无形资产已经成为
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的核心资产和市场竞争力的关
键，一个或几个专利往往决定着一个企业甚至是
一个产业的生死存亡。目前从国际上看，世界各
国都把专利的竞争、专利的创造、专利的实施、
专利战略的运用，作为未来争夺的焦点。所以我
们迫切需要加快专利战略的推进工作，不断提高
专利质量和专利储备，大力推进专利运用工作，
对涉及国家产业利益的专利进行战略性收储和经
营，并运用专利支撑产业聚合式发展，引导创新
资源向产业集聚，促进形成以重大技术突破和产
业创新为指向、以企业集群为主体的产业竞争合
作发展格局，进而促进全产业链整体升级，切实
提高国家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保障我国
经济安全。

我们提出的这个设想应该是很宏大的，但是
中国还有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瞄
准发达国家，特别是高技术领域，推进实施专利
战略。另一方面也不能脱离中国国情，要认识到
目前我国的创新还处在初期阶段，整个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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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水平、创新资源与发达国家、与跨国公司相
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现在正处在工业化进程
中，还有大量低端制造业和出口加工型贸易，这
个方面也要下工夫做，也要从专利战略的实施中
做文章来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三）加快推进专利战略实施工作是我国专
利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国实行专利制度从１９８５年到现在，也就２７
年的时间，但是发展最快的阶段是最近十来年，
也就是从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开始的。
目标提出了，政策提出了，投入增加了，全社会
的意识慢慢提升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产出
了。去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超过美国，位居世
界第一，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连续多
年世界第一，ＰＣＴ国际申请世界第四。我国已经
成为专利大国，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专利
的数量决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追求的是专
利与科技、创新、经济的密切融合，追求的是专
利创造的效果，这一点也是我国建立专利制度、
出台专利战略、制定年度计划、开展专利战略推
进工作的根本目的。

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一直是高度关注
的，但是不同时期关注点不一样，对专利来说目
前的关注点是专利质量，特别是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的数量和质量。中国有１３亿人口，有好几千万
家企业，科技型、创新型的企业有好几百万家，
我们的专利申请平均到每一家企业的数量还不多；
另外实用新型制度对中国现阶段是合适的，可以
保护小发明和改进发明，时间短、费用低，受到
企业欢迎。目前，国外的企业也发现实用新型制
度的好处，以前都申请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实
用新型基本上没有人申请，但是这两年不一样了，
美国、德国、日本、瑞士在我国的实用新型专利
申请，据统计增长率都超过８０％ 了，有的超

过１００％ 。
实施专利战略的目标是明确的，背后的问题

我们也要看清楚，要冷静地分析现在处在什么阶
段。应对国外的压力，一方面要做好宣传解释工
作，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无论是专利
的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人才培养，
还是企业、政府、社会、学界，方方面面我们还
存在差距。所以专利战略的出台，以及专利战略
年度推进计划的推出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这是
我们对党中央国务院、对省委省政府、对市委市
政府、对企业、对社会的责任，也是义务。

所以还是要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专利战略推进
工作的重大意义，从国家知识产权局来说，我们
主要的工作本质上都是服务于专利战略的；对于
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要做的事情、要做的工作也是直接和专利战略有
关的。专利战略推进工作意义重大，时间紧迫，
每个同志都要把思想统一到这个认识上来。

二、振奋精神，充分肯定２０１２年专利战略实
施推进工作取得的成绩

自去年１１月我局发布实施《２０１２年全国专
利事业发展战略推进计划》以来，全国知识产权
系统真抓实干，开拓进取，克服重重困难，做了
大量务实细致的工作，专利战略推进工作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

（一）专利战略实施推进工作体系基本形成
一是推进工作机构初步形成。 《推进计划》

推出伊始，国家知识产权局就成立了全体局领导
班子成员参加的专利战略推进工作领导小组，下
设办公室，并设立秘书组、督办组、宣传组和１０
个专项组作为执行机构，涉及局内１６个部门、３１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
局。应当说，组织机构规格之高，执行部门涉及
之广，是空前的。北京、天津、辽宁、安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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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贵州、陕西、新疆等局成立了以局领导为组
长的地方专利战略推进工作领导小组。这些都体
现了对专利战略推进工作的高度重视。

二是推进工作机制初步建立。建立了决策机
制、过程控制机制、督办机制、宣传机制、日常
工作机制等５项保障机制。在推进方法上，在抓
各省（区、市）局、局内各部门全面落实的基础
上，探索了选取部分示范城市推进重点计划的方
式，所以这次我们专门邀请了示范城市的局长们
来参加这个会议。在推进模式上，形成了以专项
组为工作主体、秘书组做组织协调、督办组抓监
督检查、宣传组促认识提升的专利战略推进工作
模式，这是一个创新。为做好推进计划进展情况
监督检查工作，我们专门召开局长办公会，专题
研究督办工作，还请局领导带队赴福建、安徽、
广东、江苏等１５个重点省份实地检查落实情况。

全系统着力落实１０个专项计划。其中，局内
１６个职能部门调配工作经费４２００余万用于开展
战略推进工作；３２个省级局制定了战略推进工作
措施６２０项；武汉、广州、镇江等１０个示范城市
重点落实专利行政执法推进计划和专利运用促进
计划，制定１１１项工作措施，并从当地政府争取
到新增配套经费２０７１万元。

（二）专利战略实施推进工作成效显著
一是专利创造能力大幅提升。在专利战略推

进工作中，我们通过实施专利质量提升计划和专
利保障“走出去”战略实施计划，重点开展了以
下工作：细化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考核评价指标，
使之纳入发展改革委指标体系，指标权重由２％
上升至４％ ；配合财政部修订《资助向国外申请
专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进一步突出政策导向、
简化申报程序，推动企业积极向国外申请专利；
研究起草规范地方专利资助指导意见；通过质量
评价措施持续改进专利审查质量；建立非正常专

利申请监控和处理长效机制等。截至今年９月底，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已达３ ０２件，较去年年底的
２ ３７件增长了２７％ 。这个数字虽然不能排除水
分，但是基本上还是比较实的。但是我们也要提
高警惕，专利授权以后，专利的市场价值可能就
那么几年，人为地延长期限、资助交年费，是不
可取的。１ ～ ９月，国内发明专利申请达３３ ６万
件，同比增长２６ ４％ 。这个增长比率与去年相比
有点回落。我觉得是正常的，因为不可能老是这
么大的基数，还是以每年３５％的这个速度往上
涨，这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应该把握好增长数量
的调控。国内发明专利授权达１０ ８万件，同比增
长３０ ６％ ，其中职务发明授权达８６ ６％ ，这非常
好。我们这几年加强审批能力建设，建设京外审
协中心，不让专利审批能力拖创新的后腿，拖专
利战略实施的后腿。对于这一方面，局党组，包
括我们全局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得到各个地方局
的大力支持，应该说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通
过《专利合作条约》 （ＰＣＴ）提出向外申请专利
１３ ８６０件，同比增长１３ ８％ ，这也是非常可喜的。

二是专利运用工作基础进一步夯实。我们通
过实施专利运用促进计划、专利助推企业转型升
级计划、专利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计划、专利审查
支撑国家重点政策计划，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国办转发《关于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工
作的若干意见》，这个文件对于促进战略新兴产
业专利的拥有、专利的运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深
入推进重大经济科技活动知识产权评议试点工作；
开展专利运用导航产业高端发展研究工作；制定
《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管理规范文本（征求意见
稿）》及配套文件，在部分省市启动贯标试点工
作；深入推进专利托管工作，约２０００家小微企业
享受了公益性的托管服务；开展专利保险及价值
分析试点工作。１ ～ ９月，全国专利质押金额８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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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是２０１１年全年质押额的９４％ ，涉及专利
１９４２件。

三是专利执法保护能力持续增强。通过实施
专利行政执法推进计划、专利保障“走出去”战
略实施计划，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积极开展专
利行政执法专题调研，推动专利法修改；深入落
实《关于加强专利行政执法工作的决定》，开展
专利行政执法和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举报投诉绩效
考核评价等工作；建立健全与公安等部门的跨部
门执法协作机制和跨省（区、市）专利行政执法
协作机制；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执法维权“护航”
专项行动；大力加强展会知识产权执法工作；在
广东中山设立首家针对单一行业的知识产权快速
维权中心，探索建立快速维权机制。通过加强执
法制度建设、机制建设和能力建设，１ ～ ９月全系
统受理专利纠纷和查处假冒专利案件４０５７件，同
比增长８５％ 。这个数字体现了各个地方知识产权
局对专利执法工作的重视和投入，发挥了行政执
法的重要作用。

四是专利管理措施不断创新。我们通过实施
专利支撑重点区域发展计划、专利高层次人才培
养计划，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印发《国家知识
产权局与省级人民政府合作会商工作规定》，与
福建等５个省份签订合作会商协议；批准首批２３
个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印发《国家知识产权
试点示范园区评定管理办法》，新批准３个试点园
区；加快推进专利审查协作中心建设，目前全国
已达７家；启动领军人才培养工作，首批确定６３
名培养对象。

五是专利服务业快速发展。我们通过实施专
利服务综合能力提升计划，开展了以下工作：配
合修订《专利代理条例》，有序实施专利代理行
业发展促进工程；持续改进完善专利代理人资格
考试制度，加快代理行业发展，这两年我们专门

下大力气来部署、谋划代理行业的发展，这也得
到了相关省局、市局的大力支持，这是一个根本
性、长远性的工作；与国资委联合印发国家重点
产业专利信息服务平台管理办法及运行维护管理
办法；启动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试点工作，推
动全国知识产权服务业快速发展。截至９月底，
全国共有１４７４２人取得了专利代理人资格，全行
业拥有执业专利代理人７９５７人，专利代理机构
９０２家。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看
到，在专利战略实施工作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个别地方和部门对专利战略推进工作没
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尚未充分理解专利战略推进
工作的目标和理念，单纯以文件落实文件，工作
方案简单拼凑，总结工作敷衍了事，材料报送不及
时；个别措施未按时完成，执行情况不尽如人意。
各地方局、各部门人力投入、经费投入普遍不足；
现有工作资源未向专利战略推进工作有效倾斜。

———专利战略统领全系统工作的功能尚未有
效发挥。有些地方和部门未以专利战略推进为主
线安排部署年度工作；在落实专利战略推进工作
过程中，仅将专利战略作为口号，工作思路并未
作相应调整，仍沿用原有做法，将常规工作进行
叠加组合。全系统大家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事情，
需要全盘的、总体的谋划，专利战略是统领性的，
这点认识大家可能有了，但是这个统领作用还要
进一步发挥，不能光落实在文件上、落实在讲话
中，还要具体地体现在我们具体的工作中。

———专利战略推进工作整体联动性不够。这
包括与政府其他部门的沟通、协调，也包括我们
系统内部的沟通、协调。专利战略还要组织协调
其他部门参与进来，让地方领导知道、重视，让
各个部门了解、支持。这个方面，国家局还要进
一步地做更多的工作，也需要各个地方局，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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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整体推进，把专利战略推进工作抓好。
三、改革创新，强力推进２０１３年专利战略实

施工作
各地方局、局内各部门要充分认识专利战略

推进工作的基础性和艰巨性，正确处理好知识产
权战略与专利战略实施的关系、专利战略实施与
日常工作的关系，以更坚定的信心、更坚决的态
度，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将这项“一把手工程”
抓实、抓好、抓出成效，推进实现专利事业的科
学发展。

（一）坚持整体推进、突出重点，着力加强
专利战略推进工作谋划

作为一项系统工作和长期任务，专利战略推
进工作涉及领域广、工作头绪多、时间跨度长。
为此，我们要着重做好以下三点：

一要凝聚共识。必须从认识上牢牢树立“三
个一”的理念，即“一条心、一件事、一起抓”。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专利战略在知识产权系统实
施的重要载体就是专利战略推进计划，这也就是
今后一段时期全系统的重点工作。要围绕这一理
念，集合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履行好各自职责，合力抓好
推进专利战略这件事情。要切实做到“三个敢”，
即“敢想、敢闯、敢做”。专利战略推进工作尚
处在摸索阶段，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在研
究、谋划、推进专利战略过程中，我们要有敢于
创新、知难而进、探索进取的精神，摒除安于现
状的心理，站高位、议大政，多想办法、多想招
数、多做尝试，勇于打破现有思维定势和行为模
式，勇于担当改革创新的使命和责任，形成人人
谋发展、事事求发展的专利事业发展局面。

二要通盘谋划。必须用系统的思维、统筹的
观念推进工作，把专利战略推进工作作为一个整
体进行谋划，把战略性目标和阶段性任务结合起

来，整合各方资源和力量，统筹安排好各项工作。
在专利战略推进过程中要充分体现专利制度对产
业布局的科学引导作用、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带动
作用、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保护作用、对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的支撑作用，使专利战略真正能够起到
服务好国家中心工作的作用。

三要突出重点。必须正确处理整体推进与突
出重点的关系，善于抓住并着力解决影响全局的
关键问题，对于服务中央工作大局的重要任务、
事关专利事业发展全局的重要工作要集中力量进
行突破。在２０１２年专利战略推进工作基础上，我
们提出了２０１３年专利战略推进计划的框架设计方
案，下面还将专门安排时间供各位代表讨论，希
望大家集思广益，为这个文件的完善出谋划策。

（二）坚持优化管理、创新方法，狠抓专利
战略推进工作落实

专利战略推进工作今年首次开展，采取国家
局统一部署，各部门、各省局具体推动，并依据
督办组的检查情况反馈、调整的方式进行。在总
结２０１２年推进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探索提出
了一些新的工作措施和方法，也希望大家加以
研究。

一要加强工作联动。要在注重加强知识产权
系统内部组织协调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强与政府
其他职能部门的协调，充分利用知识产权战略实
施联席会议等平台或机制，加大专利战略推进工
作统筹协调力度。同时，要加强专利战略各项工
作任务的衔接，提升综合效能。如专利助推企业
转型，要与专利保障“走出去”、专利引领产业
升级结合起来等等。

二要实行精细化管理。各级知识产权部门要
积极探索，推进专利战略实施工作的项目化管理；
要建立主要领导负责制，明确专门工作组推进这
一工作，细化措施、责任到人；要注重发挥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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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部门的力量，工作重心要下沉，发挥基
层、发挥每个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细化每项
工作任务的具体要求，部分工作任务要分解到市、
县级等；要把实行精细化管理与绩效管理等工作
结合起来，通过加强内部管理推动工作有效开展。

三要完善信息交流机制。要把工作信息的交流
贯穿于专利战略推进的各项工作任务中，战略推进
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要及时通报，出现的新经验要
及时总结，有一些新思路、新做法要及时通报。

（三）坚持服务大局、履职尽责，切实做好
专利战略推进工作保障

全国知识产权系统的工作基础和核心是专利
工作，在服务协调做好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的
同时，着重做好专利战略推进工作是我们的职责。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各地方局、局内各部门
要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加强组织领导，高
度重视专利战略推进工作，切实将其摆上重要议
事日程。推动相关政府部门出台实施专利战略的
财政、税收、金融、人才等方面的配套政策。

二是加大投入力度。要安排专项资金，保障

专利战略推进工作开展。要将战略推进工作情况
与我局政策和资金支持，与部门评优、个人评优
相挂钩，确保顺利完成专利战略推进计划总目标
和各项任务。

三是加强人才培养。要进一步完善专利人才
发展机制，统筹专利管理、服务等各类人才的发
展；要在系统内外建立健全人才挂职、交流工作
机制等；建立多层级的专利战略人才培养工作体
系，拓宽人才选择途径，打造一支素质优良、结
构合理、能够有效支撑专利战略实施的人才队伍。

同志们，专利战略推进工作事关专利事业发
展全局，事关专利事业服务经济社会、支撑创新
型国家建设长远发展。２０１３年是专利战略推进工
作从创立走向发展完善的一年，我们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让我们在党中
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求真务实，扎实工
作，坚定不移地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圆满完成专
利战略推进各项工作任务，以创新的精神、崭新
的面貌、全新的成绩努力开创专利工作新局面。

贺化副局长在 ２０１２ 年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
略推进工作总结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３０日）

同志们：
为期一天的２０１２年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推

进工作总结会议就要结束了。根据会议安排，我
就会议作一个总结。

这次会议，是在全国专利事业发展进入关键
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今天上午，专利战略
推进工作秘书组和督办组分别通报了２０１２年专利
战略推进工作落实情况和督办情况；两个局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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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和四个地方知识产权局介绍了经验；力普局长
作了重要讲话，对专利战略推进工作提出了明确
要求。今天下午，与会代表围绕力普局长的讲话
精神，就如何进一步加强专利战略推进工作及
２０１３年专利战略推进工作重点任务，进行了充分
交流和热烈讨论。应该说这次会议召开得很成功，
达到了预期目的。下面，针对这次会议的主题和
大家讨论的情况，我讲三方面问题。

一、关于会议的主要收获
（一）深刻分析了专利战略推进工作的重要

意义，进一步提高了认识，增强了责任感和使
命感

力普局长的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我国专利事
业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阐述了专利战略推进工
作的重要意义。大家通过对力普局长讲话的认真
学习和讨论，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清了专利战
略推进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增强了大
家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做好专利战略推进工作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全面总结了２０１２ 年专利战略推进工
作，进一步梳理了经验和不足，增强了做好工作
的信心和决心

会议对一年来专利战略推进工作进行了全面
总结，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
梳理。管理司和监察办分别从秘书组和督办组的
角度，对《２０１２年专利战略推进计划》落实情况
和督办情况进行了通报；力普局长的讲话高屋建
瓴，既充分肯定专利战略推进工作取得的成绩，
又全面深入地分析了专利战略推进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大家通过讨论和交流，查找了问题，分析
了原因，形成了新共识、凝聚了新合力，进一步
坚定了做好专利战略推进工作、推动专利事业科
学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三）讨论研究了如何加强专利战略推进工
作和２０１３年的工作任务，进一步明确了工作方向
和重点，增强了工作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大家认为，力普局长在讲话中提出的工作思
路和工作要求，体现了实施专利战略的内在需要，
为专利战略推进工作指明了方向、谋划了未来；
大家在深入讨论中，又碰撞出许多新思路、新设
想，提出了进一步加强专利战略推进工作的建议，
探索了２０１３年专利战略推进工作新的切入点和着
力点。

在讨论中，与会代表本着对事业高度负责的
态度，对如何进一步加强专利战略推进工作，提
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并重点对《２０１３年专利战略
推进计划（讨论稿）》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
主要集中在：

一是在计划的延续性方面，要注重２０１３年推
进计划与２０１２年推进计划的衔接。

二是在计划的制定方法上，要注重系统研究，
加强与地方局的互动。

三是在计划指导原则方面，要进一步突出分
层指导，区分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任务，要进
一步加强分类指导，体现地区差异性。这里要说
明一下，实际上在今年的推进过程中，每一个省
份对计划是可选择的，比如今年的１０个计划，各
省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参与其中的五个、
六个。今后在进一步的制定过程中，可能有一些
作为基本计划，在各个层面、各个地区都适用，
有一些是差异性的，各个不同的地区来进行选择
性参与。总体上，在做专利战略推进计划时，要
考虑全面的部署和思考，但在执行过程中要根据
地区情况进行选择。

四是在计划任务目标设定方面，要区分长期
性和年度性任务；同时，进一步突出量化指标，
增强计划任务的可考核性，以强化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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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在计划的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突出重点，
避免面面俱到，确保设立的年度计划科学合理，
能在年内完成。

六是在重点任务选择方面，大家普遍认为专
利行政执法、专利运用和知识产权服务支撑是我
们系统安身立命的基础、未来发展的方向，要在
２０１３年度计划内容中进一步加以突出，作为年度
推进工作重点着力加以推进。

七是在加强协同联动方面，国家局层面要进
一步加强与中央部委的联系和合作，推动其在政
策制定中强化专利导向；地方层面要进一步加强
与各地发展改革、财政、科技等相关部门的合作，
争取他们的支持，共同推进专利战略。

八是要进一步明确支撑条件。刚才兴威同志
也谈到，从中央层面，从国家局层面，到地方局
层面，对专利战略的推进要明确具体的支撑条件。

会后我们将对这些意见和建议加紧梳理、逐
个分析、专题研究、认真吸纳，进一步完善２０１３
年的专利战略年度推进计划。

二、关于贯彻落实会议确定各项任务需要把
握的几个问题

（一）进一步明确工作定位
专利战略推进工作，是解决专利事业发展全

局性、制度性和长远性问题，促进专利工作更加
有效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工作。专利战略推
进工作的着力点在于运用专利制度和专利资源，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可以说，专利战
略推进工作既是积极服务经济的专利工作，又是
有效运用专利制度和专利资源的经济工作。专利
战略推进工作的重点既包括《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纲要》中有关专利工作的任务，又包括将《全国
专利事业发展战略（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年）》中的目标
和任务按年度进行分解的任务，还包括新形势下
党委、政府对专利工作的新部署和新要求。

（二）处理好两个关系
专利战略推进工作与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

的关系。组织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是全国知识产权
系统的首要职责。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不仅
要做好组织协调工作，积极推动商标、版权等其
他知识产权相关部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还要注
意到专利工作是我们的立足之本，要投入全力落
实好知识产权战略中关于专利的工作任务，强力
推进专利战略的实施。只有充分发挥好专利管理
的职能作用，把我们自身的专利战略推进工作扎
实做好，才能带动其他知识产权相关部门切实落
实好知识产权战略，才能真正推动《国家知识产
权战略纲要》的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实施重
在统筹和协调，专利战略推进重在部署和落实。

专利战略推进工作与常规工作的关系。专利
战略推进工作不是我们年度常规工作的简单叠加
和汇总，而是站在全局高度，用长远的视角，对
影响专利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工作进行统筹谋划、
系统设计。专利战略推进工作要突出整体谋划、
统领全局的作用，常规工作要围绕战略确定的目
标和任务进行细化和落实。要通过专利战略推进
工作，将专利工作整体进行优化，形成统筹部署、
分工合作、有序推进、全国一盘棋的良好局面。

（三）把握三个原则
在工作方法上，注重上下互动、相互结合的

工作方法。我们国家是一个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
家，各地专利事业发展现状更是如此。国家知识
产权局在制定政策时要尽可能考虑到地区的不平
衡性，注重分类指导，为地方提供更多的政策支
持和工作抓手。地方局也要积极开动脑筋，不断
开拓创新，形成好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时机成熟
时可推动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形成政策在全国推广，
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互动格局。

在工作环节上，要突出督办落实这个重点环
—９—

重要文件·ＳＩＰＯ



节。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落实就是执行力，落实
到位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当前，从国家到地
方制定知识产权战略、专利战略工作已基本完成，
关键就是要抓实施重落实。如果落实抓得不好，
再好的战略也只能是一纸空文。今年，我们采取
了任务分解、明确责任、加强督办等措施来强化
落实工作，并成立了专利战略推进工作督办组，
专项负责专利战略督办工作。一年来的工作实践，
大家在发言中也表明，督办工作对战略推进计划
的落实是具有积极的保障作用的。各地、各部门
也要建立健全督办工作机制，加大抓落实的工作
力度，要真正使任务分解到部门、具体到项目、
落实到岗位、量化到个人，形成一级抓一级，层
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

在工作意识上，要强化创新进取、求真务实
意识。专利战略推进工作尚处在摸索阶段，没有
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要有敢于创新、不怕困难、
积极探索的精神，做到知难而进，勇于前行。要
通过专利战略的实施，切实解决知识产权事业发
展中的突出问题、瓶颈问题和深层次问题。要坚
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切忌重形式
轻内容、重口号轻行动、重数量轻质量、重眼前
轻长远，要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建立健全工作
责任制，切实把工作抓出实效。

（四）提升四个能力
政策研究制定能力。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

依靠政策进行管理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一项
政策出台，哪怕只在几个省产生了效果，就达到
了目的。对比其他政府部门，我们的政策不仅少，
还不成体系。政策的形成和出台要有扎实的研究
基础作为支撑。要加强调查研究，在全面、准确、
扎实掌握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研究和分析问题，
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学习借鉴兄弟部委政策
制定方面的成熟经验和做法，提升政策制定能力，

完善专利方面的法规和政策体系，进一步加强专
利政策与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的融合。

服务经济发展能力。充分发挥专利制度在支
撑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专利战略
推进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次《２０１３年专利
战略推进计划（讨论稿）》中提出了推动产业专
利运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等工作
项目，这些都是对专利工作服务经济发展的有益
探索和尝试。要进一步开拓创新、大胆实践，积
极探索服务经济发展的有效工作机制。

业务指导能力。这包括两方面的业务指导能
力，一方面是全国知识产权系统上级对下级的业
务指导能力，另一方面是全国知识产权系统对产
业、行业、企事业单位的知识产权业务指导能力，
这两方面都是我们需要加强的地方，都有很大的
提升空间。要使上下级的业务指导更具科学性、
系统性，使我们对产业、行业、企事业单位的指
导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

统筹协调能力。专利工作具有外显性弱的特
征，其作用往往不能够直接体现，需要依附其他
工作才能充分显现。我们要加强沟通，积极融入
科技经济部门的核心工作中，多方寻求工作对接
点和切入点，努力创造互利共赢的局面。要积极
争取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聚集资源，凝集力量，
推动专利战略全方位、多层面在各地方与各部门
的贯彻与落实。

三、关于贯彻会议精神的几点具体要求
（一）要领会好。要抓紧组织学习传达会议

精神，集中时间、人员和精力学习领会力普局长
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研究本部门、本单位在贯
彻会议精神中应当履行的职责和义务，切实用会
议精神统一思想、明确任务、振奋精神、鼓舞
斗志。

（二）要落实好。要按照力普局长讲话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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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会议精神，立即行动，切实加强对专利战略
推进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工作分工，完善工作
机制，加大保障力度，使明年专利战略推进工作
工作再上新台阶。

（三）要宣传好。要结合“第六届中国专利
周”的举办，采取多种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地
开展对专利战略推进工作成效和成果的宣传，在

全社会掀起一轮宣传实施专利战略、关注专利工
作的新高潮。

同志们，做好专利战略推进工作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扎
实工作，不断开创专利工作新局面，为保持经济
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总结经验 　 明确目标
进一步开创地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新局面

———贺化副局长在 ２０１２ 年全国地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８日）

同志们：
本次地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会议在党的

十八大胜利闭幕之际召开，具有重要意义。这次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大
精神，深入总结一年来地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
作进展和成效，交流工作经验，研究新形势，明
确工作要求，部署明年重点工作，切实推动地方
知识产权战略深入实施，努力实现《国家知识产
权战略纲要》确定的五年目标，有力支撑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实施和经济转型发展。

下面，我就有关工作讲三点意见。
一、地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取得新成效
去年以来，全国各地进一步深入实施知识产

权战略，各地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
整体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为国家战略实施推进
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实现《国家知识产权战

略纲要》确定的五年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地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体系进一

步完善
一是领导协调机制更加健全。为贯彻落实国

家知识产权战略，各地积极探索构建适合区域发
展实际的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机制。截至目前，包
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内，全国已经有２８个省
（区、市）设立了各种类型的知识产权战略制定
或实施领导机构，其中２７个机构由省级领导直接
牵头，有力加强了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组织领导
和协调力度。同时，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系建设
进一步提速。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新疆等
地的县级行政区全部设立了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
构。今年，黑龙江积极推动地市建立战略实施协
调机构，并填补了全省县级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
空白。由国务院统一领导，部际联席会议协调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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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各地各部门分工负责的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
作机构体系进一步完善。

二是政策体系更加完备。２０１２年， 《江西省
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印发，上海和山东制定颁布
了新一轮战略纲要。截至目前，包括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在内，已经有２８个省（区、市）制定出
台了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纲领性文件，１５９个地
级市（区）制定了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或实施意
见，覆盖了全国约４８％的地级行政区域。其中，
江苏、广东、黑龙江、天津等地的所有省辖市或
区县均已全部出台战略纲要或实施意见。四川率
先出台了专利、商标、版权、植物新品种权和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五个专项战略。推进地方战略实
施的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

三是推进措施更加有力。各地通过制定战略
实施年度工作要点、年度推进计划等方式有效推
动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同时全面落实专利战略推
进计划，各地细化明确了６２０项专利战略工作措
施。四川还探索发布专利、商标、版权、植物新
品种权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题战略年度推进计
划。天津开展了市区两级知识产权发展水平监测，
加强对各项战略实施推进工作的检查评估，对纲
要实施绩效进行评价，确保战略得到落实并取得
成效。

（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实施举措进
一步加强

一是重大经济科技活动知识产权评议制度建
设取得初步成效。截至今年７ 月，各省（区、
市）共出台重大经济科技活动知识产权评议或审
议法规及政策文件２６项，武汉、贵阳、烟台、黄
石等１１个副省级以下城市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
１９项。知识产权评议制度建设覆盖面进一步扩
大，工作开展进一步深入，对政府决策、产业发
展和企业经营起到了良好的保驾护航作用。

二是促进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进
一步加强。吉林、安徽、重庆、山西、四川等多
地政府已经或即将出台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的知识产权政策文件。湖南启动了战略性新兴产
业中小企业试点工作。山西、内蒙古、宁夏、新
疆、吉林等地分别开展了知识产权促进煤化工产
业发展工程、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产业知识产
权促进工程和中医药发展试点工程。重庆、江西、
广东、江苏、湖南等地积极开展知识产权保护能
力提升试点工作和专业市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这些工作紧密结合区域产业发展特点，进一步贴
近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更加有效地支持了区域
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发展。

（三）战略实施方式方法和制度建设不断
创新

一是探索政策制度创新。湖北探索区分专利
类型和各市区发展水平来设计专利资助政策，提
高资助经费的使用效率和政策绩效，提高专利创
造的质量。深圳、长沙、苏州等地探索适应形势
发展需要的管理体制调整和职责分工模式，积极
创新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方式，推动知识产权进一
步集中管理。在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设立知
识产权集中管理机构的方案已纳入上海市政府工
作计划。

二是探索运用新技术手段加强工作。北京开
展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提升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工程，
研究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知识产权执法协作，加
强流通领域知识产权预防监控，构建社会服务信
息共享平台。湖南在全国率先开通了专利执法和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微博，探索利用新媒体宣传和
促进知识产权工作。

三是探索具有战略意义的新举措。广东、江
苏探索建设知识产权强省。北京率先成立了知识
产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着力打造专利运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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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经过各部门、各地方的共同努力，２０１１年至

２０１２年全社会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知识产权
的水平取得了可喜进步。

从知识产权创造看，截至今年９月底，我国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已达３ ０２件，较去年年底增
长了２７％ ；商标注册申请量连续１０年位居世界
第一；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年登记量增加到１０ ９３
万件，软件产业收入增加到１８ ４００亿元。从知识
产权运用看，发明专利的实施率进一步提升，涌
现出了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一大批能够娴熟运
用知识产权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从知识产权保
护看，近年来各地法院、检察机关新收知识产权
案件、提请批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大幅度增
加，各地工商、版权、海关等部门查处的侵权违
法案件量也快速增长。全国知识产权系统专利案
件办理量从２０１０年的１８２３件增至２０１１年的３０１７
件，今年１至１０月，案件量已达５９４２件，同比
增长高达１４６％ 。全社会对知识产权的认知程度
明显提高，侵权盗版行为大幅度减少。

各地在推动地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中，
不断探索，形成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一是坚持紧
紧依靠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和中央部委的指导。
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和各相关部委的指导、支
持是地方战略顺利实施的关键。各地省级知识产
权战略实施领导机构多是由省级分管领导牵头，
广西更是由自治区政府一把手直接抓，为地方战
略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二是坚持紧密结
合地方发展需要实施战略。各地紧密结合产业特
色、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适应地方发展需求
的政策文件，推动知识产权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通过深入实施战略有力支撑区域经济建设。
三是坚持统筹协调推进战略实施工作。各地积极
探索加强区域间、部门间的协作，长三角地区，

中部三省，中关村、张江、东湖三个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湖南长株潭城市群以及福建战略协调
机构的各种合作机制有效推动了战略实施。四是
注重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各地、各部门通过多种
示范创建方式，调动区域企业、部门和市县积极
性，有力促进了战略实施。特别是，江苏创建实
施知识产权战略示范省四年来，专利、商标、版
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植物新品种权等知识产
权产出量均处于全国前列，树立了地方战略实施
工作的典范。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中央正确决策和领导的
结果，是各相关部委、各地方党委政府与知识产
权战线工作者团结努力、扎实工作的结果。在此，
我谨代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
议办公室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向为知识产权战略
实施工作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看到成绩和经验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清醒
地认识到，地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仍然面临着一
些突出问题。一是战略对日常知识产权工作的指
导性仍然不够突出，存在战略部署与日常工作衔
接不够紧密的“两张皮”现象。战略纲要是集各
方力量研究制定的对日常工作具有统领性的政策
文件，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没有完全起到统领性作
用。二是制度政策体系仍然不完善，战略实施推
进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一刀切”现象，一些促进
创造、运用和保护的政策难以适应不同区域、产
业和企业的需要。东、中、西部对知识产权的需
求多样化，但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对这种差异和
需求还没有充分体现。三是创新性、务实性工作
手段不多，存在“老一套”问题。知识产权工作
是新兴工作，要努力将知识产权工作融入经济工
作主战场，目前的工作抓手和创新性的方式方法
还不够多。四是部门间及地区间的协同合作水平
仍有待进一步提高，“自拉自唱”问题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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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工作涉及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
教育各个方面，需要各部门积极合作，共同推进，
形成“交响乐”，需要我们继续思考和努力。五
是在直接服务企业的意识逐渐加强的同时，人才、
信息、培训服务支撑条件保障仍然不足，调动社
会资源的能力和意识不够，存在“包办代替”的
倾向。知识产权需要政府引导，但更多的是需要
企业自身的努力，应调动各方面资源，不能都由
政府包办代替。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深刻认识，
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努力把战略实施提高到一
个新的更高水平。

二、准确把握地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形势
和要求

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正在发生重要
变化。从国际环境看，随着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
力量对比的改变，发达国家更加注重保护自身在
创新领域的优势，正在迅速调整国内创新战略和
知识产权政策，积极推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变革。
在进一步强化现有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同时，一
些国家还努力争取建立更高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
标准。全球范围内呈现新一轮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的态势，知识产权问题政治化趋势明显。跨国公
司愈发重视运用知识产权这一战略性竞争武器打
击竞争对手、赢得市场。

从国内发展看，我国经济逐步向好，但仍面
临不确定因素。长期来看，经济增速趋缓，资源
环境条件约束问题日益突出。要在现有国际政治
经济格局下提升我国产业附加值，必须走自主创
新之路。提升创新能力、拥有更多高水平知识产
权在赢得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关键性作用更加突出。
同时，我国创新型企业不断涌现，市场主体对于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改善知识产权法治环境、市
场环境和文化环境的诉求日益强烈。我国东、中、
西部梯次发展态势明显，对知识产权创造、运用、

保护和管理需求的区域性差异也在日益显现。
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党的十八大作出了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十八大
报告明确要求“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
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这深
刻阐释了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对我国从要素驱动转
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重要作用，对知识产权战
略实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必须清醒认识
地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切实把握机遇，积极应对各种挑战，把支撑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摆到优先位置，以促进区域经
济发展为目标，以实现知识产权与产业政策和科
技政策融合为主攻方向，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
分类指导和区域合作，切实解决一些影响全局的
关键问题，促进地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全面
协调推进，为实现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五年阶段性
目标提供坚实保障。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在十八大精神的统
领下，进一步明确工作要求，深入推进地方知识
产权战略实施。

一要切实加强战略对各项工作的统领。 《国
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各部门贯彻《纲要》的
政策文件以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颁布的相关政
策文件，是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确定的未来较长
一段时期统领全局的文件。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心工作中有效发挥知识产权的作用，凸显知识产
权工作的地位，就要在知识产权战略大旗指引下，
切实按照战略整体部署开展各项知识产权工作，
处理好日常工作与战略部署的重点工作的关系，
强化战略任务导向，集中各类资源，把战略部署
的各项任务作为工作重点，着力推进。同时，要
有效加强国家战略与地方战略、省级战略与地市
级战略实施的衔接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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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有效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知
识产权是未来竞争的关键，但知识产权发挥作用，
关键在于企业、在于市场。要牢牢把握知识产权
战略的这一本质，采取各项措施，确保知识产权
的创造、运用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
坚决避免自我循环和“数字游戏”，切实把工作
重心摆到引导和服务市场主体上来，有效提高市
场主体高水平知识产权拥有量。在此要强调一下，
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数量的增长固然是一件喜事，
但也要提防那些“问题专利”，特别是“非正常
专利申请”。专利申请如果不能产生实效，数量
再多也没有意义。要围绕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
探索发挥专利、商标、版权等不同类型知识产权
对一二三产业的支撑促进作用，制定有针对性的
扶持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发展的知识产权政策。
有效净化市场环境，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加
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外贸领
域知识产权工作，特别要大力加强战略性新兴产
业知识产权工作，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
展。积极探索运用专利导航产业高端发展。加强
专利战略性运用，促进区域产业集群的技术协同
创新、技术优势互补、专利资源共享以及专利协
同运用，有效提升区域产业整体竞争力。

三要紧密结合区域阶段性特点实施战略。要
坚持统一部署和区域发展特点相结合，按照充分
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的总体要求，突出地区发展
的阶段性特点、产业特点，把战略实施与当地发
展需要和现实条件紧密融合。要加强国家区域发
展政策与知识产权政策的衔接，摸清和动态掌握
区域知识产权资源变化整体状况，根据产业布局、
功能区定位、城市集群发展需要等因素，找准运
用知识产权促进、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切入点，
制定服务于区域发展的知识产权政策。积极创新
工作方式方法，开展差别化、侧重点不同的工作。

东部要进一步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更加突出对提
高知识产权质量、知识产权科学布局的政策支持，
探索创新促进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的政策手段，打
造一批具有世界一流知识产权综合实力的企业，
形成一批高端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培养一批高层
次专业人才，打造一流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中
部地区要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综合实力，积极发
挥政府引导作用，加强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和战略
实施，进一步明确支持知识产权创造政策的质量
导向。西部地区要切实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提高
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积极培育典型示范区域和
市场主体。东部、中部、西部形成区域之间竞争
发展、错位发展的良好局面。

四要积极构建统筹协调的体制机制。战略实
施是系统工程，统筹协调是关键。要坚持把握统
筹协调的工作方法，根据职责分工，切实发挥主
导作用，主动履行职责，积极带动各部门、各地
区共同实施战略。继续推动建立省、市、县三级
联动的战略实施协调领导机构，强化对市县战略
实施工作的指导和督促，努力把战略实施工作推
进到市、县层面，有序构筑省内战略实施纵深推
进体系。加强部门间的协调沟通和联手合作，密
切与经济、科技、产业等管理部门的联系沟通，
协同推进战略。大力引导、调动行业企业、高校
院所、服务机构等社会力量，调动各类社会资源
一起实施战略。切实突出企业主体地位，支持、
服务企业实施战略。

三、明年重点工作安排
明年要切实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

以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为各项工作的统领，重
点抓好以下六项工作。

（一）大力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
工作

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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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工作的若干意见》，推动出台相应政策文
件，制订工作计划，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
和发展。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工作区域
试点工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探索开展以
优势企业为龙头、技术关联企业为主体、知识产
权布局与产业链相匹配的知识产权集群管理。积
极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专利分析，摸清各
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和方向，服务于各
地政府产业发展决策，引导和支撑区域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知识产
权运营综合服务体系建设。需要说明的是，各地
方在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中，在相同领域里
如何发挥各区域比较优势，摸清产业现有技术状
况，分析产业未来发展趋势，评估产业未来发展
规模，以及一些重大项目的落地，知识产权都可
以起到重要作用。

（二）全面实施区域知识产权促进工程
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先导区建设工程。支持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先
导区，带动和引领区域及重点产业向高端发展。
重点构建自主创新示范区知识产权工作协作机制，
推动各类技术转移机构合作，加强知识产权集中
管理和专业运营，建设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主体
联动合作机制，充分发挥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资
源溢出效应。要实施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工程。继
续推进实施战略示范省创建工作，并结合示范省
创建经验进一步形成强省建设标准，在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知识产权综合实力较强、资源制度条
件较好的地区建设知识产权强省。制定强省建设
整体发展规划、工作方案和相关配套政策，加大
对重点产业、领军企业扶持力度，推动一些地区
知识产权事业率先发展，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要
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区域促进工程。加强政策支持，
促进一些地区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快速提升，进一

步夯实区域知识产权工作基础，建立特色、优势
产业知识产权数据库，引领企业科学布局知识产
权，推动形成差别优势，支持和培育特色、优势
产业快速发展。要开展知识产权区域帮扶工程。
针对一些发展水平相对不高的地区，研究制定帮
扶工作政策，完善帮扶工作机制，调动参与帮扶
各方的积极性，开展产业专项帮扶、人才培养帮
扶、区域对口帮扶和市场主体双赢帮扶，加强知
识产权运用和保护、信息服务、人才培训、文化
宣传等方面的双向交流，实现互助共赢，先进带
后进共同发展。

（三）深入开展知识产权分析评议工作
知识产权审议制度和评议机制在知识产权战

略实施中具有关键作用。宏观层面上可以有效支
持政府科学合理决策，微观层面上是企业实施知
识产权战略的重要基础。有效的知识产权审议制
度和评议机制还可以促进知识产权信息充分发挥
效用，培育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助力地方经济
转型升级发展。要继续深入开展全国重大经济科
技活动知识产权评议试点工作。要建立健全知识
产权审议制度，构建重大经济科技活动、人才引
进、技术进出口、商品贸易、投融资、产业集群
管理等领域的知识产权审议和评议机制，积极提
升区域知识产权分析评议能力，培养知识产权评
议专业人才，规划建设评议工作基础设施，遴选
培育评议机构，鼓励行业组织发展，构建社会化
服务网络，扩大社会宣传力度。

（四）积极运用专利导航产业高端发展
切实发挥专利辅助规划产业发展布局的功能，

把运用专利导航产业高端发展作为实施专利战略
的重点工作。以专利密集型产业为重点，推进专
利导航产业高端发展的专利运用新模式，遴选培
育一批基础较好的产业和区域，建设一批专利导
航产业高端发展实验区和示范区，培育一批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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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竞争力的专利优势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
围绕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特点，依托专利导
航，加强对产业发展运行的决策引导，因地制宜
制定区域产业发展路线图和区域产业发展规划。
探索构建专利导航产业高端发展相关配套政策机
制。通过专利有效引导、支持企业突破产业链关
键技术环节。有效引导相关产业基本形成发展规
划科学、政策导向明确、资源配置高效、产业布
局合理的发展格局，助推产业实现高端发展，显
著提升专利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

（五）切实加强执法保护综合能力建设
保护是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本，执法能力是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关键。在开展好日常执法工作
和专项行动的同时，要按照“正面引导、提升能
力、强调成效”的要求，实施知识产权保护能力
提升工程，进一步夯实知识产权执法工作基础，
以提升保护综合能力和加强规范化管理为手段，
继续开展知识产权保护重点问题研究，从组织协
调、执法协作、督查督办、维权服务、宣传教育
等五个方面全面提升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并对各
省执法人员进行全面培训，提升省一级的执法能
力，之后继续向地市延伸。重点加强专业市场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推进专业市场知识产权保护试
点工作。以在全国影响力大、行业领先、知识产
权依赖性较强的重点领域专业市场的知识产权规
范化管理工作为重点，加强流通环节管理，遏制
侵权假冒行为，促进市场繁荣，带动区域经济发
展。构建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年度调查机制。
继续探索运用现代信息化手段加强执法体系建设、
加强流通领域知识产权保护。

（六）全面开展战略实施阶段性成效评估
工作

开展阶段性评估工作有助于各级政府及时把

握战略实施成效，有助于进一步调动战略实施各
部门单位的积极性。明年是《纲要》确定的五年
目标实现年。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将会同各相关
成员单位，开展战略实施的全面评估工作。要在
前期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版权局联合开展的六省市战略实施试评估工
作的基础上，充分吸收试评估成果，制订并出台
地方战略实施阶段性成效评估文件，引导各地紧
扣国家和地方战略确定的目标、任务、措施，制
订符合地方实际的评估方案，建立评估机制和指
标体系。推动采取自评估、专题评估、第三方评
估相结合的方式，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使评估
结果真实反映战略实施的成效和不足。同时，要
紧紧依靠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充分利用战略实
施评估成果，查找制约战略实施的关键问题，及
时向党政负责人汇报，使评估结果成为战略实施
工作的有力推手。

地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是实现国家知识产权
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深
化和具体化， 《纲要》中的各项目标、任务、举
措都要通过地方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加以细化、
分解和落实，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明年是
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希
望大家切实履行职责，加强理论研究，深入实践
开展调研，尽早谋划，认真制定地方战略实施工
作要点和年度推进计划，加强工作的督导检查，
落实各项工作部署。

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责任重大，任务艰巨。让我们奋发图强，共
同迎接挑战，进一步开创地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
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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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 　 大胆创新 　 努力推动专利代理
行业又好又快发展

———贺化副局长在 ２０１２ 年全国专利代理管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０日）

同志们：
２０１２年是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关键

一年。这次会议是在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前
夕，为加强全国专利代理管理工作召开的一次重
要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解放思想、大胆
创新为新起点，总结２０１１年全国专利代理管理工
作会议以来的成功经验，分析行业发展的新形势、
新问题，开拓进取，努力推动专利代理行业又好
又快发展。下面，我讲三方面内容。

一、专利代理行业建设取得新进展
自２０１１年全国专利代理管理工作会议召开以

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各地方知识产权局、国防
专利局和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以下简称
“代理人协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抓住
难得机遇，积极主动提高服务大局能力，全面推
进“专利代理行业服务能力、管理能力和自律能
力”三大能力建设，适应新形势，回应新要求，
专利代理行业建设取得良好成绩。２０１１年，１４９３
名考生通过了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截至
２０１２年８月底，全国共有１４ ６７９人取得了专利代
理人资格，全行业拥有执业专利代理人７９０９人、
专利代理机构８８８家。与去年同期相比，新增专

利代理人８０２人，新设立专利代理机构５１家，行
业综合实力持续增强。今年，１７９名考生享受中
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
倾斜政策，获得了在本省（区）执业的资格，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对于专利代理人才短缺的
状况。

（一）专利代理法律政策环境进一步优化
一是推动专利代理法律制度建设，夯实行业

发展基础。专利代理立法工作是专利代理行业的
立业之本、兴业之基。我局积极推动《专利代理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修订工作，在各地方
知识产权局和代理人协会的大力配合下，协助国
务院法制办就条例修订开展立法调研，积极落实
国务院法制办针对条例修订设立的立法后评估项
目，围绕修订中的重大问题开展研究，为条例修
订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撑。甘肃、广西、陕西和湖
南等省（区）针对地方专利工作的现实需要，积
极推动地方立法工作，在原有《专利保护条例》
的基础上，修订出台新的《专利条例》。新条例
增加了鼓励发明创造、推广专利运用、发展专利
服务等规定，为促进当地专利代理行业发展提供
了更加完善的法律保障。

二是完善行业发展宏观政策措施，促进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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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为破解行业发展难题，提升行业专业
化、规模化、规范化发展水平，作为实施国家知
识产权战略的具体举措，我局启动了专利代理行
业发展促进工程（以下简称“促进工程”）。北
京、广东、江苏、河南、重庆和贵州等六省
（市）以实施促进工程作为工作新抓手，根据促
进工程的总体目标和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切实
加大人、财、物的投入力度，在推动出台促进行
业发展的配套政策措施、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制
定行业服务标准、探索建立执业保险制度等方面
取得可喜进展，初步形成了国家、地方、协会联
动推进行业发展的新机制。

为解决专利代理服务供需矛盾突出等问题，
我局启动了促进专利代理行业加快发展试点工作
（以下简称“试点工作”），对于纳入试点范围的
地区给予行业准入、年检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各
地方局积极申报参加试点工作，１５个省局提交了
申报材料。江苏、四川、陕西、安徽、河南和湖
北六省（市）从推进国家专利事业发展战略的高
度出发，试点决心大，舍得投入，措施具体，被
纳入第一批试点范围。根据试点政策，６１名考生
获得了在江苏省执业的专利代理人资格，有助于
缓解当地专利代理服务供需矛盾。各试点单位按
照试点方案中规定的条件和要求确保政策落实
到位。

北京市出台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的政策
措施，大力打造中关村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
重点培育一批服务专业化、发展规模化、运行规
范化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为首都创新驱动发展
格局提供支撑。

（二）专利代理管理能力显著提升
一是强化行业监管，诚信建设进一步完善。

为加大专利代理行业监督力度，加强诚信建设，
我局与各省局分工合作，密切配合，坚持在市场

准入上把好关。在完善行政审批诚信档案的基础
上，对于专利代理机构及其代理人的违规行为逐
一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为杜绝弄虚作假现象的
发生，上海对于新设机构的发起人进行现场审核，
江苏采取省辖市知识产权局协助审查的方式进行
审核。陕西、湖北、安徽开展先进专利代理机构
和优秀专利代理人评选工作，表彰先进，鼓励诚
信。代理人协会发挥行业自律职能，建设并开通
了中国专利代理诚信平台，提供行业诚信信息，
接受社会监督。自上次会议以来，各地报送我局
的机构设立申请不予批准率为２３ ％ ，同比下降
２％ ，不予批准比例继续下降，这是一个好的趋
势，但还远远不够，不予批准率接近四分之一，
应该引起深思。要特别强调的是，各地方局要严
格管理，杜绝系统内的公务员、工作人员参与弄
虚作假。

二是加大惩戒力度，严肃查处违法失信行为。
为维护专利代理行业市场秩序，净化专利代理队
伍，严肃执业纪律，我局严格依法行政，对于违
法失信行为“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决不姑息迁就。通过梳理和完善代理机构撤销工
作流程，避免机构退出市场时对当事人的利益造
成损害。深圳市爱派知识产权事务所、永康市联
缙专利事务所在代理机构行政审批过程中，隐瞒
真实情况，弄虚作假，被我局依法撤销，在行业
中起到警示教育、惩前毖后的作用。在上述机构
被撤销后，广东、浙江督促相关责任人妥善处理
善后事项，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当事人的损失。
此外，我局和上海局分别给予存在弄虚作假行为
的北京中恒高博、上海市伯瑞杰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警告处罚。

三是创新监管工作思路，建立跨部门协作机
制。针对行业监管面临的新形势，出现的新情况，
我局与相关部门积极沟通，争取支持，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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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与公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之间的跨部门
协作机制。在案件查处过程中，发现涉嫌刑事犯
罪的，及时移送公安部门侦查；发现“黑代理”
等违法经营活动的证据后，及时移送工商部门查
处。广东局在全省统一部署下，联合相关部门，
对于严重扰乱专利代理市场秩序的“黑中介”依
法进行查处做得非常好。各地方局要积极主动寻
求与当地工商等部门的合作，共同开展打击黑代
理专项行动，并争取形成长效机制。

四是加快信息化建设，管理模式跃上新台阶。
２０１２年９月，专利代理管理系统正式上线运行。
这一系统是知识产权系统政务信息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深远影响在于以科技手段推动专利代理
管理工作模式创新，决策机制创新，从根本上提
高行政效率。专利代理管理系统以统一门户网站、
统一应用平台、统一身份识别体系为标志，实现
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和互联互通。在系统开发建
设期间，北京局提供了大量宝贵经验，北京、广
东、江苏局、代理人协会和多家专利代理机构以
高度的工作热情参与了用户需求统计分析和系统
全流程测试。系统的顺利上线，使全国专利代理
管理工作迈入了电子化时代。

（三）完善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制度，助推
行业发展

一是扩大符合报考条件人员范围，考试影响
力进一步扩大。２０１２年，为满足高学历、高素质
年轻人早日进入专利代理行业的迫切愿望，我局
进一步细化解释考试制度相关规定，扩大报名范
围，首次允许符合条件的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
报考。２０１２年考试报名人数和增长率再创历史新
高，共有１６７８０人报名，同比增长２１％ 。全国专
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拥有硕士、
博士学位的考生同比分别增长４２％和３８％ ，今年
首次有西藏考生报名参加考试。全国考点城市增

加至２０个，新设考点的广西、贵州和天津的报名
人数较上年增长了两倍以上。

二是考试对台湾居民开放，加深两岸人才交
流。２０１１年，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首次对台
湾居民开放，这是两岸知识产权领域合作的实质
性突破。今年２月份，田力普局长和福建省人民
政府领导为１７名考试合格的台湾居民颁发了专利
代理人资格证书。两岸专利代理人才队伍基础扩
大，将为两岸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提供更为全面
的服务。

（四）专利代理人才培养力度加大
一是专利代理人实务技能培训工作有序推进。

２０１１年，为显著提高专利代理人的实务技能，提
升行业服务能力，我局启动了专利代理人实务技
能培训工作（以下简称“实务培训”）。目前，已
有近千名专利代理人参加了实务培训，培训效果
得到好评。在我局统一部署下，北京开展了实务
培训试点工作，取得了大量宝贵经验。代理人协
会承担了培训教材的编撰工作，在实务培训的沟
通、交流和协调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广东、江苏
有序跟进，扩大了实务培训实施范围。为提升专
利代理机构服务能力，在黑龙江、辽宁、宁夏、
贵州、陕西和山西等１７个省局配合下，我局组织
了３０期代理机构业务能力促进培训。

二是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高端人才培养取
得初步进展。各级知识产权局和代理人协会发挥
自身优势，聚集各方面资源，积极探索建立人才
培养新模式，初步形成了培训时间上长短结合，
内容上各有侧重，考前培训、上岗培训、执业培
训、院校教育优势互补的人才培养新局面。２０１１
年，江苏省首次举办为期３个月全脱产的考前培
训班，学员考试通过率达到３７％ ，效果显著。今
年，江苏局继续举办中长期考前培训班，在选拔
培训生源、优化培训内容、加强师资调配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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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足工夫。
为探索政府、企业、高校联合开展专利代理

实务人才学历教育的新途径，我局积极鼓励、支
持和引导同济大学等院校先行先试。北京局依托
北京大学优质教育资源，在专利代理人才培养、
社会实践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我局在南京工
业大学设立全国首个专利代理人教学研究中心，
迈出了专利代理人才专业化培养的可喜一步。

（五）专利代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进一
步增强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全国知识产权系
统的共识。北京、山东、浙江、广东、辽宁、黑
龙江、吉林、四川、重庆、云南等省（市）以知
识产权托管、对接为平台，采取选派优秀专利代
理人作为知识产权顾问、知识产权特派员，召开
对接会议等方式，支持专利代理机构积极拓展服
务领域，参与专利信息、质押融资、企业知识产
权试点示范创建等工作。江苏大力开展知识产权
服务业集聚区试点建设，建立了全国首个集聚发
展实验区。福建、新疆积极引导专利代理机构参
与企业专利申请“清零”行动。广西开展全民发
明创造活动，支持扩大专利代理队伍规模、培育
代理机构，力求尽快提升行业服务能力。

（六）专利代理行业宣传工作取得实效
全国知识产权系统坚持“重大活动造声势，

日常宣传树形象”的工作方式，加大专利代理行
业宣传力度。在中国专利周期间，各部门单位以
专刊、专题讲座等形式，宣传专利代理行业和专
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制度。河南、河北、江苏、江
西、天津、陕西、福建等省（市）深入高校、企
业、科研单位进行宣传。北京每年编制专利代理
年报，客观展示当地专利代理行业年度发展动态。

２０１２年８月，中国知识产权报社积极履行媒
体社会责任，为树立专利代理行业正风正气和优

秀服务榜样，深入调研、精心组织，首次启动
“年度优秀专利代理机构、优秀专利代理人”评
选活动。评选活动程序透明公开，标准客观公正，
在行业内取得积极反响。

通过以上六个方面可以看出，全国专利代理
管理工作积极适应形势变化，成效突出。这些成
绩的取得得益于专利代理管理一线同志们的辛勤
工作，得益于各知识产权局、代理人协会的共同
努力，得益于有关单位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
我谨代表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同志们的辛勤劳动表
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专利代理行
业建设的任务仍然很重：各层次的人才缺口较大，
服务能力与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突出，诚信建设
亟待加强，主动服务的意识不够，创新工作模式
的能力不强。以行业服务能力与服务需求之间的
矛盾为例，２０１１ 年，我局受理三种专利申请
１６３ ３万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５２ ６万件，同比
增长３４ ５％ 。而同期专利代理人人数仅增长
１２％ 。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并且越来越大，远
远跟不上专利申请的增长量，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来缩小差距。在专利申请代理业务方面，全国平
均每名专利代理人的潜在工作负荷为２００件，最
多的省份达到了１０００件。同时，近年来的专利代
理率却在持续下降，也客观反映了服务能力不足
的现状。在中西部多数省份，６０岁以上的专利代
理人占到了很大比例。在传统服务需求更加旺盛
的同时，重大经济科技活动知识产权评议、专利
预警分析、专利信息应用、企业专利战略制定、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等新型服务需求不断涌现，行
业服务能力与服务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科学谋划、合力攻坚，
实现行业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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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发展形势分析及要关注的两个重要
关系

在新形势下做好专利代理管理工作，促进专
利代理行业高质量地快速发展，必须对行业发展
新形势作出准确判断，关注好行业发展过程中的
两个重要关系。

（一）行业发展形势的三个基本判断
第一，“十二五”期间，是专利代理行业发

展的关键时期。目前，我们不仅要为未来五年的
行业发展统筹谋划，更要为２０２０年乃至更长远的
行业发展布局奠基。根据国务院加快发展现代服
务业的要求，到２０２０年，要基本实现经济结构向
以服务经济为主的方向转变，总体发展水平基本
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相适应。专利代理行
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否围绕经
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开展工作，能否为培育战略
性新兴产业提供优质服务，能否为企业实施“走
出去”战略保驾护航，直接关系着国家２０２０年加
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目标的实现。过去一年，专利
代理行业发展成绩显著，实现了“十二五”良好
开局。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一方面，经济发
展方式转型升级提出的时代要求，要求我们及时
深刻回应，提前做好更长远的思考和规划。另一
方面，重大经济科技活动知识产权评议、专利预
警分析、应对国际专利纠纷的现实需求，要求我
们积极行动起来，快速拓展服务范围，显著提升
服务能力。任何犹豫不决、行动迟缓都会痛失行
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 “十二五”时期，正
是行业从按部就班、平稳发展，转变为谋划长远、
跨越发展的关键期，既要踏实工作，夯实发展基
础，更要谋划长远，加强顶层设计，规划好２０２０
年乃至更长远的奋斗目标，做好这些工作，不容
我们一丝一毫懈怠。

第二， “十二五”期间，专利代理行业发展

已经进入到攻坚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
入“调结构、转方式”的攻坚时期，专利代理行
业扩大规模、提升服务能力、加强诚信建设也进
入了攻坚时期。新形势下，过去管用、能用、好
用的行业发展理念、模式、方法，以后恐怕不能
再简单地套用了，必须要有新的理念、模式和方
法。但是要从熟悉了、习惯了、做顺手了的发展
方式转变到新形势下科学发展方式上来，不是一
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行业发展中简单的、单一的、
知识产权系统内能够独立推动解决的问题，我们
已经解决了许多，但是复杂的、深层次的、需要
争取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推动的问题，
并未在根本上得到解决。在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整
体环境不断优化，知识产权各项工作突飞猛进的
大环境下，专利代理服务能力不足已经成为知识
产权工作的短板，这些问题已经到了“绕不开”、
“躲不过”、非解决不可的时候，这也正是今后我
们要攻坚并突破的地方。如果解决好这些难题，
行业发展的前景就能豁然开朗。我们必须勇往直
前，没有退路。

第三，今后一个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我
们正处于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从外
部环境看，金融危机改变了全球经济发展态势，
知识产权国际化趋势继续加快，保护标准持续提
高，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从国内环境
看，一方面，随着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深入实施，
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不断提速，国内创新活动日益
活跃，国家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事
业发展的基础更牢、环境更好。另一方面，专利
申请量的快速增长，新类型服务需求的快速涌现，
在为专利代理行业发展创造了更高的创新平台、
释放了更广阔发展空间的同时，也提出了严峻挑
战。此外，现在很多大型包括一些中型企业，在
全方位地培养提升企业内部的技术创新服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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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件好事，同时，也需要引起我们的思考和重
视。这说明我们培养专利代理人才的工作滞后了，
不能很好地响应社会需求，企业不得不自己来建
设队伍。此外，国外专利代理行业一直想进入到
我国国内市场来参与竞争，如果我们不从能力、
水平、质量上提前做好准备，就会陷入被动。因
此，今天的战略机遇期与五年前、十年前相比，
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好中有忧，要有强烈忧患意
识；危中有机，必须因需而动，乘势而上。如果
不能紧紧抓住，机遇将稍纵即逝，甚至化为风险。

（二）行业发展要关注的两个重要关系
一是行业发展与服务国家大局之间的关系。

专利代理行业发展，必须增强大局意识，以国家
利益为重。要克服孤立看待行业发展的狭隘视角，
牢固树立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意识。要
深刻领会中央的指示精神，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形势新要求。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中确
定行业发展的方向，在国家加快高技术服务业发
展机遇中明确行业发展的目标，在国家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重大决策中找准行业发展的路径。
脱离国家大局空谈行业发展，行业发展就会成为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是说，只有在工作中处
理好行业发展与国家整体发展的关系，处理好短期
与长期的利益关系，才能保证行业的健康发展。

二是行业发展质量、速度与力度之间的关系。
专利代理行业要实现高质量的快速发展，需要坚
持“又好又快，好字当先，加大力度”的原则。
专利代理行业的发展，是有质量的发展，是在确
保基本质量前提下具有一定速度的发展，质量、
速度要并驾齐驱。这个质量具有双重含义，一方
面是专利代理人具有基本的素质，另一方面是专
利代理行业本身的发展是健康的。目前，专利代
理人数量严重不足，只有行业发展速度快于需求
增长速度，才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缩小供需矛

盾差距。但是，在行业整体诚信水平有待提高的
情况下，单纯追求发展速度，会使行业发展误入
歧途。此外，不论是行业发展质量，还是发展速
度，都离不开强大的工作推动力。推动力的大小，
既取决于政策措施是否积极有效，也取决于人、
财、物等保障条件是否落实到位。只有加大推动
力，行业发展的质量、速度才能落到实处。

三、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推动专利代理行
业又好又快发展

新形势下，要做好专利代理管理工作，就要
在做好调研脚踏实地上下工夫，在行业发展关键
问题预研上花力气，在行业发展规划上认真思考，
在行政监管上关口前移，在拓展服务范围上积极
搭建平台，在梯次化人才队伍建设上凝聚力量，
要出新招，出真招，出实招，推动专利代理行业
又好又快发展。

（一）适应新形势下加强专利代理管理工作
的需要，全面提高专利管理工作水平

第一，专利代理管理工作要加强日常动态监
管，强化行政审批绩效管理。从事专利代理管理
工作的人员要相对固定，做到“事有人管，责有
人负”。接地气才能有灵气，各地每年要坚持做
到“三个一”，即：召开一次专利代理管理工作
会议；到专利代理机构做一次调研；切实解决行
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第二，要继续扩大专
利代理行业促进工程的实施规模，丰富工作内容，
以项目实施为龙头，以规范化、标准化为重点，
探索行业发展路径，引导与促进并重，实现国家、
地方联动，推动当地行业发展。今年已经纳入促
进专利代理行业加快发展试点地区的省份要落实
好试点方案的要求，及时总结试点工作经验，有
序推进试点工作。第三，要确保专利代理管理系
统顺利运行和完善。专利代理管理系统不是现行
工作流程的简单电子化，而是信息化条件下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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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再造、重组和优化。今年的年检工作要在专利
代理管理系统上进行。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把
年检工作做好。这对于系统是一个考验，对于各
部门单位之间的协调配合也是一个考验。领导干
部要熟悉系统运用，通过领导带头，层层推动，
确保专利代理管理工作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

（二）以人才培养为突破口，大力加强专利
代理人才队伍建设

专利代理行业要发展，要做的事千头万绪，
突破口在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要加快制定全国
专利代理人才培养规划，统筹协调，分类指导，
做好高端人才、实务人才、基础人才等各类专利
代理人才培养。国家局作为全国专利代理行业的
主管部门，在专利代理人才培养方面要统一领导，
统一规划，统一部署。同时，各地方局要做好本
辖区内的专利代理人才培养工作。第一，要把专
利代理人才培养纳入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总体
规划。要继续加大专利代理人才培养工作的财政
支持力度，敢于在人才培养上投入真金白银，将
培训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逐年增加。第二，
要有序推进专利代理人实务技能培训工作，依托
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等单位建立区域培训中心，
辐射周边，吸引周边省市的专利代理人参加培训
实务技能培训，确保完成“十二五”期间的专利
代理人全员轮训工作任务。第三，要启动高端人
才培养工作。有条件的省局至少联系一家高校，
探索建立政府、行业、企业、高校联合培养高端
专利代理人才的新模式，实现专利代理人学历教
育的突破。要千方百计为高端人才提供参与各种
形式知识产权服务工作的实践机会，在实战中提
升他们的服务水平。要借鉴国家局现有的高端人
才培养模式，形成本地的专利代理高端人才库。
第四，各种资源要向青年专利代理人和中西部地
区专利代理人倾斜。制定青年专利代理人培养计

划，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专利代理人成长的支持力
度，鼓励他们为当地行业发展作贡献。

（三）着眼专利代理行业发展的基础保障，
大力加强专利代理行业规范化建设

专利代理行业要走规范化发展的道路，这是
保障行业健康发展的要求。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推动规范化建设，标准制定要先行，诚信建设要
加强。第一，各局要因地制宜，探索和制定专利
代理行业服务标准，以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推动
行业规范化建设，引导专利代理机构做大做强、
做出特色。要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做到“不越
位，不缺位”，以作风建设带动诚信建设。第二，
各局要把指导、监督专利代理机构规范运行、诚
信执业作为推动行业规范化建设的重要工作来抓。
要进一步完善失信惩戒机制，对于违法违规者要
依法给予惩戒。第三，代理人协会要强化自律职
能，不断丰富和创新行业自律手段，探索建立信
用评价制度，明确服务质量标准。要从国家利益
的高度出发，维护行业自律规范的严肃性。要加
强执业保障，推进执业保险制度建设。

（四）谋划长远，营造环境，积极主动促进
专利代理行业加快发展

加快专利代理行业发展，做好专利代理管理
工作，是全国知识产权系统重要的工作职责。要
不回避难点，抓住重点，发挥优势，补足短板，
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实现行业建设再上新台阶。第
一，要加强顶层设计，谋划长远，做好行业发展
规划，明确当地行业发展的模式、目标和任务。
国家局要有国家层面的目标任务，各地区也要根
据实际谋划好自己的目标任务。５年期的行业发
展规划，现在就要着手制定。１０年期的行业发展
规划，要提前思考，开展预研。各省局要抓住难
得的发展机遇，履行职责，主动引导，推动行业
由自我发展，转变为规范发展。第二，要用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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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中央、地方已经出台的促进行业发展的政策资
源，积极出台新的配套政策措施，大力营造有利
于加快行业发展的政策环境。要在形成国家、地
方上下配合、左右衔接、共同推进的工作模式上
下大工夫，凝聚各方力量，打出促进行业加快发
展的组合拳。第三，要为加快行业发展搭建综合
性平台。平台就是行业发展的舞台和擂台。要充
分发挥平台在服务与需求之间的沟通、交流、对
接和展示功能，汇聚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企
业知识产权托管、重大经济科技活动评议和地方
重点项目认领等资源和信息，引导行业拓展服务
范围，扩大影响，提升服务能力。

在讲话结束前，我提两点要求：一是在今天

下午的会上，大家要充分开展讨论，在现有法律
法规框架下，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围绕前面提
到的问题，打破条条框框，出点新招。凡是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能够解决行业发展问题的，
国家局都将大力支持。另一个就是会议结束后，
大家要落实好会议精神，尤其是地方局要真正地
重视专利代理工作，将会议精神落到实处，要由
分管局领导甚至一把手亲自来抓。

同志们！专利代理行业发展正处于关键期、
攻坚期和战略机遇期，使命光荣，前景广阔，大
有作为。让我们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努力推动
专利代理行业又好又快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高举十八大旗帜 　 加强党的领导
开创知识产权人才工作新局面

———甘绍宁副局长在全国知识产权人才工作交流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１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福州召开全国知识产权人才工作

交流会，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
神，总结交流一年来全国知识产权系统人才工作
取得的成绩，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当前面临的形势
及挑战，研究提出新的思路和对策，进一步明确
工作重点，对２０１３年人才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刚
才，会议对全国知识产权人才工作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进行了表扬，借此机会，我代表国家知识
产权局，向受到表扬的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的祝

贺！向奋斗在知识产权人才工作战线上的同志们
表示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

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
八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
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
协同创新；要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实施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把全社会智慧和
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要尊重劳动、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推动我国由人才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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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人才强国。十八大报告把人才工作作为党的
建设的八项主要任务之一进行单列，提出要求坚
持党管人才原则，加快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
局，加快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对
人才工作赋予了新内涵，提出了新要求，进行了
新部署。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既要把握十八
大精神的实质，深刻领会内涵，也要把学习贯彻
十八大精神与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用十八大精神指引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的前进方向。

下面，我就２０１２年知识产权人才工作和２０１３
年工作部署讲几点意见。

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２０１２年全国知识
产权人才工作取得新进展

２０１２年，全国知识产权系统坚持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和人才观，围绕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和专
利战略，努力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优化人才
培养环境，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知识产权人
才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一）创新管理，完善知识产权人才工作体
制机制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管人才工作的意见》。《意见》
对健全党管人才工作格局、完善党管人才工作体
制机制、创新党管人才方式方法、加强党管人才
保障措施等提出了明确要求。为贯彻落实好《意
见》的重要精神，我局及时起草制定了《国家知识
产权局党组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管人才工
作意见〉的实施方案》，强调了党组在知识产权人
才工作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将成立国家知识产权局
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由力普同志担任组长，我担任
副组长。实施方案将于近期向全国印发。

２０１２年， 《知识产权人才“十二五”规划》
落实工作以服务知识产权事业科学发展作为基本
立足点，按照任务分工方案的要求，精心组织，

狠抓落实，取得了显著进展。在２０１１年发布人才
“三大工程”和计划实施方案的基础上，今年，
我局又制定出台了《专利审查人才能力提升计划
实施方案》、《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人才开发计划
实施方案》、《高水平知识产权师资人才推进计划
实施方案》和《知识产权服务业人才支撑计划实
施方案》。至此，“三大工程”和“六大计划”的
实施方案全部出台，建立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政策
体系框架。

同时，２０１２年实施《知识产权人才“十二
五”规划》工作成效显著，目前，全国基本形成
了以领军人才、百名高层次人才、千名骨干人才
和万名专业人才为纵向４个层级，以行政管理和
执法、专利审查、服务业、企业、高校及科研院
所知识产权人才为横向５个类别的梯次合理、门
类齐全的知识产权人才队伍体系，已经形成了一
支６万多人的知识产权专业人才队伍，其中包括
专利审查人才７０００余人，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执
法人才１万多人，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人才４万
余人，执业专利代理人８０００余人，为推动知识产
权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二）注重实效，实施人才工程计划取得新
进展

今年以来，知识产权人才工程计划聚焦实效，
强化基础，取得了丰硕成果。知识产权人才结构
更加合理，人才培养方式和内容更丰富、人才培
养机制逐步完善，良好的知识产权人才发展氛围
逐步形成。

１ 百千万知识产权人才工程稳步推进
自２００７年以来，共开展了３次百名高层次人

才培养人选推荐选拔工作，来自全国各领域的
２８３人入选。２０１２年，国家局共选派３０余名培养
人选赴国内外知名高校和培训机构学习。截至目
前，共有约１３０余名培养人选参加了国内外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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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２ 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建设工程成效显著
自２００９年建立首家培训基地以来，目前国家

局共批复设立培训基地１７家，基本形成了区域布
局合理、品牌特色鲜明、影响辐射全国的培训基
地体系。为进一步加强管理，发布了《国家知识
产权培训基地考核评估办法（试行）》，并组织召
开了第三次全国培训基地研讨班。

各培训基地批复成立以来，逐步建章立制，
规范并完善培训基地管理机制；着力创新培训方
式，扎实开展知识产权教育培训；注重更新理念，
积极探索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新思路；大力开展对
外交流与合作，构建开放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新
格局；主动服务社会，扩大并强化培训基地服务
功能，为促进地区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和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和保障，取得了显著
成效。重庆基地积极对外开展合作，举办了发展
中国家知识产权培训班；黑龙江、江苏（江苏大
学）、四川、河南基地建设加强组织领导，校领
导亲自挂帅担任培训基地领导小组组长；河南基
地成立了学术委员会，邀请著名专家为基地人才
队伍建设提供指导；上海基地充分发挥地域优势，
积极开展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举办了“中意
知识产权高层次培训班”等国际培训班；广东基地
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国际交流活动，以论坛、讲座形
式邀请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政治及经济领事等就知
识产权热点问题展开研讨；湖南基地利用网络教育
资源推广知识产权远程教育，并建立湖南省知识产
权专家咨询数据库，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咨
询。各培训基地特色鲜明，亮点突出，在打造特色
知识产权培训体系上取得了重要突破。

３ 知识产权人才信息化工程全面展开
为进一步加快知识产权人才体系建设，加强

人才信息交流，根据《国家知识产权人才库与人

才信息网络平台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积极开
展了人才信息化工作。近期将在国家局政府网站
上建立国家知识产权人才信息网络平台，适时向
社会开放。平台的建成将有利于统筹规划各类人
才的使用和管理，形成有效的知识产权人才工作
统筹协调机制和人才信息共享机制，建立政府部
门和社会共同推动、良性发展的人才管理和使用
工作格局。同时，为充分利用专家智囊优势，进
一步发挥专家作用，近期将印制国家知识产权专
家库专家名册。

４ 领军人才等知识产权人才六大计划顺利
实施

实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计划”，开展了知
识产权领军人才推荐选拔工作，成立了知识产权
领军人才评审委员会，近期将在全国范围内选拔
出８０名左右知识产权相关领域的领军人才，年底
前公布首批领军人才名单。在“企事业单位知识
产权人才开发计划”方面，重点抓好企事业单位
知识产权高层次人才培训工作，举办“全国企事
业知识产权高层次人才培训班”、“中西部企事业
知识产权人才高级培训班”等培训项目，培训了
全国１８０余家企事业单位的专业人员。推进实施
“知识产权服务业人才支撑计划”，加大专利代理
人才培养力度，全面推进专利代理人实务技能培
训工作。年初，组织召开了２０１２年专利代理人实
务技能培训工作会议，开展了２００多人次实务培
训教学研讨活动。北京、广东、江苏已完成８００
多名专利代理人的实务培训工作。同时大力推进
实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执法、专利审查和知识
产权师资人才培养计划。

（三）夯实基础，知识产权人才培训工作取
得新成效

１ 大力开展全国知识产权人才培训
根据《２０１２年全国知识产权人才工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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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全国知识产权培训计划》的有关要求，
全国知识产权系统继续以党政领导干部、企事业
单位人员、知识产权服务业人员为重点，广泛深
入地开展知识产权培训工作，共举办各类培训班
５０００余期，培训人次达５０多万，产生了良好的
社会效应。２０１２年，国家局共委托各地方知识产
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举办各类培训班５９
期，投入培训专项资金６４７万，有力推动了全国
知识产权人才培训工作。

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与各有关部委、地方
知识产权局、企事业单位、高校和科研机构、国
外教育培训机构也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２０１２
年１ ～ １０月，培训中心远程教学开设教学分站１１
个，目前，全国累计开设分站３６个。分站的设立
有力推动了知识产权培训工作的开展。２０１２年
１ ～ １０月，共举办培训班８０余期，培训人员１２ ５
万人次，其中面授培训７０００人次，远程教育培训
１１ ８万人次。

２ 加强领导干部能力建设培训
今年，举办了全国知识产权局局长高级研修

班、全国知识产权局局长专题研究班等面向地方
局领导干部培训班，培训１６０余人次。同时，开
展了多种形式的处级领导干部培训工作，如处级
领导干部任职培训班、处长成长论坛等，共有
１００多人次接受培训。

积极拓展干部培养锻炼渠道，开展干部挂职
交流工作。今年以来，已有４８人到有关部委、地
方知识产权局和地方政府部门、地方法院等开展
挂职交流，中央三部委安排来我局挂职人员２人，
地方知识产权局有９人到国家局机关挂职、１８人
到专利局挂职、５人到复审委挂职，我局有６７人
在局内挂职交流。通过挂职交流，培养锻炼了干
部，也加强了国家局、地方局与各级地方政府间
的沟通与协调。

３ 联合各部委开展知识产权人才培训
加大与各部委联合开展知识产权培训的力度，

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开展专业技术人才知
识产权培训，举办高级研修班３期，培训专业技
术研发人员约１８０余人。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开
展工业信息化知识产权保护培训班，培训企业知
识产权管理人员约１００人。将联合教育部开展全
国高校知识产权师资培训班，培训各高校从事知
识产权教学教师约１２０人。这些培训项目的实施
加强了各类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促进了国家
局与有关部委在知识产权人才领域的深度合作，
扩大了知识产权工作的影响。

４ 与国外合作培养高层次知识产权人才
今年共选派包括地方局在内的５０余人次分赴

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进行中长期
学习进修，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人
才。与美国卡多佐法学院隆重举行成功合作５周
年庆典。与美国天普大学法学院和国家外专局座
谈，商讨继续加强人才培养合作。同时与美国马
歇尔法学院、德国马普研究所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等教学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５ 开展知识产权教材建设工作
知识产权教材是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的基础，

是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和教学的重要工具，是保证
培训质量的基本保证，同时也是知识产权事业发
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为加强知识产权教材建
设工作，国家局制定了《知识产权教材建设工作
实施方案（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年）》，围绕企业知识产权
实践、知识产权服务实务技能等内容，组织编写
一系列具有权威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的精品教材，
完善补充已有知识产权教材体系。今年启动了８
本知识产权教材编写工作，预计年底前完成《知
识产权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专利文献与信息
检索》２本教材的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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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务发展，地方知识产权人才工作再
上新台阶

今年以来，各地方知识产权局根据知识产权
人才工作的统一部署，围绕促进知识产权事业发
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中心工作，按照加强知识
产权人才培养和加强知识产权知识普及培训两条
主线，依托优势资源，加大投入力度，极大地推
动了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工作，为推动知识产权事
业快速发展提供了人才保证。各地的知识产权人
才工作开展得各具特色。主要表现在：

１ 加强政策引导，建立健全制度保障
做好知识产权人才工作，首先要加强宏观管

理、树立政策导向，同时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
予以保障。多个地方知识产权局制定和完善了一
系列政策措施，指导本地区知识产权人才工作
开展。

一是大力推进党管人才工作。北京局去年调
整了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党组统一领导，
人事部门牵头总抓，各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
配合的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四川局党组把“专利
专业人才培养”作为知识产权年度推进计划的重
要专项，始终坚持“一把手”负总责，始终坚持
一名领导主抓，始终坚持任何时候有人具体管，
形成了常抓不懈的工作格局。

二是在省级知识产权发展规划中强化知识产
权人才工作。山东省在今年印发的《山东省知识
产权战略纲要》中强调，要加强知识产权人才队
伍建设，并把建立激励自主创新的人才考评制度、
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人才专业技术评价体系等作
为一项重要内容。广东省委、省政府今年出台的
《关于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省的决定》中将“建
设知识产权服务和管理专业队伍”作为重点任务
之一作出周密部署。此外，云南、北京、广东等
知识产权局还充分利用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或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的相
关职能，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联系，为知识产权人
才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三是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人才配套制度。各地
积极探索，推动建立知识产权专业技术资格新模
式。江西局积极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沟通，
今年３月联合发布了《江西省专利管理专业技术
资格评价办法》，正式启动省内专利工程师职称
评定工作。广东局继续推进知识产权专业人才技
术职称评价试点工作。四川省经省人大常委会审
议通过了新的《四川省专利保护条例》，以法规
条文形式对人才评定和奖励作出明确规定。甘肃
省修订《甘肃省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宣传培训工作
的意见》，从目标管理上建立长效机制，把人才
培训工作作为各市州年终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

２ 全面推动知识产权人才工程实施
《知识产权人才“十二五”规划》制定了

“三大工程”和“六大计划”的主要措施，对这
些重大任务，各省（区、市）知识产权局都积极
制定实施计划，落实到位。

一是整合培训资源，建立人才培训基地。湖
南局加快“两院一基地”建设步伐，今年在湘潭
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成立了“湖南省专利分析与评
估中心”，为产业和企业知识产权风险分析预警
等提供服务。黑龙江局与东北林业大学联合调研，
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共同采取多种措施推动黑龙
江培训基地建设。江苏局在建立培训基地的基础
上，今年又获批在南京工业大学成立了全国首家
专利代理人教学研究中心。同时，各地还积极开
展省内基地建设工作。广东局联合省教育厅在全
省范围内认定了首批省级知识产权培训基地６家，
并从资金、项目等方面给予支持，为地方打造知
识产权人才培养新平台。河北局分别与河北科技
大学、石家庄学院、河北农业大学联合，建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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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知识产权培训基地。甘肃局先后与省属四所
高校达成长期合作协议，设立甘肃省知识产权培
训中心和甘肃省知识产权研究所。

二是整合地区人才信息资源，做好知识产权
人才库建设。北京局今年下半年启动了北京市百
名高层次知识产权人才（专家）评选工作，努力
打造北京市知识产权高层次人才（专家）库汇集
优秀人才。内蒙古局整合知识产权人才资源，在
全区共评选出涵盖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与执法部门、
高校、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等多个部
门的１００余名专家，成立了内蒙古知识产权专家
委员会。重庆市建立知识产权代理服务专家库、
培训师资库、高层次人才库３个市级知识产权人
才库，将知识产权人才分门别类纳入其中。湖北
建立各类知识产权人才库，定期发布知识产权专
业人才信息，合理有序引导知识产权人才配置。

三是继续大力实施百千万知识产权人才工程，
注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河南局在省委组织部的
支持下，会同省科技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教育厅和财政厅５部门联合大力实施河南省百千
万知识产权人才工程，今年进行了第二批知识产
权高层次人才评选选拔。贵州局按照《贵州省
“十百千”知识产权人才培养规划（２００８ ～
２０２０）》要求，加快实施省“十百千知识产权人
才培养工程”。山东省提出组织实施“２２４５６”知
识产权人才培养工程。内蒙古局与国家“百千万
知识产权人才工程”计划对接，实施知识产权高
层次人才培养计划。

３ 积极开展各具特色的知识产权培训
一是开拓视野，广泛开展人才培训交流合作。

各地方知识产权局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与国
外教育机构及学术团体开展研讨交流。上海局举
办了“２０１２年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培训班”，来自９
个国家的２２ 名专利审查员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培

训，还举办了“全球知识产权及创新峰会”。浙
江局联合绍兴市政府组织举办中欧知识产权研讨
会，联合国家局和温州市政府举办了中美知识产
权保护研讨会，来自中美双方３００余位代表参会。
福建局举办了第五届“海峡两岸知识产权论坛”，
围绕知识产权助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两岸专
利制度最新进展等议题进行交流探讨，取得良好
成效。

多个地方知识产权局整合和利用国外培训资
源，组织高层次人才赴国外培训工作。江苏省近
两年先后组织了全省知识产权系统３４名中青年业
务骨干赴德国海德堡大学进行为期２１天的专业培
训。浙江省连续３年组织开展全省知识产权高层
次人才赴美国休斯敦大学参加为期３个月的专业
培训。福建省连续４年组织企业家赴台培训，今
年还与台湾工业总会签署《闽台知识产权保护交
流合作备忘录》，为今后进一步加强闽台合作开
展人才培训建立长效机制。湖南局有计划地选派
党政领导、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到发达
国家进行知识产权学习培训，仅最近３年就先后
派员参加境外进修培训２１８人次。

二是积极开展专利行政执法人员和知识产权
服务业人员培训。湖南局结合今年新发布的《湖
南省专利条例》的宣讲与贯彻落实，在各市州集
中开展专利执法业务培训，并获得湖南省编办批
复成立了湖南省专利行政执法队。贵州局适应专
利行政执法人员变动的情况，举办专利行政执法
人员资格培训班，１５１人参加培训并取得专利行
政执法资格。陕西局每年都举办专利行政执法培
训班，对全省１１个设区市的专利行政执法人员进
行系统业务培训，保证专利行政执法队伍的专业
性、延续性。天津局委托天津大学举办“公共管
理硕士（ＭＰＡ）知识产权研究生班”，首期班３０
名学员主要是来自市区两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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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代理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以及部分企业
集团的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多个地方知识产权局
开展了针对专利代理人的培训班，全面提升专利
代理人的业务能力。新疆局从机制入手，采取多
项措施促进专利代理人队伍建设，在全区组织开
展优秀专利代理机构和优秀专利代理人评选表彰
活动，极大调动了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人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是广泛开展针对企事业单位的知识产权培
训工作。河北、吉林、广西、宁夏、青海、海南
等省（区）关注地区重点产业和特色行业的发展
需要，积极开展培训工作。广西局举办全区企业
总裁专利工作研讨班，为２００余名企业高级管理
人员进行培训，强化企业领导者的知识产权战略
意识。海南局主要负责人先后多次深入高新技术
企业和专利优势企业走访，就专利管理制度建立、
企业自主创新与企业探讨，促进企业专利人才素
质的提高。江西局指导景德镇中国陶瓷知识产权
信息中心不断利用自身优势条件举办专题专利业
务培训和信息运用培训，面向全国陶瓷领域的企
业以及全省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四川局充
分利用省级以上工业园区组织开展实践基地培训，
分别在长虹、东汽、成都高新区建立审查员实践
基地或专利工作交流站，并依托实践基地开展培
训。陕西局坚持举办涉农知识产权培训，每年在
杨凌示范区举办涉农知识产权培训班，促进了涉
农企事业单位掌握和运用知识产权的能力和水平。

四是注重培训方式方法和内容体系的创新改
进。吉林等一些地方知识产权局采用远程教育平
台等培训方式，极大地克服了培训资源不足的缺
陷。浙江、云南等知识产权局大力开展相关课程
设置、教材编写等工作，为确保培训质量打下了
良好基础。还有些地方知识产权局积极探索专利
特派员、专利联络员等工作制度。重庆局遴选专

利特派员担任区县、园区、企业知识产权顾问，
参与专利申请、专利纠纷、无效案件代理，专利
侵权风险分析等工作，目前累计聘请约６０余位专
家作为专利特派员为其服务，大大提高了当地园
区、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水平。安徽局统
一安排组建企业专利联络员队伍工作，全省首批
企业专利联络员队伍已经建成并将分片进行轮训，
共有登记在册企业专利联络员２０３３人，涵盖全省
２０００多家科技型企业。福建局通过建立大型商场
专利联络员制度，培养流通领域的专利宣传员，
加大专利知识的宣传普及，有效建立专利违法行
为长效监督机制。

五是广泛开展普及培训，积极培养知识产权
后备人才。陕西局与省教育厅、共青团陕西省委
积极联系，在全省中小学开展知识产权教育试点
示范工作，注重加强中小学师资培养。天津局联
合市教委组织编写《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读本》，
免费发放各中小学，还举办天津市青少年科技辅
导员培训班。广东局组织开展“广东省中小学知
识产权教育示范学校”申报和认定工作，与省教
育厅、团省委、少工委联合认定１０所学校为省中
小学知识产权教育示范学校，并在第２７届“广东
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继续设立专利申请
奖，激励青少年创新活力。新疆局在大学生中组
织开展了“２０１２年度新疆优秀发明创造专利获得
者”评选和在全区中小学中开展了“知识产权创
意大赛”评选活动，并继续在全区２５所中小学推
进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示范工作。

４ 推动多部门多渠道开展人才培训
为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工作，各地

方知识产权局加强与相关部门及单位的沟通合作，
推动多部门多渠道开展人才培训，努力搭建多层
次、多元化、多渠道的培养架构。

一是构建多层级多联动的合作体系。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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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３ ＋ ２”模式，坚持与国家局联合培训、省
局自办培训班、与市州联合培训的“三级联动”
培训模式，形成知识产权人才培训工作合力。实
施培训目标管理制度和培训项目计划管理制度
“二项管理”制度，推动了全省知识产权培训工
作的广泛开展。黑龙江局开展知识产权进党校、
进机关、进高校、进院所和进企业“五进”活
动，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宣讲组、专利特派员、知
识产权志愿者队伍的作用，深入到企事业单位开
展专利挖掘、专利宣讲及培训工作，提供知识产
权咨询服务。

二是与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和地方党校合作，
加大对领导干部的知识产权培训力度。多个省
（区、市）知识产权局积极与组织人事部门和地
方党校加强联系，使知识产权课程走进党校，将
知识产权纳入领导干部培训内容。北京局与市委
组织部、市委党校进一步密切联系，除了将知识
产权课程纳入全市局处级领导干部调训主体班次，
还力争在党校定期设置知识产权专题班。宁夏局
将知识产权知识纳入国家工作人员法律与专业培
训规划，开展全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培训。云南
局与省级机关党校联合，把知识产权作为省级机
关干部轮训培训学习的一项内容。陕西局与省委
组织部、省人事厅、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联系
在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教学课程设置中安排了
专门的知识产权课程，使各级地方党委、政府领
导对知识产权工作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三是积极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开展合作。山
西局通过努力，在自然科学研究系列高中级职称
评审标准中大幅增加了专利有关的考核内容。辽
宁局先后与省农委、省中小企业厅等１０余个省直
部门联合举办培训班２０多期，培训１４００多人。
湖南局与省经信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共同
实施“新型工业化专利人才培养计划”，组织开

展专利工程师培训班，每年在大学开展专利工程
师培训，连续滚动４年，省经信委将此作为战略
性新兴产业人才培育项目予以支持。青海局进行
了引进代理机构、与西宁市中院签订执法合作协
议等诸多尝试来解决省内知识产权人才队伍缺口
问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提高各师市知识产权
人才培养力度，先后委托农一师、农二师、塔里
木大学、农垦科学院等举办各类知识产权培训班。

二、当前知识产权人才工作面临的形势和
要求

２０１２年是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促进知识
产权事业迈上新台阶的重要机遇期。随着知识产
权事业的蓬勃发展，知识产权人才的缺乏已经成
为制约事业发展的瓶颈。必须坚持立足国际国内
两个大局，科学判断我国知识产权工作新形势，
准确把握知识产权工作定位，全面推动知识产权
人才工作开创新局面。

（一）知识产权人才工作面临的总体形势
（略）
（二）顺应形势，推动知识产权人才事业科

学发展
新时期，全国人才工作迎来了难得的战略机

遇期，要顺应当前人才工作的新形势，明确目标，
强化重点，扎实系统地抓好各项人才工作，努力
实现知识产权人才事业的科学发展。

１ 在发展目标上，更加注重服务于知识产权
战略和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实施

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和专利战略是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全国知识产权系统的中心任务，事关知
识产权事业发展全局，事关知识产权事业服务经
济社会、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长远发展。知识产
权人才工作要坚持服务大局，完善人才发展机制，
统筹知识产权管理、服务等各类人才发展，打造
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能够有效支撑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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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战略和专利战略推进的人才队伍。
２ 在发展思路上，更加注重知识产权人才体

系建设
知识产权人才体系是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继续

发展的六大支撑体系之一。建设知识产权人才体
系，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是把我国建设成
为知识产权强国的一项战略性、基础性工作任务，
要充分认识知识产权人才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迫
切性，把知识产权人才体系建设工作做好做实。

３ 在发展内容上，更加注重知识产权人才结
构调整

推进人才结构调整是推动知识产权人才工作
持续协调发展的根本要求，是实现知识产权事业
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和保证。坚持人才结构优先
调整，就是要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
人才布局，使得人才资源在素质结构、产业结构、
区域结构和供给结构等方面进一步优化，尽快形
成与经济转型、知识产权发展相适应的科学人才
结构。

４ 在发展重点上，更加注重高层次和实务型
知识产权人才培养

在加强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工作中，既要注重
全面推进，又要强调重点突出。在推动人才工作
的发展中统筹考虑各个领域，通过各类知识产权
高层次人才和实务型人才队伍建设，带动全国知
识产权人才队伍取得新发展，使人才工作主动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人才在
自主创新和推动科学发展中的重大作用。

三、统筹规划，加强部署，扎实推进２０１３年
知识产权人才工作

２０１３年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
党管人才为原则，制定人才工作政策措施，不断
推进人才体制机制创新，以高层次和实务型人才
为重点，加大对各类知识产权急需紧缺人才培养

力度，推动全国知识产权人才工作向纵深发展。
（一）抓紧落实党管人才工作
党管人才是人才工作的重要原则。近期，中

央组织部发布了《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关于进一
步加强党管人才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组通字
［２０１２］３９号）。全国知识产权系统要紧紧围绕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及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总体目标，
积极推动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在
知识产权人才工作中加强党管人才领导体制机制，
要真正把党管人才工作摆在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的
突出位置，进一步加强对人才工作的领导，统筹
推进知识产权人才体系建设。

（二）加快实施《知识产权人才“十二五”
规划》

１ 大力实施知识产权重点人才工程
要按照力普局长在全国知识产权局局长会上

提出的建设知识产权六大支撑体系的要求，加强
知识产权人才体系建设。继续实施好“百千万知
识产权人才”工程，加强对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
执法、专利审查、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服务业
等领域百名、千名、万名专业人才的培养；继续
按照整体部署，选择２ ～ ３家条件合适的高校设立
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制定《关于加强国家知
识产权培训基地工作的意见》，充分发挥培训基
地的重要作用，推动培训基地的进一步发展；进
一步整合人才信息资源，提高国家知识产权人才
库人才的公共服务能力，实现开放、互动、高效、
安全的人才资源公共信息共享。

２ 大力实施知识产权重点人才培养计划
大力推动高层次人才引领计划、企事业单位

知识产权人才开发计划、知识产权服务业人才支
撑计划等知识产权重点人才培养计划实施。以领
军人才作为推动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的抓手，充分
发挥领军人才的引领示范作用，带动整个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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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才队伍的发展。同时着力加强行政部门、企
事业单位、服务业等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提高
其专业水平和能力，努力构建规模宏大、结构优
化、梯次合理、类别齐全的知识产权人才队伍体
系。要加强对地方政府、企业领导干部的知识产
权培训工作，争取与组织部门、党校、行政学院
等部门和教育机构开展合作，加大对领导干部的
培训力度。

３ 大力加强人才培养基础保障工作
要做好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的调查研究，加强

知识产权人才资源调查统计分析，深入基层了解
知识产权人才需求。要加强知识产权师资培养力
度，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实际
需要，加快培养一批懂得国际法律、诉讼以及企
业管理实务的高水平师资队伍。要加大知识产权
教材开发力度，不断完善政府推动与社会参与相
结合的教材开发机制，加强教材使用管理和检查
评估，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要不断加大
对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的投入，为人才培养工作提
供坚实的保障。

（三）对２０１３年全国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的几
点要求

全国知识产权系统要立足本地工作实际，以
加强党管人才为原则，加大人才工作的体制机制
创新，进一步推动人才工作政策和规划的制定，
加大人才工作投入力度，突出重点抓好知识产权
人才工作。

一是完善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管理体制机制，
加强人才政策和规划制定。要贯彻落实《关于加
强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的意见》，构建更加开放、
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管理体
制机制。２０１３年，全国各地方局都要明确知识产
权人才工作管理处室，明确人才工作任务目标。
要结合工作实际，把中央有关人才工作的重大政

策贯彻到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的实践之中，为人才
成长和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要以政策
创新带动人才体制机制创新，以规划制定谋划人
才制度发展路径，树立全局观念，紧紧抓住人才
工作中反映强烈、社会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研
究突破性的人才政策，制定科学性的人才规划。

二是加大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投入。知识产
权人才培养单靠政府财政投入已经无法满足旺盛
的社会需求。应在逐步加大人才培养投入的基础
上，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扶持和引导作用，推动
形成市场化、社会化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机制。
引导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加大人才培养投入，建立
健全以政府投入为导向、企事业单位投入为主体、
社会资助为补充的投入机制。要对知识产权人才
培养有突出成绩的单位进行表彰奖励，充分发挥
示范效应，鼓励和吸引社会各界、企事业单位、
个人参与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投入。要争取把人才
培养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根据知识产权人才
工作需要，对人才的评选、表彰、培训、课题研
究、教材开发等工作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同时，
要进一步加大对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的宣传力度，
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是突出重点开展知识产权人才培训。知识
产权人才培训要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着眼点，
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合理配置培训资源，整体
规划和推进知识产权人才工作。要把着力培养高
层次和实务型知识产权人才作为人才工作的突破
口，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知
识产权人才培训，继续加大对人才培训工作支持
力度，适当给予政策倾斜，促进区域知识产权人
才工作协调发展。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
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工作的若干意见》精
神，大力实施企业知识产权高端人才培养计划，
进一步推广专业服务机构为企业培养知识产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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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才的模式，为企业加强知识产权管理提供人
才保障，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要贯
彻落实国家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大力培
养知识产权急需紧缺人才，每年至少培训知识产
权急需紧缺人才４０００名。

知识产权人才工作必须坚持党管人才原则，
紧密围绕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实施国家知识产
权战略的需要，科学推进知识产权人才体系建设，
将社会急需的知识产权高层次人才和实务人才培
养作为人才工作的重要内容，明确国家、地方、
行业协会、单位等的职责和分工，按照每年知识

产权人才工作要点和培训计划，形成人才培养工
作合力，资源共享，形成全国知识产权人才工作
一盘棋的局面。

同志们，知识产权人才事关知识产权战略实
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大局，责任重大，使命
光荣。党的十八大为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指明
了方向，对人才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让我
们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求真务实，改
革创新，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人才工作力度，努力
开创知识产权人才工作新局面！

整合优势培训资源 　 搭建人才培养平台
全国知识产权培训基地工作迈上新台阶

———甘绍宁副局长在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研讨班上的讲话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３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举办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研讨

班，主要是总结交流一年来培训基地推进自身建
设、加快开展知识产权人才教育培训工作所取得
的成绩，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当前培训基地发展中
面临的形势和挑战，研究提出新的思路和对策，
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对“十二五”期间，尤其
是２０１３年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下面，我讲几点
意见。

一、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蓬勃发展
为加强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满足社会对知识

产权人才的需求，自２００９年１０月以来，我局适

应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和知识产权人才教育培训工
作发展新形势，充分利用高校优势培训资源培养
知识产权人才，陆续批复设立了１５家培训基地。
３年来，各培训基地把开展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作
为服务社会的重要内容，集中优质培训资源，结
合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需求，开展了大量培训活
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培训基地在
加强自身建设、科学发展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取得了积极进展。

（一）培训基地总体情况
１ 适应形势发展，知识产权培训基地应运而

生。在高校等教育培训机构建立国家知识产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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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基地，是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和《知识产权人才“十二五”规划》任务要求，
改革完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满足多层
次、多样化知识产权培训社会需求的重要举措。
高校人才多、研究力量强、国际交流广，是人才
培养的重要基地，在知识产权教育方面具有独特
优势，已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知识产权专业人才。
为充分利用高校的教育资源和人才优势，培养出
更多的社会急需紧缺的高层次和实务型知识产权
人才，经过调查研究，我局分批分期地选择了拥
有良好的知识产权教育培训基础、在当地乃至国
内知识产权界有影响力的高校建立了一批知识产
权培训基地。

２ 统筹规划，培训基地整体布局逐步形成。
２０１１年７月，我局发布了《知识产权培训基地建
设工程实施方案（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年）》，以“统筹规
划，合理布局，分类指导，突出特色，整合资源，
注重实效”为基本方针，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知识
产权局、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省（区、市）
知识产权局、培训基地所依托单位和培训基地的
职责任务，提出了在全国分阶段建立一批培训水
平较高、辐射能力较强的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
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一批省（区、市）知识产权
培训基地的战略目标。同时，针对培训基地自身
建设提出了逐步健全和完善培训基地运行机制，
提升知识产权在职教育培训能力，培养一支数量
充足、结构合理的知识产权人才队伍的具体要求。
目前，我局批复成立的１５家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
地分布在东部、西部、南部、北部和中部，基本
形成了区域布局合理、品牌特色鲜明、影响辐射
全国的培训基地体系。

３ 加强管理，培训基地规章制度日益完善。
为使培训基地工作有章可循，有制可依，２０１０年
１月，我局制定发布了《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

管理办法（试行）》，全面规范了培训基地规划、
审批、业务指导、运行管理等各方面工作。同时，
为完善培训基地管理制度体系，充分发挥考核评
估的激励和监督作用，２０１２年１月，我局发布了
《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考核评估办法（试行）》。
该办法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分别
以１年和３年为周期，从人才培养和培训效果、
教学和师资建设、基地硬件建设、学术研究、组
织管理和年度考核业绩共６个方面对培训基地工
作进行考核和评估。今年，将对试行的基地管理
办法进行修订和完善，同时正在起草制定《关于
加强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工作的意见》，进一
步促进培训基地开展工作。

４ 准确定位，培训基地开展多元培训。培训
基地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知识产权人才，开展知识
产权培训。各培训基地成立后，密切配合我局人
才培养和培训工作总体规划，承担专项培训任务。
３年来，我局共委托培训基地举办了面向党政领
导干部、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执法人员、企事业
知识产权人员、知识产权服务业人员和高层次知
识产权人才的培训班共近５０期，直接投入７００多
万元。培训内容涉及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国际保
护、专利经营实务、优势企业培训、代理人实务
培训等多方面。同时，通过与国外高校和培训机
构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建立企业实习基地等形式
建立并形成了国内外共同培养、理论实践双向培
养等多种模式的联合培养机制，取得了良好效果。

５ 搭建平台，促进培训基地相互交流。本次
研讨班是我们组织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培训基地研
讨班。为加强培训基地间的交流与联系，从２０１０
年起，我局每年都组织举办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
地研讨班（会），邀请培训基地所在省（区、市）
知识产权局和基地所在高校的负责人参加研讨，
交流经验，并共同探讨培训基地的建设和今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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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根据前两次研讨班（会）大家提出的建
议，确立了定期召开研讨班（会）等沟通机制，
搭建平台，以加强知识产权培训基地之间、其所
在省（区、市）知识产权局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为建立全国知识产权培训工作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互相支持、团结协作的工作格局奠定基础。

（二）各培训基地工作成效显著
经过几年的发展，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培

训基地建设总体上开局顺利、运行良好、社会欢
迎、效果明显。各培训基地逐步建章立制，规范
并完善培训基地管理机制；着力创新培训方式，
扎实开展知识产权教育培训；注重更新理念，积
极探索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新思路；大力开展对外
交流与合作，构建开放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新格
局；主动服务社会，扩大并强化培训基地服务功
能，为促进地区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有利的人才支撑和保障，取得了显著
成效。

１ 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管理机构和制
度。建设富有生机活力的培训基地，体制机制是
保障。各培训基地高度重视“顶层设计”，创新
思路、优化机制，发挥自身优势，建立健全组织
机构和管理制度。２０１１年底挂牌的黑龙江基地和
２０１２年批复的江苏（江苏大学）、四川、河南基
地建设工作伊始便得到了校领导的高度重视，亲
自挂帅担任培训基地领导小组组长，并迅速成立
了基地组织机构和办公室，推动基地建设有序开
展。湖南、湖北、山东、上海、福建、重庆等基
地，在原有领导小组、理事会等基础上加强建设，
进一步健全了机构，充实了人员，规范了管理。
研究制定了培训基地的发展战略和规划措施，规
范了培训计划制定、课程开发、考核评估等管理
办法。总体上来看，各基地在组织建设方面初具
规模，管理制度初步完善，为培训基地各项工作

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２ 整合资源，加强基地师资和设施建设。建

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全面提高知识产权培
训质量的关键，也是加快基地建设步伐的必然要
求。各培训基地充分发挥高校优势，在紧紧依靠
本校优秀师资基础上，整合各种资源，有力地推
进了培训基地的师资建设。新成立的河南基地成
立了学术委员会，邀请了吴汉东、张平等著名专
家为基地人才队伍建设提供指导。江苏（南京工
业大学、江苏大学）、四川、重庆、陕西、安徽、
黑龙江等基地积极整合校内知识产权师资队伍，
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打造资深教师团队。福
建、江苏（南京工业大学）、湖南等基地大力引
进国际师资、海归人才，邀请机关、企业、政法
系统、实务机构高管担任专、兼职教师。上海、
江苏（江苏大学）等基地建立了培训师资库，邀
请国外著名知识产权专家提供业务指导。目前各
培训基地基本构成了一支类别较全、结构合理、
相对稳定的专、兼职教师队伍，对提高人才培训
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同时，各培训基地
从自身发展需要出发，把基础设施建设放在优先
地位，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充分依托高校现有资
源，完善教学场所、多媒体设施、实验室、资料
室、学员宿舍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教学办公条
件。通过持续不断地投入和建设，各基地的基础
设施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为培训基地快速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３ 依托区域优势，打造精品培训项目。各培
训基地依托所在区域，以需求为导向，以质量为
中心，以创新为支撑，紧紧围绕“精”字抓好培
训项目建设，实现培训工作的品牌化、特色化、
价值化。如上海基地充分发挥地域优势，积极开
展高层次、国际化人才的培养，举办了“中意知
识产权高层次培训班”等国际培训班。江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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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工业大学）基地根据《江苏省专利代理人资格
考试培训“十二五”规划》，举办了专利代理人
考前培训班、专利代理人实务技能培训班，共培
训学员３５０余人。广东基地举办多期实务型人才
培训班，邀请台湾知识产权专家为广东省企事业
单位讲授知识产权管理和实务，培训形式新颖、
内容丰富且联系实际，解决了企业发展中遇到的
知识产权问题。福建基地借助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的办学平台，举办知识产权运营总裁培训班，聘
请国外著名专家授课，第一期３０余名学员已经顺
利结业。湖南培训基地依托湖南大学法学院开展
学历教育，培养硕士研究生８０余名、在职硕士
１６０余名，在读博士１７名。此外，湖北基地的全
国研究生知识产权暑期学校、江苏（江苏大学）
基地的企业知识产权培训、山东基地的知识产权
师资培训、安徽基地的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培训、
四川基地的人才培养理论研究、新疆基地的农业
特色林果业知识产权培训、黑龙江基地的知识产
权宣传活动等项目也都特色鲜明，亮点突出，在
打造特色知识产权培训体系上取得重要突破。

４ 加强国际合作，构建开放的知识产权人才
教育培训格局。加强国际合作对于培养优秀知识
产权人才，提高办学水平，提升培训基地的知名
度有着积极作用。一年来，各培训基地不断完善
“请进来、走出去”的交流方式，开展全方位知
识产权领域学术交流，拓宽师生的国际视野和学
术视野。如上海基地筹建了“同济国际知识产权
硕士班”，正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德国慕尼
黑知识产权中心及比利时自由大学建立合作联盟，
开展多层次国际化人才的培养与交流。广东基地
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国际交流活动，以论坛、讲座
形式邀请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政治及经济领事等
就知识产权热点问题展开研讨，同时定期在华南
理工大学举办“华南知识产权月谈”活动，吸引

大批知识产权从业人员参与。安徽基地通过举办
知识产权高峰论坛以及研讨活动，邀请捷克马塞
利克大学、美国柯赞律师事务所、欧专局等国外
知识产权界的专家学者到基地考察讲学。福建基
地今年４月举办了全球知识产权高峰论坛，有
１００余名国内外企业界、中介服务机构的高层代
表出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湖南、山东等
基地与美国、英国、马来西亚等多所高校签订合
作协议，联合开展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学术交流
和研究等方面工作。湖北、重庆基地扎实推进国
际化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与美国、日本等国的学
术机构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选派教师进修学习，提高专职教师水平。

５ 广泛开展社会服务，扩大基地影响和辐射
作用。社会服务工作是扩大基地影响、树立基地
良好形象的一个重要窗口。各培训基地把开展社
会服务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注重理论研究成果向
实践层面的转化，通过多种形式为社会提供知识
产权服务。江苏（南京工业大学）基地构建适应
市场需求、具备自我发展能力的基地市场化运行
机制，主动面向市场开展知识产权技术服务，为
有需要的企业构建灵活式、可组合式的多元化知
识产权服务模块。湖南基地利用网络教育资源，
推广知识产权远程教育，并建立湖南省知识产权
专家咨询数据库，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咨询。
福建基地与国内外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合作，
研究前沿性或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知识产权课题，
提供对策建议、管理咨询等服务，充分发挥基地
的社会服务功能。江苏（江苏大学）基地建立了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培训平台，及时发布培训信息，
目前基地考核合格的企业内审员已帮助上百家企
业完成了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建设，在业界有了
良好口碑。陕西基地围绕专利战略、专利法修改
等工作，面向企事业单位、中介服务机构举办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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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宣讲会和专业技能培训。此外，江苏两家培训
基地还承担了我局知识产权教材的编写工作，上
海、山东、安徽、四川、重庆、河南等培训基地
纷纷开展了各类面向高校、企业等的知识产权普
及教育及相关课题研究，不断创新知识产权社会
服务和发展模式。

尽管培训基地建设和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多成
绩，但从整体上看，培训基地的发展仍处于起步
阶段，还存在许多制约培训基地进一步发展的因
素，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一是培训基
地发展不平衡，一些培训基地已经具备了很强的
培养人才、服务社会能力，也还有一些培训基地
发展相对滞后。二是培训基地的师资仍显不足，
跨学科、高素质的复合型知识产权人才还十分匮
乏。三是支持培训基地发展的信息沟通渠道不畅，
有关各方沟通联系不够。四是培训基地资金投入
仍然不足，软硬件设施都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培训基地工作的重
要性

（略）
三、下阶段知识产权培训基地建设发展的工

作思路
“十二五”时期是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

地的关键时期，我们要适应新形势，立足新起点，
抓住新机遇，努力实现培训基地的跨越式发展，
工作中要着重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统一思想认识，形成工作合力
各培训基地是我局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知

识产权战略纲要》中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时
间较短、积累较少，在管理、经验等方面都存在
许多不足，发展任务依旧任重而道远。各基地要
统一思想，高度重视，提高认识，把培训基地建
设工作放到事关知识产权人才工作全局的高度，
切实增强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要注重加

强与地方政府、依托单位等有关部门的沟通交流，
努力争取地方的政策倾斜，在人员、资金、后勤
保障等方面得到重点支持。各培训基地要在前一
阶段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坚定信心，上下联动，
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扎扎实实推进基地建设的
各项工作。

（二）完善规章制度，理顺体制机制
机制建设和制度建设是培训基地的基础性工

作，做好基地工作的根本途径在于建立一套符合
自身特点、科学管理的规章制度。各培训基地应
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将理顺
体制机制等相关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落实到
具体任务之中。要逐步建立有利于知识产权培训
基地发展的政策体系。各地知识产权局要加紧研
究制定促进和规范知识产权培训基地发展的政策
和办法，逐步明确各级各类培训基地的组织制度、
工作重点和发展模式，理顺各级管理部门与知识
产权培训基地的相互关系，形成定位清晰、扶持
到位、管理完善、服务满意的良好发展环境。

（三）加大扶持力度，发挥基地作用
我局将逐年加大对培训基地的扶持力度，会

同地方有关部门，建立稳定的资金和项目投入渠
道，在培训课程设置开发、师资培养、人员培训
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协助培训基地打造精品培
训项目。各地知识产权局在人才工作中要紧紧依
靠培训基地，对基地能够培训承担的工作，特别
是各类培训、软课题研究等工作，要优先委托培
训基地。对一些重大知识产权政策制定、重大知
识产权项目实施等工作，可以进一步依靠培训基
地，充分听取培训基地的意见和建议，为培训基
地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提升培训能力，谋求特色发展
培训基地对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的发展至关重

要，可以起到良好的辐射带动作用，树立品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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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效应。各培训基地要加强与政府部门、高等
学校、科研院所、服务机构的联合与协作，通过
广泛建立协作网络，使培训基地能够充分利用这
些机构的专业知识和优秀人才，作为开展知识产
权培训工作的重要支撑，全面提升基地的培训能
力。同时，各培训基地要依托优势资源，因地制
宜，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打造特色项目，力求
将项目提高、拔尖，打造成代表基地的“名片”。
此外，要注重运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方式
进行广泛宣传推介，只有充分打好“特色发展”
这张牌，利用典型，以点带面，才能推动培训基
地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

（五）加强自身建设，夯实服务基础
日益增长的培训需求对培训基地提出了更新、

更高的要求，各培训基地必须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完善基础建设，增强服务能力，提高师资水平，
为基地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坚实基础。要把加强
自身建设作为促进培训基地发展的根本性工作，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准确把握基地定位，谋划
基地发展战略，编制基地发展规划，制订相应培
训计划，促进基地大发展，为地区乃至国家培养
出更多的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高素质知识产权
人才。

四、２０１３年的重点工作
２０１３年，各知识产权培训基地要以《国家中

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和《知识产权人才“十
二五”规划》为指导，本着“服务发展、人才优
先、以用为本、创新机制、高端引领、整体开
发”的原则，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扎实有效地开
展好各项工作，确保２０１３年促进培训基地发展的
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一）创新工作模式，基地工作要有新突破
要积极适应新形势下培训基地工作的发展需

求，在做好常规培训工作，完成各项培训任务的

同时，不断拓展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模式，更新
培训观念，提高培训效果。要紧密结合培训的实
际需要，创新培训方法，科学采用各种不同的培
训方式，灵活采用讲授式、研讨式、参与式、案
例式、情景模拟式等方法开展培训工作，部分具
备条件的培训基地可以探索尝试跨地区、跨部门、
跨学校的联合培训方式。要不断充实完善培训内
容，健全培训制度，严格教育培训管理，充分利
用信息技术，采用远程教学、网络教学等手段，
突破时间空间对人才培训的限制，实现教与学的
互动，切实提升培训效果。

（二）开展考核评估，加强基地运行监督
为加强对培训基地的管理和引导，我局印发

了《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考核评估管理办法
（试行）》，设计制作了《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
年度考核表》、《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评估书》，
设立了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根据管理办法，每
年要进行年度考核，每满３年要进行评估。今年
１２月将启动首次年度考核工作，面向全部１５家
培训基地开展。２０１３年底将开展首批基地评估工
作。通过考核评估，能够全面反映培训基地的基
本建设和工作状况，促进基地进一步明确目标、
任务和责任，正确把握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
服务的方向，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三）健全培训体系，加强师资教材建设
要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人才培训体系，不断

创新培训方式方法，积极开展特色培训，探索有
组织、有考核的自学培训方式，实现培训重心下
移，强化培训过程控制，努力创建开放式、多元
化的培训体系。要严格落实培训考核制度，加强
培训效果评价，及时跟踪改进。高度重视师资队
伍建设，注重从教学第一线的优秀骨干中选聘专
职教师，吸引海内外优秀专家学者成为兼职教师。
完善国内外进修、参加重大科研项目、挂职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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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教师知识更新机制。建立以培
训需求特别是岗位培训需求为导向，与当地社会
经济发展相适应，系统、科学、规范的培训课程
体系和培训指南。加快实用型培训教材建设工作，
建立和规范培训教材建设流程和管理制度，实施
重点培训教材建设工程，形成精品教材，并在实
践中不断修订完善。

（四）整合基地资源，全面构建交流平台
要建立健全交流沟通机制，积极整合各方资

源，搭建政府、企业、基地等部门的交流平台，
实现互通有无共享教育资源。各培训基地之间要
进一步加强交流、相互学习，发展慢的基地要向
发展快的基地学习，刚起步的基地要向已经取得
初步成功的基地学习，经验少的基地要向经验多
的基地学习。目前，我局正结合知识产权人才库

建设，下大力气开展国家人才信息网络平台建设
工作，逐步向知识产权培训基地开放国家知识产
权专家库专家、领军人才、百名高层次人才等信
息。今后将逐步完善平台功能，合理设置平台内
容，搭建好全国性信息网络平台，保障各培训基
地及时、准确、系统的交流培训信息。

同志们，培训基地建设是知识产权人才工作
的重要内容，是关系到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
促进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重要工程，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希望大家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方向，
坚定信心，努力工作，围绕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
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大力开展知识产权人才培
训工作，努力形成知识产权人才辈出、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
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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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和通知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

（第一七八号）

根据知识产权业务发展需要，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了３项知识产权行业标准：ＺＣ ００１２ ３—２０１２
《中国专利数据元素标准第３部分：关于用ＸＭＬ处理专利申请数据的规范》、ＺＣ ００１３—２０１２ 《中国专
利文献版式》、ＺＣ ００１４—２０１２ 《专利文献数据规范》，现予以发布，自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６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附件：１ ＺＣ ００１２ ３—２０１２ 《中国专利数据元素标准第３部分：关于用ＸＭＬ处理专利申请数据的规

范》（略）
２ ＺＣ ００１３—２０１２ 《中国专利文献版式》（略）
３ ＺＣ ００１４—２０１２ 《专利文献数据规范》（略）

国家知识产权局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４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

（第一七九号）

根据知识产权业务发展需要，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有关知识产权行业标准予以修订形成ＺＣ ０００５—
２０１２ 《专利公共统计数据项》、ＺＣ ０００７—２０１２ 《中国专利文献号》、ＺＣ ０００８—２０１２ 《中国专利文献种类
标识代码》、ＺＣ ０００９—２０１２ 《中国专利文献著录项目》。现予以发布，自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６日起实施。ＺＣ
０００５ １—２００３ 《专利信息统计数据项标准（第一部分）》、ＺＣ ０００７—２００４ 《专利文献号标准》、ＺＣ
０００８—２００４ 《专利文献种类标识代码标准》、ＺＣ ０００９—２００６ 《专利文献著录项目标准》同时废止。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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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附件：１ ＺＣ ０００５—２０１２ 《专利公共统计数据项》（略）
２ ＺＣ ０００７—２０１２ 《中国专利文献号》（略）
３ ＺＣ ０００８—２０１２ 《中国专利文献种类标识代码》（略）
４ ＺＣ ０００９—２０１２ 《中国专利文献著录项目》（略）

国家知识产权局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４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

（第一八○号）

为了方便广大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缴纳专利费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自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日开
通对公账户网上缴费业务。已注册为电子申请用户的专利代理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可登录中国电子申请网
（ｗｗｗ ｃｐｏｎｌｉｎｅ ｇｏｖ ｃｎ）使用对公账户网上缴纳专利费用。

特此公告。

国家知识产权局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６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

（第一八二号）

根据《专利代理条例》和《专利代理管理办法》的规定，依当事人申请，在其已经妥善处理各种
尚未办结的事项后，我局同意撤销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开办专利代理业务的资格。

特此公告。

国家知识产权局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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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

（第一八三号）

根据《专利代理条例》和《专利代理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局于２０１２年９月１日至１０月３１
日对全国专利代理机构进行了年检。现将首批通过２０１２年年检的７８７家专利代理机构予以公告。

上述通过年检的专利代理机构的地址、人员组成等信息将在我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ｉｐｏ ｇｏｖ ｃｎ）
上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国家知识产权局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首批通过 ２０１２ 年年检的 ７８７ 家专利代理机构名单

北　 京
　 １ 　 １１００１ 　 北京国林贸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２　 １１００２　 　北京路浩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３　 １１００３　 　北京中创阳光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责任公司
　 ４　 １１００４　 　北京中建联合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
　 ５　 １１００６　 　北京律诚同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６　 １１０１３　 　北京市中实友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责任公司
　 ７　 １１０１５　 　北京英特普罗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８　 １１０１７　 　北京华夏正合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９　 １１０１９　 　北京中原华和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责任公司
　 １０　 １１０２１　 　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　 １１０２５　 　北京振安创业专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２　 １１１００　 　北京北新智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１３　 １１１０５　 　北京市柳沈律师事务所
　 １４　 １１１０８　 　北京太兆天元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责任公司
　 １５　 １１１１１　 　北京万慧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１６　 １１１１２　 　北京天昊联合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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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１１１１６　 　北京宇生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１８　 １１１２７　 　北京三友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１９　 １１１２９　 　北京海虹嘉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２０　 １１１３２　 　小松专利事务所
　 ２１　 １１１３４　 　北京博浩百睿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责任公司
　 ２２　 １１１３６　 　北京同汇友专利事务所（普通合

伙）
　 ２３　 １１１３７　 　北京金之桥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２４　 １１１３８　 　北京三高永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责任公司
　 ２５　 １１１３９　 　北京科龙寰宇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责任公司
　 ２６　 １１２００　 　北京君尚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２７　 １１２０１　 　北京清亦华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２８　 １１２０３　 　北京思海天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２９　 １１２０４　 　北京英赛嘉华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责任公司
　 ３０　 １１２０５　 　北京同立钧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３１　 １１２１０　 　北京纽乐康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３２　 １１２１４　 　北京申翔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３３　 １１２１９　 　中原信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３４　 １１２２３　 　北京元中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３５　 １１２２５　 　北京金信立方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３６　 １１２２６　 　北京中知法苑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

　 ３７　 １１２２９　 　北京金言诚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３８　 １１２３０　 　北京万科园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
任公司

　 ３９　 １１２３２　 　北京慧泉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４０　 １１２３８　 　北京博圣通专利事务所
　 ４１　 １１２３９　 　北京天平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４２　 １１２４０　 　北京康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４３　 １１２４１　 　北京双收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４４　 １１２４２　 　北京诺孚尔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

任公司
　 ４５　 １１２４３　 　北京银龙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４６　 １１２４４　 　北京市合德专利事务所
　 ４７　 １１２４５　 　北京纪凯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４８　 １１２４７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４９　 １１２４９　 　北京中恒高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５０　 １１２５０　 　北京三聚阳光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５１　 １１２５１　 　北京科迪生专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５２　 １１２５４　 　北京连城创新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５３　 １１２５５　 　北京市商泰律师事务所
　 ５４　 １１２５６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５５　 １１２５７　 　北京正理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５６　 １１２５９　 　北京金硕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５７　 １１２６０　 　北京凯特来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５８　 １１２６２　 　北京安信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５４—

公告和通知·ＳＩＰＯ



　 ５９　 １１２６４　 　北京华夏博通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６０　 １１２６５　 　北京挺立专利事务所（普通合
伙）

　 ６１　 １１２６９　 　北京嘉和天工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６２　 １１２７１　 　北京安博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６３　 １１２７５　 　北京同恒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６４　 １１２７６　 　北京市浩天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６５　 １１２７７　 　北京林达刘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６６　 １１２７８　 　北京连和连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６７　 １１２７９　 　北京中誉威圣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６８　 １１２８０　 　北京泛华伟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６９　 １１２８１　 　北京明和龙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７０　 １１２８２　 　北京中海智圣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７１　 １１２８３　 　北京润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７２　 １１２８５　 　北京北翔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７３　 　 １１２８６　 北京铭硕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７４　 １１２８７　 　北京律盟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７５　 １１２８８　 　北京瑞成兴业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７６　 １１２９６　 　北京东方汇众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７７　 １１２９７　 　北京鑫媛睿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７８　 １１２９８　 　北京泛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７９　 １１３０１　 　北京汇智英财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８０　 １１３０２　 　北京市德权律师事务所
　 ８１　 １１３０３　 　北京方韬法业专利代理事务所
　 ８２　 １１３０５　 　北京君智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８３　 １１３０６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８４　 １１３０８　 　北京元本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８５　 １１３０９　 　北京亿腾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８６　 １１３１０　 　北京立成智业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８７　 １１３１１　 　北京天悦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

合伙）
　 ８８　 １１３１２　 　北京东正专利代理事务所
　 ８９　 １１３１３　 　北京市铸成律师事务所
　 ９０　 １１３１４　 　北京戈程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９１　 １１３１５　 　北京国昊天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９２　 １１３１９　 　北京润泽恒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９３　 １１３２０　 　北京王景林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９４　 １１３２１　 　北京市京大律师事务所
　 ９５　 １１３２２　 　北京尚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９６　 １１３２３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
　 ９７　 １１３２６　 　北京市路盛律师事务所
　 ９８　 １１３２７　 　北京鸿元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９９　 １１３２８　 　北京汉德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１００　 １１３２９　 　北京龙双利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１０１　 １１３３２　 　北京品源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１０２　 １１３３３　 　北京兆君联合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１０３　 　１１３３４　 北京国帆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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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４　 　１１３３６　 　北京市磐华律师事务所
　 １０５　 １１３３７　 　北京市盛峰律师事务所
　 １０６　 １１３３８　 　北京挚诚信奉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１０７　 １１３３９　 　北京市安伦律师事务所
　 １０８　 １１３４０　 　北京天奇智新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１０９　 １１３４１　 　北京瑞思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１１０　 １１３４２　 　北京市汉衡律师事务所
　 １１１　 １１３４３　 　北京友联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１１２　 １１３４５　 　北京蓝智辉煌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１１３　 １１３４６　 　北京汇智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１１４　 １１３４８　 　北京鼎佳达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１１５　 １１３４９　 　北京金思港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１１６　 １１３５０　 　北京科亿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１１７　 １１３５２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１１８　 １１３５３　 　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
　 １１９　 １１３５４　 　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
　 １２０　 １１３５５　 　北京泰吉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１２１　 １１３５８　 　北京神州华茂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１２２　 １１３５９　 　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
　 １２３　 １１３６０　 　北京万象新悦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１２４　 １１３６１　 　北京市联德律师事务所
　 １２５　 １１３６２　 　北京联创佳为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１２６　 １１３６３　 　北京弘权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１２７　 １１３６５　 　北京卓言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１２８　 １１３６６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１２９　 １１３６７　 　北京驰纳智财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１３０　 　１１３６８　 北京世誉鑫诚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１３１　 　１１３６９　 北京远大卓悦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１３２　 １１３７０　 　北京汉昊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１３３　 １１３７１　 　北京超凡志成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１３４　 １１３７２　 　北京聿宏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１３５　 １１３７３　 　北京市汉信律师事务所
　 １３６　 １１３７４　 　北京攀腾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

合伙）
　 １３７　 １１３７５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
　 １３８　 １１３７６　 　北京永新同创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１３９　 １１３７７　 　北京航忱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１４０　 　１１３７８　 北京尚德技研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１４１　 　１１３８１　 北京汲智翼成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１４２　 １１３８５　 　北京方圆嘉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１４３　 １１３８６　 　北京天达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１４４　 １１３８７　 　北京五洲洋和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１４５　 １１３８８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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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６　 １１３８９　 　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
　 １４７　 １１３９１　 　北京智汇东方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１４８　 １１３９２　 　北京卫平智业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１４９　 １１３９４　 　北京卓恒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１５０　 １１３９６　 　北京思睿峰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１５１　 １１３９７　 　北京新知远方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１５２　 １１３９８　 　北京魏启学律师事务所
　 １５３　 １１３９９　 　北京冠和权律师事务所
　 １５４　 １１４００　 　北京商专永信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１５５　 １１４０１　 　北京金智普华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１５６　 １１４０２　 　北京再言智慧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１５７　 １１４０４　 　北京钧鼎律师事务所
　 １５８　 １１４０５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１５９　 １１４０６　 　北京格罗巴尔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１６０　 １１４０８　 　北京寰华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１６１　 １１４０９　 　北京德恒律治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１６２　 　１１４１０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１６３　 １１４１１　 　北京联瑞联丰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１６４　 １１４１２　 　北京鸿德海业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１６５　 １１４１４　 　北京递进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１６６　 １１４１５　 　北京博思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天　 津
　 １　 １２００２　 　天津佳盟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２　 １２１０１　 　天津市鼎和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３　 １２１０３　 　天津市宗欣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４　 １２１０５　 　天津中环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５　 １２１０７　 　天津市三利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６　 １２１０８　 　天津才智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７　 １２２０１　 　天津市北洋有限责任专利代理事

务所
　 ８　 １２２０３　 　天津三元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９　 １２２０７　 　天津市杰盈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１０　 １２２０８　 　天津伊加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１１　 １２２０９　 　天津盛理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１２　 １２２１０　 　天津翰林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１３　 １２２１１　 　天津滨海科纬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１４　 １２２１２　 　天津天麓律师事务所
河　 北
　 １　 １３１００　 　石家庄新世纪专利商标事务所有

限公司
　 ２　 １３１０１　 　石家庄海天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３　 １３１０２　 　秦皇岛市维信专利事务所
　 ４　 １３１０３　 　唐山永和专利商标事务所
　 ５　 １３１０６　 　唐山顺诚专利事务所
　 ６　 １３１０８　 　石家庄冀科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

公司
　 ７　 １３１１２　 　石家庄国域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

—８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公报２０１２·４



公司
　 ８　 １３１１３　 　石家庄科诚专利事务所
　 ９　 １３１１５　 　石家庄汇科专利商标事务所
　 １０　 １３１１６　 　石家庄一诚知识产权事务所
　 １１　 １３１１９　 　衡水市盛博专利事务所
　 １２　 １３１２０　 　石家庄国为知识产权事务所
　 １３　 １３１２１　 　保定市燕赵恒通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
　 １４　 １３１２２　 　唐山润昌专利代理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１５　 １３１２３　 　石家庄众志华清知识产权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山　 西
　 １　 　 １４１００　 山西太原科卫专利事务所
　 ２　 １４１０１　 　太原市科瑞达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３　 １４１０６　 　山西科贝律师事务所
　 ４　 １４１０７　 　太原同圆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５　 １４１０８　 　太原华弈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６　 １４１０９　 　太原高欣科创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７　 １４１１０　 　太原晋科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内蒙古自治区
　 １　 １５１００　 　呼和浩特北方科力专利代理有限

公司
　 ２　 １５１０１　 　包头市专利事务所
　 ３　 １５１０３　 　赤峰市专利事务所
辽　 宁
　 １　 ２１００１　 　沈阳晨创科技专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２　 ２１００２　 　沈阳科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３　 ２１１００　 　辽宁沈阳国兴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４　 ２１１０１　 　沈阳科威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５　 ２１１０２　 　抚顺宏达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６　 ２１１０５　 　铁岭天工专利商标事务所
　 ７　 ２１１０６　 　盘锦辽河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８　 ２１１０７　 　沈阳亚泰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９　 　 ２１１０９　 沈阳东大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１０　 　 ２１１１０　 鞍山大千专利事务所
　 １１　 　 ２１１１３　 辽阳新创专利事务所
　 １２　 　 ２１１１５　 沈阳智龙专利事务所（普通合

伙）
　 １３　 　 ２１１１９　 大连科技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　 　 ２１２０５　 　沈阳技联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１５　 ２１２０６　 　阜新市和达专利事务所
　 １６　 ２１２０７　 　沈阳杰克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１７　 ２１２０８　 　大连星海专利事务所
　 １８　 ２１２０９　 　沈阳利泰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１９　 ２１２１２　 　大连东方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２１２１３　 　鞍山华惠专利事务所
　 ２１　 ２１２１５　 　大连智慧专利事务所
　 ２２　 ２１２１８　 　沈阳之华益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３　 ２１２１９　 　大连万友专利事务所
　 ２４　 ２１２２０　 　大连非凡专利事务所
　 ２５　 ２１２２１　 　沈阳圣群专利事务所
　 ２６　 ２１２２２　 　锦州恒大专利事务所
　 ２７　 ２１２２３　 　鞍山贝尔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２８　 ２１２２４　 　鞍山嘉讯科技专利事务所
　 ２９　 ２１２２５　 　锦州辽西专利事务所
　 ３０　 ２１２２６　 　大连八方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３１　 ２１２２７　 　丹东汇申专利事务所
　 ３２　 　 ２１２２８　 沈阳火炬专利事务所
　 ３３　 　 ２１２２９　 沈阳维特专利商标事务所
　 ３４　 ２１２３０　 　葫芦岛天开专利代理事务所
　 ３５　 ２１２３２　 　沈阳世纪蓝海专利事务所
　 ３６　 ２１２３３　 　大连一通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

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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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　 ２１２３４　 　沈阳优普达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吉　 林
　 １　 ２２００１　 　长春科宇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　 ２２１００　 　吉林长春新纪元专利代理有限责

任公司
　 ３　 ２２１０２　 　吉林市达利专利事务所
　 ４　 ２２１０３　 　长春市四环专利事务所
　 ５　 ２２１０４　 　延边科友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６　 ２２２０１　 　长春吉大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７　 ２２２０２　 　长春市东师专利事务所
　 ８　 ２２２０４　 　吉林省长春市新时代专利商标代

理有限公司
　 ９　 ２２２０５　 　通化旺维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

公司
　 １０　 ２２２０６　 　长春市吉利专利事务所
　 １１　 ２２２０７　 　吉林市华明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１２　 ２２２０８　 　吉林大华铭仁律师事务所
　 １３　 ２２２１０　 　长春菁华专利商标代理事务所
　 １４　 ２２２１１　 　长春众益专利商标事务所
黑龙江
　 １　 ２３１０９　 　哈尔滨市松花江专利事务所
　 ２　 ２３１１８　 　哈尔滨东方专利事务所
　 ３　 ２３１１９　 　大庆市建华专利事务所
　 ４　 ２３２０１　 　哈尔滨市船大专利事务所
　 ５　 ２３２０２　 　大庆市远东专利商标事务所
　 ６　 ２３２０３　 　双鸭山欣合专利事务所
　 ７　 ２３２０４　 　佳木斯市华专利事务所
　 ８　 ２３２０５　 　牡丹江市丹江专利商标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９　 ２３２０６　 　哈尔滨龙科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１０　 ２３２０７　 　齐齐哈尔鹤城专利事务所
　 １１　 ２３２０８　 　大庆禹奥专利事务所
　 １２　 ２３２０９　 　哈尔滨市伟晨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上　 海
　 １　 　 ３１００１　 上海申汇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２　 ３１００２　 　上海智信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３　 ３１１００　 　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
　 ４　 ３１１０１　 　上海市沪一律师事务所
　 ５　 ３１１０４　 　上海华工专利事务所
　 ６　 ３１１０５　 　上海智力专利商标事务所
　 ７　 ３１１１３　 　上海浦东良风专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８　 ３１１１４　 　上海开祺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９　 ３１１１７　 　上海科琪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３１１２１　 　上海东方易知识产权事务所
　 １１　 ３１１２７　 　上海三方专利事务所
　 １２　 ３１１２８　 　上海世贸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　 ３１２００　 　上海正旦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１４　 ３１２０１　 　上海交达专利事务所
　 １５　 ３１２０３　 　上海顺华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　 ３１２０５　 　上海上大专利事务所
　 １７　 ３１２０８　 　上海东亚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１８　 ３１２１０　 　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
　 １９　 ３１２１１　 　上海浦一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２０　 ３１２１３　 　上海新天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２１　 ３１２１４　 　上海申蒙商标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２２　 ３１２１５　 　上海蓝迪专利事务所
　 ２３　 ３１２１６　 　上海天协和诚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
　 ２４　 ３１２１７　 　上海欣创专利商标事务所
　 ２５　 ３１２１８　 　上海翼胜专利商标事务所（普通

合伙）
　 ２６　 ３１２１９　 　上海光华专利事务所
　 ２７　 ３１２２０　 　上海旭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２８　 ３１２２１　 　上海市中大律师事务所
　 ２９　 ３１２２２　 　上海宝鼎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３０　 ３１２２４　 　上海天翔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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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　 ３１２２５　 　上海科盛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３２　 ３１２２７　 　上海伯瑞杰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３３　 ３１２２８　 　上海东信专利商标事务所
　 ３４　 ３１２２９　 　上海唯源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３５　 ３１２３０　 　上海三和万国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
　 ３６　 ３１２３３　 　上海泰能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３７　 ３１２３４　 　上海衡方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３８　 ３１２３５　 　上海京沪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

合伙）
　 ３９　 ３１２３６　 　上海汉声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４０　 ３１２３７　 　上海思微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４１　 ３１２３９　 　上海和跃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４２　 ３１２４１　 　上海兆丰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有限合伙）
　 ４３　 ３１２４２　 　上海金盛协力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４４　 ３１２４３　 　上海百一领御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４５　 ３１２４５　 　上海东创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

合伙）
　 ４６　 ３１２４６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
　 ４７　 ３１２４７　 　上海华祺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４８　 ３１２４９　 　上海信好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

合伙）
　 ４９　 ３１２５１　 　上海硕力知识产权代事务所
　 ５０　 ３１２５２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
　 ５１　 ３１２５３　 　上海精晟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５２　 ３１２５４　 　上海集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５３　 ３１２５５　 　上海嘉和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５４　 ３１２５６　 　上海元达律师事务所

　 ５５　 ３１２５７　 　上海麦其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５６　 ３１２５８　 　上海海颂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５７　 　 ３１２５９　 上海脱颖律师事务所
　 ５８　 ３１２６０　 　上海晨皓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５９　 ３１２６１　 　上海瀚桥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

合伙）
　 ６０　 ３１２６２　 　上海卓阳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６１　 ３１２６３　 　上海胜康律师事务所
　 ６２　 ３１２６４　 　上海波拓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６３　 ３１２６５　 　上海富石律师事务所
　 ６４　 ３１２６６　 　上海一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６５　 ３１２６７　 　上海音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６６　 ３１２６８　 　上海元一成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６７　 ３１２６９　 　上海方本律师事务所
　 ６８　 ３１２７０　 　上海翰信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６９　 ３１２７２　 　上海申新律师事务所
　 ７０　 　 ３１２７３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７１　 　 ３１２７４　 　上海君铁泰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７２　 ３１２７５　 　上海天辰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７３　 ３１２７６　 　上海序伦律师事务所
江　 苏
　 １　 ３２１００　 　南通市永通专利事务所
　 ２　 ３２１０２　 　南京苏科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３　 ３２１０３　 　苏州创元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

公司
　 ４　 ３２１０４　 　无锡市大为专利商标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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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３２１０５　 　常州市天龙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６　 ３２１０６　 　扬州市锦江专利事务所
　 ７　 ３２１０７　 　镇江京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８　 ３２１１０　 　淮安市科翔专利商标事务所
　 ９　 ３２１１２　 　南京天翼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３２１１３　 　常熟市常新专利商标事务所
　 １１　 ３２２００　 　南京经纬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１２　 ３２２０４　 　南京苏高专利商标事务所（普通

合伙）
　 １３　 ３２２０５　 　徐州市淮海专利事务所
　 １４　 ３２２０６　 　南京众联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１５　 ３２２０７　 　南京知识律师事务所
　 １６　 ３２２０８　 　宜兴市天宇知识产权事务所（普

通合伙）
　 １７　 ３２２０９　 　张家港市高松专利事务所
　 １８　 ３２２１０　 　江阴市同盛专利事务所
　 １９　 ３２２１１　 　常州市维益专利事务所
　 ２０　 ３２２１２　 　昆山四方专利事务所
　 ２１　 ３２２１４　 　常州市江海阳光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２２　 ３２２１５　 　南京君陶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２３　 ３２２１６　 　如皋市江海专利事务所
　 ２４　 ３２２１８　 　南京天华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　 ３２２１９　 　靖江市靖泰专利事务所
　 ２６　 ３２２２０　 　徐州市三联专利事务所
　 ２７　 ３２２２１　 　苏州市新苏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８　 ３２２２２　 　扬州苏中专利事务所（普通合

伙）
　 ２９　 ３２２２３　 　淮安市科文知识产权事务所
　 ３０　 ３２２２４　 　南京纵横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３１　 ３２２２５　 　常州市科谊专利代理事务所
　 ３２　 ３２２２６　 　南京中新达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３３　 ３２２２７　 　无锡盛阳专利商标事务所（普通

合伙）

　 ３４　 ３２２２８　 　无锡华源专利事务所
　 ３５　 ３２２２９　 　江苏英特东华律师事务所
　 ３６　 ３２２３０　 　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
　 ３７　 　 ３２２３１　 常州佰业腾飞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３８　 　 ３２２３２　 苏州华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３９　 ３２２３３　 　常州市夏成专利事务所（普通合

伙）
　 ４０　 ３２２３４　 　苏州广正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４１　 ３２２３５　 　苏州威世朋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４２　 ３２２３６　 　无锡互维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４３　 ３２２３７　 　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
　 ４４　 ３２２３８　 　南京汇盛专利商标事务所
　 ４５　 ３２２３９　 　苏州慧通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４６　 ３２２４０　 　江阴市永兴专利事务所（普通合

伙）
　 ４７　 ３２２４１　 　江苏爱信律师事务所
　 ４８　 ３２２４２　 　江苏银创律师事务所
　 ４９　 ３２２４３　 　南京正联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５０　 ３２２４４　 　徐州支点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５１　 ３２２４５　 　南京同泽专利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５２　 ３２２４６　 　苏州铭浩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５３　 ３２２４７　 　江阴大田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５４　 ３２２４８　 　无锡大扬专利事务所（普通合

伙）
　 ５５　 ３２２４９　 　南京瑞弘专利商标事务所（普通

合伙）
浙　 江
　 １　 ３３１００　 　浙江杭州金通专利事务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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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２　 ３３１０１　 　杭州九洲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３　 ３３１０２　 　宁波诚源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４　 ３３１０３　 　金华科源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５　 ３３１０６　 　舟山固浚专利事务所
　 ６　 ３３１０７　 　台州市方圆专利事务所
　 ７　 ３３１０９　 　杭州杭诚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８　 ３３２００　 　杭州求是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９　 ３３２０１　 　杭州天正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１０　 ３３２０２　 　杭州中平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１１　 ３３２０５　 　温州高翔专利事务所
　 １２　 ３３２０６　 　浙江翔隆专利事务所（普通合

伙）
　 １３　 ３３２０７　 　宁波天一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１４　 ３３２０９　 　杭州天欣专利事务所
　 １５　 ３３２１０　 　温州新瓯专利事务所
　 １６　 ３３２１１　 　温州瓯越利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１７　 ３３２１２　 　杭州中成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１８　 ３３２１３　 　杭州浙科专利事务所（普通合

伙）
　 １９　 ３３２１４　 　杭州丰禾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　 ３３２１５　 　台州市中唯专利事务所
　 ２１　 ３３２１６　 　杭州之江专利事务所
　 ２２　 ３３２１７　 　杭州华鼎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２３　 ３３２１８　 　浙江凯麦律师事务所
　 ２４　 ３３２１９　 　宁波市天晟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２５　 ３３２２０　 绍兴市越兴专利事务所
　 ２６　 　 ３３２２１　 杭州裕阳专利事务所（普通合

伙）
　 ２７　 　 ３３２２２　 瑞安市翔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２８　 ３３２２４　 　杭州天勤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２９　 ３３２２５　 　台州市南方商标专利事务所

　 ３０　 ３３２２６　 　宁波海曙奥圣专利代理事务所
　 ３１　 ３３２２７　 　宁波奥凯专利事务所
　 ３２　 ３３２２８　 　宁波市鄞州甬致专利代理事务所
　 ３３　 ３３２２９　 　台州蓝天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３４　 ３３２３０　 　杭州赛科专利代理事务所
　 ３５　 ３３２３１　 　杭州宇信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３６　 ３３２３２　 　湖州金卫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３７　 ３３２３３　 　浙江永鼎律师事务所
　 ３８　 ３３２３４　 　杭州新源专利事务所
　 ３９　 ３３２３５　 　杭州华知专利事务所（普通合

伙）
　 ４０　 ３３２３６　 　杭州金源通汇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４１　 ３３２３７　 　温州金瓯专利事务所（普通合

伙）
　 ４２　 ３３２３８　 　浙江英普律师事务所
　 ４３　 ３３２３９　 　余姚德盛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

合伙）
　 ４４　 ３３２４０　 　嘉兴君度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４５　 ３３２４１　 　杭州斯可睿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安　 徽
　 １　 ３４１０１　 　安徽省合肥新安专利代理有限责

任公司
　 ２　 ３４１０２　 　蚌埠鼎力专利商标事务有限公司
　 ３　 ３４１０５　 　铜陵市天志专利事务所
　 ４　 ３４１０７　 　芜湖安汇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５　 ３４１０８　 　安徽省阜阳市科颖专利事务所
　 ６　 ３４１０９　 　合肥诚兴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７　 ３４１１２　 　安徽合肥华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８　 ３４１１３　 　安徽省蚌埠博源专利商标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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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３４１１４　 　合肥金安专利事务所
　 １０　 ３４１１５　 　合肥天明专利事务所
　 １１　 　 ３４１１６　 安徽汇朴律师事务所
　 １２　 　 ３４１１７　 安徽信拓律师事务所
福　 建
　 １　 ３５００１　 　福州科扬专利事务所
　 ２　 ３５１００　 　福州元创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３　 ３５１０１　 　厦门原创专利事务所
　 ４　 ３５２００　 　厦门南强之路专利事务所
　 ５　 ３５２０１　 　福州展晖专利事务所
　 ６　 ３５２０３　 　厦门市新华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７　 ３５２０４　 　厦门市首创君合专利事务所有限

公司
　 ８　 ３５２０５　 　泉州市文华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９　 ３５２０７　 　厦门龙格专利事务所（普通合

伙）
　 １０　 ３５２１１　 　福州君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１１　 ３５２１２　 　福州市鼓楼区京华专利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１２　 ３５２１３　 　泉州市博一专利事务所
　 １３　 ３５２１４　 　福州市鼓楼区博深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１４　 ３５２１５　 　福建炼海律师事务所
　 １５　 ３５２１６　 　泉州劲翔专利事务所（普通合

伙）
　 １６　 ３５２１７　 　福州市鼓楼区鼎兴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江　 西
　 １　 ３６１００　 　江西省专利事务所
　 ２　 ３６１１１　 　南昌洪达专利事务所
　 ３　 ３６１１２　 　鹰潭市博惠专利事务所
　 ４　 ３６１１５　 　南昌新天下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５　 ３６１１６　 　赣州凌云专利事务所

　 ６　 ３６１１７　 　南昌佳诚专利事务所
　 ７　 ３６１１９　 　萍乡益源专利事务所
　 ８　 ３６１２１　 　宜春赣西专利代理事务所
　 ９　 ３６１２２　 　南昌市平凡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山　 东
　 １　 ３７１０１　 　青岛联智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

公司
　 ２　 ３７１０４　 　青岛高晓专利事务所
　 ３　 ３７１０５　 　济南诚智商标专利事务所有限

公司
　 ４　 ３７１０６　 　济宁众诚专利事务所
　 ５　 ３７１０７　 　东营双桥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６　 ３７１０８　 　山东济南齐鲁科技专利事务所有

限公司
　 ７　 ３７２０１　 　青岛海昊知识产权事务所有限

公司
　 ８　 ３７２０２　 　威海科星专利事务所
　 ９　 ３７２０５　 　济南舜源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１０　 ３７２０７　 　泰安市泰昌专利事务所
　 １１　 ３７２１０　 　德州市天科专利商标事务所
　 １２　 ３７２１２　 　青岛发思特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１３　 ３７２１４　 　济南鲁科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１４　 ３７２１５　 　潍坊鸢都专利事务所
　 １５　 ３７２１６　 　潍坊正信专利事务所
　 １６　 ３７２１７　 　济宁宏科利信专利代理事务所
　 １７　 ３７２１８　 　济南泉城专利商标事务所
　 １８　 ３７２１９　 　济南金迪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１９　 ３７２２１　 　济南圣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２０　 　 ３７２２２　 山东清泰律师事务所
　 ２１　 　 ３７２２３　 　淄博佳和专利代理事务所
　 ２２　 ３７２２４　 　济南日新专利代理事务所
　 ２３　 ３７２２５　 　烟台双联专利事务所（普通合

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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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１　 ４１１０２　 　郑州科维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２　 ４１１０４　 　郑州联科专利事务所（普通合

伙）
　 ３　 ４１１０７　 　新乡市平原专利有限责任公司
　 ４　 ４１１０９　 　郑州中原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５　 ４１１１０　 　郑州中民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６　 ４１１１１　 　郑州大通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７　 ４１１１２　 　洛阳市凯旋专利事务所
　 ８　 ４１１１３　 　郑州天阳专利事务所（普通合

伙）
　 ９　 ４１１１４　 　郑州异开专利事务所（普通合

伙）
　 １０　 ４１１１５　 　南阳市智博维创专利事务所
　 １１　 ４１１１６　 安阳市智浩专利代理事务所
　 １２　 　 ４１１１７　 郑州红元帅专利代理事务所（普

通合伙）
　 １３　 　 ４１１１８　 洛阳明律专利代理事务所
　 １４　 ４１１１９　 　郑州睿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１５　 　 ４１１２０　 　洛阳公信知识产权事务所（普通

合伙）
　 １６　 ４１１２１　 　郑州金成知识产权事务所（普通

合伙）
湖　 北
　 １　 ４２００１　 　武汉宇晨专利事务所
　 ２　 ４２１０２　 　湖北武汉永嘉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３　 ４２１０３　 　宜昌市三峡专利事务所
　 ４　 ４２１０４　 　武汉开元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５　 ４２１０７　 　荆门市首创专利事务所
　 ６　 ４２１０９　 　黄石市三益专利商标事务所
　 ７　 ４２１１０　 十堰博迪专利事务所
　 ８　 　 ４２１１３　 武汉楚天专利事务所
　 ９　 　 ４２２０８　 武汉天力专利事务所
　 １０　 ４２２１２　 　武汉金堂专利事务所

　 １１　 ４２２１４　 　武汉华旭知识产权事务所
　 １２　 ４２２１５　 　武汉荆楚联合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１３　 ４２２１６　 　荆州市亚德专利事务所
　 １４　 ４２２１７　 　襄樊嘉琛知识产权事务所
　 １５　 ４２２１８　 　襄樊中天信诚专利事务所
　 １６　 ４２２１９　 　荆州市技经专利事务所
　 １７　 ４２２２０　 　武汉帅丞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１８　 ４２２２１　 　武汉凌达知识产权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１９　 ４２２２２　 　武汉科皓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湖　 南
　 １　 ４３００１　 　长沙永星专利商标事务所
　 ２　 ４３００５　 　安化县梅山专利事务所
　 ３　 ４３００８　 　湖南兆弘专利事务所
　 ４　 ４３１０１　 　衡阳市科航专利事务所
　 ５　 ４３１０３　 　岳阳市大正专利事务所
　 ６　 ４３１０５　 　株洲市奇美专利商标事务所
　 ７　 ４３１０６　 　湖南省娄底市兴娄专利事务所
　 ８　 ４３１０７　 　益阳市银城专利事务所
　 ９　 ４３１０８　 　湘潭市汇智专利事务所
　 １０　 ４３１１３　 　长沙正奇专利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１　 ４３１１４　 　长沙市融智专利事务所
　 １２　 ４３１１５　 　永州市零陵专利事务所
　 １３　 ４３２０３　 　岳阳市科明专利事务所
　 １４　 ４３２０４　 　常德市长城专利事务所
　 １５　 ４３２０５　 　长沙星耀专利事务所
　 １６　 ４３２０６　 　长沙市令骅专利代理事务所
　 １７　 ４３２０９　 　张家界市慧诚商标专利事务所
　 １８　 ４３２１１　 　长沙丁卯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

合伙）
　 １９　 ４３２１２　 　郴州大天知识产权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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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１　 ４４００１　 　广州科粤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２　 ４４１００　 　广州新诺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

公司
　 ３　 　 ４４１０１　 深圳市中知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４　 　 ４４１０２　 广州粤高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５　 　 ４４１０３　 汕头市高科专利事务所
　 ６　 　 ４４１０４　 广州知友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７　 ４４１０６　 　茂名市穗海专利事务所
　 ８　 ４４２０２　 　广州三环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９　 ４４２０５　 　广州嘉权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

公司
　 １０　 ４４２０６　 　佛山市永裕信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１１　 ４４２０９　 　深圳市睿智专利事务所
　 １２　 ４４２１０　 　广州市华创源专利事务所有限

公司
　 １３　 ４４２１１　 　中山市科创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１４　 ４４２１４　 　广州市红荔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１５　 ４４２１５　 　东莞市华南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

公司
　 １６　 ４４２１６　 　广东世纪专利事务所
　 １７　 ４４２１７　 　深圳市顺天达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１８　 ４４２１８　 　深圳市千纳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１９　 ４４２１９　 　汕头新星专利事务所
　 ２０　 ４４２２０　 　广州市一新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

公司
　 ２１　 ４４２２１　 　广东国欣律师事务所
　 ２２　 ４４２２２　 　广州创颖专利事务所
　 ２３　 ４４２２３　 　深圳新创友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２４　 ４４２２４　 　广州华进联合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２５　 ４４２２６　 　韶关市雷门专利事务所
　 ２６　 ４４２２７　 　广州三辰专利事务所
　 ２７　 ４４２２８　 　广州市南锋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８　 ４４２２９　 广州市深研专利事务所
　 ２９　 　 ４４２３０　 汕头市潮睿专利事务有限公司
　 ３０　 ４４２３１　 　东莞市中正知识产权事务所
　 ３１　 ４４２３２　 　深圳市隆天联鼎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３２　 ４４２３３　 　深圳市毅颖专利商标事务所
　 ３３　 ４４２３５　 　珠海市威派特专利事务所
　 ３４　 ４４２３６　 　广州弘邦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

公司
　 ３５　 ４４２３７　 深圳中一专利商标事务所
　 ３６　 　 ４４２３８　 深圳汇智容达专利商标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３７　 　 ４４２３９　 　广州中瀚专利商标事务所
　 ３８　 ４４２４０　 　深圳市百瑞专利商标事务所（普

通合伙）
　 ３９　 ４４２４１　 　深圳市智科友专利商标事务所
　 ４０　 ４４２４２　 　深圳市精英专利事务所
　 ４１　 ４４２４４　 　广州市天河庐阳专利事务所
　 ４２　 ４４２４５　 　广州市华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４３　 ４４２４６　 　深圳市兴力桥知识产权事务所
　 ４４　 ４４２４７　 　深圳市康弘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４５　 ４４２４８　 　深圳市科吉华烽知识产权事务所
　 ４６　 ４４２４９　 　东莞市创益专利事务所
　 ４７　 ４４２５０　 　佛山市科顺专利事务所
　 ４８　 ４４２５１　 　东莞市众达专利商标事务所（普

通合伙）
　 ４９　 ４４２５２　 　揭阳市博佳专利代理事务所
　 ５０　 ４４２５３　 　广州致信伟盛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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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　 ４４２５４　 　广州中浚雄杰知识产权专利代理
有限公司

　 ５２　 ４４２５５　 　中山市汉通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５３　 ４４２５６　 　深圳市凯达知识产权事务所
　 ５４　 ４４２５７　 　深圳市汇力通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５５　 ４４２５８　 　深圳市港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５６　 ４４２５９　 　广州凯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５７　 ４４２６０　 　深圳市兴科达知识产权事务所
　 ５８　 ４４２６２　 　珠海智专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５９　 ４４２６３　 　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
　 ６０　 ４４２６４　 　佛山市粤顺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６１　 ４４２６５　 　深圳市德力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６２　 ４４２６６　 　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
　 ６３　 ４４２６７　 　深圳冠华专利事务所（普通合

伙）
　 ６４　 ４４２６８　 　深圳市君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６５　 ４４２６９　 　深圳市维邦知识产权事务所
　 ６６　 ４４２７０　 　深圳市启明专利代理事务所
　 ６７　 ４４２７１　 　深圳市惠邦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６８　 ４４２７２　 　东莞市冠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６９　 ４４２７３　 　深圳市嘉宏博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
　 ７０　 ４４２７４　 　深圳市中联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７１　 ４４２７５　 　深圳市博锐专利事务所
　 ７２　 ４４２７６　 　深圳市远航专利商标事务所（普

通合伙）
　 ７３　 ４４２７７　 　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
　 ７４　 ４４２７９　 　深圳市万商天勤知识产权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７５　 ４４２８０　 　深圳市威世博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７６　 ４４２８１　 　深圳鼎合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７７　 ４４２８２　 　珠海市英华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７８　 ４４２８３　 　佛山市中迪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７９　 ４４２８４　 　东莞市科安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８０　 ４４２８５　 　深圳市深佳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８１　 ４４２８６　 　中山市铭洋专利商标事务所（普

通合伙）
　 ８２　 ４４２８７　 　深圳市世纪恒程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
　 ８３　 ４４２８８　 广州市越秀区哲力专利商标事

务所
　 ８４　 　 ４４２８９　 深圳市中原力和专利商标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８５　 　 ４４２９１　 广东秉德律师事务所
　 ８６　 ４４２９３　 　佛山市名诚专利商标事务所（普

通合伙）
　 ８７　 ４４２９４　 　广州天河互易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８８　 ４４２９５　 　广州市越秀区海心联合专利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８９　 ４４２９６　 　深圳市国科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９０　 ４４２９７　 　深圳市金笔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９１　 ４４２９８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９２　 ４４２９９　 　广州天河恒华智信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９３　 ４４３００　 　深圳翼盛智成知识产权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９４　 ４４３０１　 　汕头市南粤专利商标事务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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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普通合伙）
　 ９５　 ４４３０２　 　广州圣理华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９６　 ４４３０３　 　深圳市盈方知识产权事务所（普

通合伙）
　 ９７　 ４４３０４　 　深圳市铭粤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９８　 ４４３０５　 　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
　 ９９　 ４４３０６　 　深圳市携众至远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普通合伙）
　 １００　 ４４３０７　 　佛山东平知识产权事务所（普通

合伙）
　 １０１　 ４４３０８　 　东莞市展智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１０２　 　４４３０９　 　深圳市合道英联专利事务所（普

通合伙）
　 １０３　 ４４３１０　 　广东赋权律师事务所
　 １０４　 ４４３１１　 　深圳市鼎言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１０５　 ４４３１２　 　深圳市恒申知识产权事务所（普

通合伙）
　 １０６　 ４４３１３　 深圳力拓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１０７　 　４４３１４　 深圳市瑞方达知识产权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１０８　 　４４３１５　 深圳市君盈知识产权事务所（普

通合伙）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１　 ４５１０２　 　柳州市集智专利商标事务所
　 ２　 ４５１０４　 　广西南宁公平专利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
　 ３　 ４５１０６　 　广西南宁明智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责任公司
　 ４　 ４５１０７　 　桂林市持衡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

公司

　 ５　 ４５１０８　 　梧州市万达专利事务所
　 ６　 ４５１０９　 　玉林市振盛专利商标代理事务所
　 ７　 ４５１１２　 　桂林市华杰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

责任公司
　 ８　 ４５１１３　 　柳州市荣久专利商标事务所（普

通合伙）
　 ９　 ４５１１４　 　广西南宁汇博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１０　 ４５１１５　 　北海市海城区佳旺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海　 南　 　 　 　 　

　 １　 ４６００１　 　海口翔翔专利事务有限公司
　 ２　 ４６００２　 　海口兴南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重　 庆　 　 　 　
　 １　 ５０１０２　 　重庆市恒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２　 ５０１２３　 重庆华科专利事务所
　 ３　 　 ５０１２５　 重庆创新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４　 　 ５０２０９　 重庆弘旭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５　 　 ５０２１０　 重庆志合专利事务所
　 ６　 　 ５０２１１　 重庆市前沿专利事务所
　 ７　 　 ５０２１２　 　重庆博凯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８　 ５０２１３　 　重庆中之信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９　 ５０２１５　 　重庆辉腾律师事务所
　 １０　 ５０２１６　 　重庆为信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四　 川　 　 　 　 　

　 １　 ５１１００　 　成都立信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　 ５１１０１　 　成都科奥专利事务所
　 ３　 ５１１０６　 　德阳三星专利事务所
　 ４　 ５１１２０　 　成都市辅君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５　 ５１１２４　 　成都虹桥专利事务所
　 ６　 ５１１２６　 　成都中亚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７　 ５１２００　 　成都信博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８　 ５１２０２　 　成都科海专利事务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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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５１２０７　 　南充三新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５１２０８　 　成都博通专利事务所
　 １１　 ５１２１１　 　成都天嘉专利事务所（普通合

伙）
　 １２　 ５１２１２　 　成都赛恩斯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１３　 ５１２１３　 　四川省成都市天策商标专利事

务所
　 １４　 ５１２１４　 　成都九鼎天元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１５　 ５１２１５　 　成都惠迪专利事务所
　 １６　 ５１２１６　 　四川君士达律师事务所
　 １７　 ５１２１７　 　成都和睿达专利代理事务所（普

通合伙）
　 １８　 ５１２１８　 　成都金英专利代理事务所
　 １９　 ５１２１９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２０　 ５１２２０　 　成都行之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

合伙）
　 ２１　 ５１２２１　 　四川力久律师事务所
　 ２２　 ５１２２２　 　成都高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２３　 ５１２２３　 成都华典专利事务所（普通合

伙）
　 ２４　 　 ５１２２４　 成都顶峰专利事务所（普通合

伙）
　 ２５　 　 ５１２２５　 　四川泽坤律师事务所
贵　 州　 　 　 　
　 １　 ５２００２　 　贵阳东圣专利商标事务有限公司
　 ２　 ５２１００　 　贵阳中新专利商标事务所
　 ３　 ５２１０２　 　遵义市遵科专利所
　 ４　 ５２１０５　 贵州省遵义科峰专利商标事务所
　 ５　 　 ５２１０６　 贵阳中工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云　 南　 　　 　 　

　 １　 ５３１００　 　昆明正原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　 ５３１０２　 　红河州专利事务所
　 ３　 ５３１０４　 　云南省曲靖市专利事务所
　 ４　 ５３１０６　 　昆明大百科专利事务所
　 ５　 ５３１０８　 　昆明协立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６　 ５３１１０　 　云南派特律师事务所
　 ７　 ５３１１２　 　昆明慧翔专利事务所
　 ８　 ５３１１３　 　昆明合众智信知识产权事务所
　 ９　 ５３１１５　 　昆明今威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１０　 ５３１１６　 　昆明知道专利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企业）
陕　 西　 　 　 　
　 １　 ６１１００　 　西安文盛专利代有限公司
　 ２　 ６１１０６　 　宝鸡市新发明专利事务所
　 ３　 ６１１０８　 　西安吉盛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４　 ６１１１４　 　西安新思维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

公司
　 ５　 ６１２００　 　西安通大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６　 ６１２０１　 　西安永生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７　 ６１２０２　 　西安西达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８　 ６１２１１　 　西安智邦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９　 ６１２１３　 　西安创知专利事务所
　 １０　 ６１２１４　 　西安弘理专利事务所
　 １１　 ６１２１５　 　西安智大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１２　 ６１２１６　 　西安恒泰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１３　 ６１２１７　 　西安西交通盛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责任公司
　 １４　 ６１２１８　 　西安高新睿通知识产权事务所
甘　 肃　 　 　 　
　 １　 ６２００２　 　兰州中科华西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２　 ６２１０２　 　兰州振华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青　 海　 　 　 　
　 １　 ６３１０２　 　西宁正坤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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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　　 　 　

　 １　 ６４１００　 　宁夏专利服务中心
　 ２　 ６４１０２　 　银川长征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３　 ６４１０３　 　合天律师事务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１　 ６５１０２　 　石河子恒智专利代理事务所
　 ２　 ６５１０５　 　乌鲁木齐合纵专利商标事务所
　 ３　 ６５１０６　 　乌鲁木齐中科新兴专利事务所
　 ４　 ６５１０７　 　乌鲁木齐新科联专利代理事务所

（有限公司）
　 ５　 ６５１０８　 　乌鲁木齐市禾工专利代理事务所
香港特别行政区　　 　

　 １　 ７２００１　 　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
　 ２　 ７２００２　 　永新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３　 ７２００３　 隆天国际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国防专利代理机构
　 １　 １１００７　 　核工业专利中心
　 ２　 １１００８　 　中国航空专利中心
　 ３　 １１００９　 　中国航天科技专利中心
　 ４　 １１０１０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专利中心
　 ５　 １１０１１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专利中心
　 ６　 １１０２４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专利中心
　 ７　 １１０２６　 　中国船舶专利中心
　 ８　 １１０２８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专利中心
　 ９　 １１０３５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专利服务

中心
　 １０　 １１０３６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专利服

务中心
　 １１　 １１０４０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专利服

务中心
　 １２　 １１０４３　 　国防专利服务中心
　 １３　 １１０４４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专利服务

中心
　 １４　 １１０４６　 　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研究院专利

服务中心
　 １５　 １１１１７　 　首钢总公司专利中心
　 １６　 １１１２０　 　北京理工大学专利中心
　 １７　 １１２１５　 　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协会专利

中心
　 １８　 ２１２００　 　大连理工大学专利中心
　 １９　 ２３２００　 　哈尔滨工业大学专利中心
　 ２０　 ３１１０７　 　上海航天局专利中心
　 ２１　 ３２００２　 　总装工程兵科研一所专利服务

中心
　 ２２　 ３２２０３　 　南京理工大学专利中心
　 ２３　 ４２２０１　 　华中科技大学专利中心
　 ２４　 ４３１０２ 　 湖南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

专利中心
　 ２５　 　 ４３２００　 中南大学专利中心
　 ２６　 ４３２０２　 　国防科技大学专利服务中心
　 ２７　 　 ５０２０１　 重庆大学专利中心
　 ２８　 　 ５１１２１　 成飞（集团）公司专利中心
　 ２９　 　 ５１２０３　 电子科技大学专利中心
　 ３０　 ５１２１０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专利中心
　 ３１　 ５２００１　 　贵州国防工业专利中心
　 ３２　 ６１００１　 　中国科学院西安专利中心
　 ３３　 ６１２０４　 　西北工业大学专利中心
　 ３４　 ６１２０５　 　陕西电子工业专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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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科学技术部、农业部、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版权局、
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
知识产权服务业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国知发规字［２０１２］１１０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委、
局），农业厅（委、局），商务主管部门，工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各直属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版权局，林业局：

为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国发［２００８］１８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高
技术服务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１］５８号），加快培育和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农业部、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国家版权局、国家林业局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的指导意见》，现
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３日

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的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国
发［２００８］１８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
展高技术服务业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２０１１］
５８号），积极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培育产
业发展新优势，强化知识产权服务对科技进步和

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现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充分认识知识产权服务业对我国经济发

展的重要作用
知识产权服务业，主要是指提供专利、商标、

版权、商业秘密、植物新品种、特定领域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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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等各类知识产权“获权—用权—维权”相关服
务及衍生服务，促进智力成果权利化、商用化、
产业化的新型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
是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的重点领域。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
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战略转
型期。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有利于提升自主创
新的效能与水平，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
效益，有利于形成结构优化、附加值高、吸纳就
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发展知识产权服
务业，是促进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抓手，
是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

知识产权服务业技术与知识密集，附加值高，
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对外贸易和文化发展的
支撑作用日益显现，市场前景广阔，但存在政策
体系不完善，市场主体发育不健全，高端人才匮
乏，综合服务能力不强等问题，与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亟待着力培育发展。

二、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的指导思想、基本
原则与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加快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主线，完
善管理机制，建立健全服务体系，培育市场需求，
拓展服务模式，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快速、持续、
健康发展。

（二）基本原则
政府引导，市场驱动。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完善服务体系和配套政策。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发展社会化、专业化、规
模化的知识产权服务。

分类指导，突出重点。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不
平衡状况，对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实行分类指导，
明确知识产权代理服务、法律服务、信息服务、
商用化服务、咨询服务、培训服务等重点发展
领域。

夯实基础，创新发展。强化知识产权服务业
发展基础，加强基础信息资源和服务平台建设，
完善支撑体系。改革管理体制机制，深化服务内
容，创新服务模式，积极培育新兴业态。

（三）发展目标
总体目标：到２０２０年，知识产权服务与科技

经济发展深度融合，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
和管理能力大幅提升，为科技创新水平提升和经
济发展效益显著改善提供支撑；知识产权服务业
成为高技术服务业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明显提高。

主要目标：知识产权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公共服务和市场化服务协调发展；知识产权服务
主体多元化，形成一批专业化、规模化和国际化
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知识产权服务业从业人员
数量和服务能力大幅提高，人员结构优化，高端
人才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知识产权服务业规
模和产值占现代服务业的比重明显提高。

三、知识产权服务业重点发展的领域
（一）知识产权代理服务
加速发展专利、商标、著作权、集成电路布

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注册、登记、复审、
无效、异议等代理服务。引导发展特定领域知识
产权代理服务。着力提升代理机构涉外代理服务
能力。鼓励代理机构拓展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
量，壮大发展规模。

（二）知识产权法律服务
发展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服务，维护市场主体

的合法权益。鼓励拓展企业上市、并购、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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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投融资等商业活动中的知识产权法律服务，
加强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服务，完善中小微型企业
知识产权法律援助服务，拓展海外知识产权维权
服务，提升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熟悉和运用国际规
则的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

（三）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发展知识产权信息检索分析、数据加工、文

献翻译、数据库建设、软件开发、系统集成等信
息服务。鼓励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对知识产权基础
信息进行深度加工，支持利用移动互联网、下一
代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建设专业
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平台，创新服务模式，开发
高端知识产权分析工具，提高知识产权信息利用
效率。

（四）知识产权商用化服务
发展知识产权评估、价值分析、交易、转化、

质押、投融资、运营、托管等商用化服务。加强
和规范知识产权资产评估工作，建立健全知识产
权运营工作体系，完善以金融机构、创业投资为
主、民间资本广泛参与的知识产权投融资体系，
推动金融机构拓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鼓励
融资性担保机构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提供担保服
务，探索建立质押融资风险多方分担机制。

（五）知识产权咨询服务
发展知识产权战略咨询、政策咨询、管理咨

询、实务咨询等高端服务。积极引导知识产权专
业咨询机构健康发展，推动重大项目决策、行业
发展规划、产业联盟构建中的咨询服务，加强企
业管理制度完善、服务贸易、市场拓展、海外布
局、核心技术转让、标准化等事务中的咨询服务。

（六）知识产权培训服务
发展知识产权教育培训服务，提升知识产权

服务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制定知识产权人才职
业能力框架，引导培训机构规范发展，支持培训

机构开展职业分类分级实务培训，推进国际交流
合作，采用引进人才、合作办学等多种方式，培
育一批专业化的知识产权培训服务品牌机构。

四、加快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的主要任务
（一）夯实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基础
加强知识产权基础信息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

提升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能力，提供准确、及
时、全面的知识产权信息。支持欠发达地区完善
知识产权服务公共设施建设。建设全国专利技术
运用转化平台。利用云计算等先进信息技术，推
进标准化建设，促进资源共享。完善全国知识产
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建立政府部门、行业协会、
图书情报机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与企业、高校、
科研机构等共同参与、协调联动的服务体系。

（二）完善知识产权服务法律政策环境
结合科技、经济发展，及时修订完善知识产

权服务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加强产业、
区域、科技、贸易等政策与知识产权政策的衔接。
配合服务业改革的总体安排和试点工作，推动制
定有利于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的财政、金融和税
收政策。研究推动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享受相关税
收优惠政策。建立并完善重大经济科技项目知识
产权审议制度。建立健全知识产权预警应急机制、
海外维权和争端解决机制。

（三）增强知识产权服务对经济的支撑作用
面向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

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汽车、石油化工等重点产业，
推动行业、企业建设相关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平台
和专题数据库，支持产业创新。推动知识产权服
务融入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特色产业优化升
级。加强专利、农产品商标、植物新品种等知识
产权服务，促进现代农业和现代林业创新发展。
加强版权、外观设计专利等知识产权服务，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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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业的繁荣发展。引导社会服务资源广
泛挖掘国内地理标志，积极拓展涉外地理标志，
进一步发挥地理标志及其专门保护在对外贸易和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实施知识产权服务
对接工程，为科技创新型中小微型企业提供全流
程知识产权服务。鼓励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在企业
产品出口、服务外包、境外设展、海外投资、品
牌输出、专利纳入标准等活动中提供专业化服务，
支持“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四）增强知识产权服务对科技的支撑作用
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提

供知识产权服务。促进闲置专利的筛选和实施，
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利转化提供多元化、市场
化的渠道。鼓励科技企业积极利用商标和商业秘
密制度保护创新成果。强化科技创新中的知识产
权导向，健全国家科技计划和科技重大专项知识
产权管理制度。鼓励科技重大专项有关单位根据
需要委托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提供咨询和服务。鼓
励科技企业孵化器、生产力促进中心、技术转移
机构、大学科技园等机构提供知识产权服务，提
升科技创新层次，保护科技创新成果，促进转化
应用。

（五）培育知识产权服务市场
按照政府职能转变和事业单位改革的要求，

推进知识产权领域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支持各地
有条件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企业化转制
改革试点，并按规定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有
序开放知识产权基础信息资源，使各类知识产权
服务主体可低成本地获得基础信息资源，以多种
方式参与知识产权服务，增强市场服务供给能力。
加大政府采购力度，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机
制，促进服务主体多元化。探索设立由国家引导、
多方参与的知识产权运营资金，促进知识产权运
用。培育发展知识产权证券化、知识产权保险、

知识产权经营等新兴模式。加强知识产权服务宣
传和文化建设，扩大行业影响。

（六）开展知识产权服务试点示范
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服务集聚发展和试点示范

工作，鼓励先行先试。支持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进
驻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现代服务业产业化
基地、高技术服务产业基地、国家服务业综合改
革试点、台港澳与内地合作区域，支持国家现代
服务业创新发展示范试点城市发展知识产权服务
业，引导知识产权服务集中、集约、集聚发展。
依托移动互联网、下一代互联网、云计算、物联
网等新技术，开展知识产权服务模式创新试点示
范项目。在知识产权服务业重点发展领域，开展
知识产权服务示范机构创建工作，推进知识产权
服务机构品牌建设，重点培育一批基础较好、能
力较强、业绩显著、信誉优良的知识产权服务机
构，提升社会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

（七）加强知识产权服务人才培养
推动建立知识产权服务人才职业资格制度和

职称评聘制度，加快培养知识产权实务人才。扩
大知识产权代理人才队伍规模，提高代理人专业
素质，发展知识产权管理、咨询、运营、评估、
保险、信息分析人才队伍。支持引进懂技术、懂
法律、懂经济、懂管理的复合型国际高端人才。
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人才培养机制，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鼓励开展校企合作，联合培养知识产权服
务人才。引进国际师资，积极开展职业培训，培
养知识产权服务高端实务人才。

五、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的主要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部门间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协调协作机

制，统筹规划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协调解决各
种突出问题。各有关部门和地方要结合实际情况，
制定推进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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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工作。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尽快形成总体部
署、各方协作、有效联动的工作格局。

（二）加大投入力度
推动国家设立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

有条件的地区设立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
落实高技术服务业产业化专项对知识产权服务的
支持。支持知识产权服务重大工程，开展知识产
权服务业统计调查，推进知识产权服务试点示范，
建设知识产权服务集聚区。实施知识产权服务引
导项目，培育知识产权服务品牌机构，支持和引
导民营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健康发展。鼓励金融机
构加大信贷支持，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产业
链融资等金融产品创新。综合运用基金、贴息、
担保等多种方式，引导吸引信贷资金、外资和社
会资本多渠道投向知识产权服务业。

（三）加强行业监管和自律
建立并完善知识产权服务行业协会（联盟），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联盟）在行业自律、标准制

定、产品推广、交流合作等方面的作用。建立合
理开放的知识产权服务市场准入制度，维护公平
竞争的市场秩序。建立知识产权服务标准规范体
系，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加强对服务机构和人
员的执业监督与管理，引导服务机构建立健全内
部管理制度。建立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分级评价体
系，完善行业信用评价、诚信公示和失信惩戒等
机制。鼓励服务机构成立区域性服务联盟，实现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加强政府对行业协会的指
导、支持与监管。

（四）建立统计监测体系
建立知识产权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明确统

计范围和统计对象，设计统计指标，规范统计内
容，统一统计口径，支持完善高技术服务统计监
测体系。探索研究将知识产权服务的新兴业态纳
入国家统计的方式方法。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服务
业发展监测和信息发布机制。

国家知识产权局
关于第十四届中国专利奖授奖的决定

国知发管字［２０１２］１１１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和
单位知识产权工作管理机构，各有关全国性行业协会：

为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全面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对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的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对
推动技术（设计）创新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利权人和发明人（设计人）等给予表彰。

根据《中国专利奖评奖办法》的规定，经各地方知识产权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有关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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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业协会，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推荐，由中国专利奖评审委员会评审、国家知识产
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审核，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决定授予“一种煤炭直接液化的方
法”等２０项发明、实用新型专利中国专利金奖，“冰箱（三门）”等５项外观设计专利中国外观设计金
奖；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授予“冶金熔渣粒化装置”等２６２项发明、实用新型专利中国专利优秀奖，
“旅行车（Ａ）”等４４项外观设计专利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授予湖南省知识产权
局等８家单位中国专利奖最佳组织奖，授予江苏省知识产权局等１９家单位中国专利奖优秀组织奖。

对荣获中国专利奖的发明人（设计人），所在单位应将其获奖情况记入本人档案，作为考核、晋
升、聘任技术职务的重要依据，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应给予相应的奖励。

全国广大知识产权工作者要向受表彰的专利权人和发明人（设计人）学习，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锐意进取，努力开创知识产权工作新局面，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附件：１ 第十四届中国专利金奖项目名单
　 　 　 ２ 第十四届中国外观设计金奖项目名单
　 　 　 ３ 第十四届中国专利优秀奖项目名单
　 　 　 ４ 第十四届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项目名单
　 　 　 ５ 第十四届中国专利奖最佳组织奖、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

国家知识产权局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５日

附件１

第十四届中国专利金奖项目名单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发明人 推荐单位或院士

１ ２００４１００７０２４９ ６
一种煤炭直接液化的
方法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神华煤制油
化工有限公司

张玉卓、舒歌平、金嘉璐、
崔民利、吴秀章、任相坤、
徐耀武、梁仕普、黄剑薇、
袁　 明、高聚忠、朱豫飞

中国煤炭工业
协会

２ ９７１０６４４８ ２
苯和乙烯制乙苯的烷
基化方法

中国石油化工总公
司、中国石油化工总
公司上海石油化工研
究院

杨为民、孙洪敏、唐玉民、
陆敏侠、朱慧芬、薛立新

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３ ０２８２２２１８ ０
戊型肝炎病毒单克隆
抗体及其用途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
大学

夏宁邵、张　 军、顾　 颖、
李少伟、葛胜祥、何志强 科学技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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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发明人 推荐单位或院士

４ ２００８１００５６８９６ Ｘ
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
器的驱动装置

北京京东方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高文宝、殷新社、肖向春 北京市知识产

权局

５ ９５１１０９４７ ２
电力系统暂态稳定在
线监视和预防控制的
方法

国电自动化研究院 薛禹胜 南京市知识产
权局

６ ００８００２９７ ５
物理层与网络层侧设
备间传输数据的数据
传输装置和方法

信息产业部武汉邮电
科学研究院 余少华

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７ ２０１０１０１４５３１２ ３
动力单元及其控制
方法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
公司

詹纯新、刘　 权、高一平、
黎伟福、王少军、周　 红

湖南省知识产
权局

８ ０３１０８８１４ ７
新型作为酪氨酸激酶
抑制剂的稠合的喹唑
啉衍生物

浙江贝达药业有限
公司

张晓东、谢国建、查理
斯·大卫斯、陈振庄、陈
　 行

科学技术部

９ ２００８１００５２５２８ ８
薯类原料酒精生产
方法 天津大学

张敏华、吕惠生、董秀芹、
李永辉、欧阳胜利、钱胜
华、张志强、刘宗章

天津市知识产
权局

１０ ２００８１０１３４７２６ ９
一种直线感应电机恒
转差频率矢量控制方
法及系统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

刘可安、尚　 敬、杨大成、
梅文庆

湖南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１ ２００４１００１４７７６ ５
组合式自拆装平衡重
装置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
公司

史先信、闫丽娟、单增海、
曹立峰、赵庆利

江苏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６２０５ ３ 特高压自耦变压器 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
责任公司 谢庆峰、韩晓东

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１３ ２００９２０２３７３９２ ８ 室外天线 杨瑞雄 杨瑞雄 广东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４ ２００６１００６９７６３ ７
一种交捻竹节纱的生
产方法

山东岱银纺织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赵焕臣、李广军、谢松才、
刘　 涛、王长青、于传文、
刘灿庆

山东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５ ２００８１０１００２２５ ９
两步发酵法生产可食
用纤维素 钟春燕 钟春燕 海南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６ ２００６１００１１９４４ ４
产生具有不同能量的
Ｘ射线的设备、方法
及材料识别系统

清华大学、同方威视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刘耀红、唐传祥、陈志强、
陈怀璧、刘晋升、高建军

中国专利保护
协会

１７ ２００４１００８０１９６ ６
时隙码分多址系统多
小区联合检测方法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王映民、钟　 南、任世岩、

刘　 宁
北京市知识产
权局

１８ ０２１００１７６ ６
气相双动态固态发酵
方法及其发酵装置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
研究所 陈洪章、李佐虎 中国科学院

１９ ００１０９５８８ ９
一种己内酰胺加氢精
制方法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
化工科学研究院

孟祥、宗保宁、慕旭宏、
王　 宣、张晓昕、闵恩泽 科学技术部

２０ ２００７１００１９４４１ ６
极坐标数控高效铣、
滚齿复合机床

南京工大数控科技有
限公司

黄筱调、洪荣晶、方成刚、
于春建

南京市知识产
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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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第十四届中国外观设计金奖项目名单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推荐单位

１ ２００９３０３８２４６０ ５ 冰箱（三门） 海尔集团公司、青岛
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王　 健、郭　 健、李晓峰、
蒲显开

青岛市知识产
权局

２ ２０１０３０１６７７９２ ４ 平弯组合钢化玻璃炉洛阳兰迪玻璃机器股
份有限公司 赵海洋、张克治 河南省知识产

权局

３ ０３３３６１６７ ３ 客车（ｆ）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
限公司

吴晓光、徐辉、马春新、
于　 伟、李正平、李广玉

河南省知识产
权局

４ ２００５３００４９０７５ ０ 起重机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
公司

易　 军、赵　 钢、熊　 凯、
李　 琼、周月芳

湖南省知识产
权局

５ ２０１０３０２３４５８５ ６
空调室内机（分体
壁挂式１０ － ７６）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张　 辉、李　 亮、吴欢龙、
陈绍林、徐美双、龙　 腾、
靳　 岚、杨俭群、古汤汤、
王现林

中国家用电器
协会

附件３
第十四届中国专利优秀奖项目名单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发明人 推荐单位或院士

１ ９８１０６８５５ ３ 冶金熔渣粒化装置 冶金工业部包头钢铁
设计研究院

奥里根斯基·费·雅、斯维
林·瓦·瓦、哈比布林·
拉·米、巴斯特雷金·谢·
谢、牟行余、王小功

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２ ９９１１３５０７ ５
注塑级玻璃纤维增强
聚丙烯组合物

合肥杰事杰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韩　 敏、杨桂生 安徽省知识产

权局

３ ９９１１７３７６ ７ 一种钻井旋转防喷器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
探工程有限公司 魏明扬、王福培、秦世宽 罗平亚、苏义脑

４ ９９８０１１３９ ８ 结构纹理防伪方法
广东正迪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海南亚元防
伪科技有限公司

陈明发 海南省知识产
权局

５ ００１３６１１９ ８
一种植物混凝土护砌
板块及其制作方法

上海嘉洁生态型混凝
土草坪有限公司 董建伟、王守良、裴宇波 王　 浩、王梦恕

６ ０１１２５６８９ ３
对流媒体服务器实现
负载均衡的方法和
设备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邓学来 广东省知识产
权局

７ ０１１３６８４７ ０
烷基苯磺酸盐为主表
面活性剂在三元复合
驱油中的应用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
公司

廖广志、杨振宇、刘　 奕、
韩培慧、伍晓林、周　 浩

黑龙江省知识
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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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０２１０４５２４ ０
四氯化硅氢化生产三
氯氢硅的方法

中国有色工程有限
公司

严大洲、毋克力、汤传斌、
肖荣晖、沈祖祥、陆志方、
宗绍兴、汪绍芬、万　 烨、
杨永亮、谢冬晖、刘建军

中国有色金属
工业协会

９ ０２１１２５３８ ４
软基处治大直径现浇
管桩复合地基施工
方法

河海大学 刘汉龙、马晓辉、宫能和、
费　 康、郝小员 周丰峻、王思敬

１０ ０２１１４１４２ ８ 邓恩桉组培育苗方法湖南省森林植物园
彭信海、蒋利媛、夏晓敏、
饶红欣、陈　 灵、罗先权、
刘先芳、贺莉平、李爱凤

湖南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１ ０２１１４９０３ ８
蛇床子总香豆素在制
备治疗银屑病药物中
的应用

杨利平 杨利平 桑国卫、钟南山

１２ ０２１２３９８９ ４
一种时频域大地吸收
衰减补偿方法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
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
公司

凌　 云、高　 军 李庆忠、戴金星

１３ ０２１２８３１２ ５
Ｎ －苯基吡唑衍生物
杀虫剂 王正权 王正权、李彦龙、郭同娟、

宋迎霞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１４ ０２１４６５７２ Ｘ
一种治疗冠心病室性
早搏的药物组合物及
制备方法

北京以岭药业有限
公司 吴以岭 北京市知识产

权局

１５ ０２１４９３２８ ６
聚乙二醇修饰门冬酰
胺酶的制备方法

连云港新阳医药有限
公司

孟宪台、彭　 滢、孙飘扬、
周云曙 林国强、周后元

１６ ０２１５７９４０ ７ 湿混降失水剂 大庆石油管理局 杨智光、徐永辉、武永波 罗平亚、童晓光

１７ ０２１５９９４２ ４ 森林脑炎纯化疫苗 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
有限责任公司

宋宗明、韩　 亮、郭　 新、
洪成龙、赵红丽、宋建军、
刘双军、钱依群、王　 全、
冉　 姝、岳立广、惠　 连

吉林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８ ０３１１４１７２ ２
聚丙烯、金属用热熔
粘合剂

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汪加胜、徐剑峰、唐舫成、
朱东湖

广州市知识产
权局

１９ ０３１２２８９２ ５
网络通信系统中用户
位置信息的传递方法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吴海军、徐晓林 中国专利保护

协会

２０ ０３１４６９５１ ５ 复方青蒿素 李国桥 李国桥、宋建平 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

２１ ２００３１０１０１６８３ １
一种水溶性溶剂再生
系统及其方法　

北京金伟晖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丁冉峰 中国发明协会

２２ ２００３１０１０３２５０ Ｘ
淡紫灰链霉菌海南变
种及由该菌种制备农
用抗生素的方法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所、福建凯立生物
制品有限公司

朱昌雄、蒋细良、谢德龄、
倪楚芳、许鸿章、孙东园、
姬军红、赵立平、田云龙

农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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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００３１０１０４１２６ ５
大型结构件焊接变形
控制方法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
轮机有限公司

殷安康、梁　 钢、张从平、
舒学芳、李　 睿、张　 慧、
曹天兰、匡清华、杨　 冬、
夏明星

四川省知识产
权局

２４ ２００３１０１０８５４７ ５ 一种涨壳式锚杆 吴德兴 吴德兴 葛修润、孙　 钧

２５ ２００３１０１１０６４９ ０
水溶性复合过硫酸氢
钾粉消毒剂

韶山大北农动物药业
有限公司、北京大北
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大北农动
物保健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莫　 云、刘　 彤、赵亚荣 张改平、夏咸柱

２６ ２００３１０１１１７７５ ８
一种可实现燃气－空
气比例调节的家用燃
气快速热水器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
限公司 黄启均 中国五金制品

协会

２７ ２００４１００１６１４３ ８
低比表面积高烧结活
性氧化锆粉体的制作
方法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
盐研究所

施剑林、蒋丹宇、张玉峰、
黄德信 中国科学院

２８ ２００４１００１９３３８ ８
吸油纤维及其制造
方法 天津工业大学 肖长发、封　 严、安树林、

贾广霞、张宇峰
天津市知识产
权局

２９ ２００４１００２０８５６ １
具有轮－腿－履带复
合移动机构的危险作
业机器人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
化研究所

李小凡、姚　 辰、王　 忠、
原培章、罗　 宇 中国科学院

３０ ２００４１００２６４６３ １ 辐射扩张式贴合鼓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
限公司 蔡汉生、郑伍昌 广东省知识产

权局

３１ ２００４１００２９８６２ ３
一种含沸石的烃类转
化催化剂及其制备
方法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
化工科学研究院

龙　 军、达志坚、田辉平、
陈振宇、舒兴田、张久顺、
刘宇键、朱玉霞、许明德、
唐立文

中国专利保护
协会

３２ ２００４１００４０１１０ ７
分装式环保型隧道防
火涂料　

公安部四川消防研
究所

毛朝君、兰　 彬、张庆明、
何世家 公安部

３３ ２００４１００４８２３１ ６
具有语音引导功能的
天地闩式推杠防盗报
警逃生装置　

北京科进天龙控制系
统有限公司 何培重、毛启春、高乃杰 公安部

３４ ２００４１００５０８６９ ３
水性单组分聚氨酯木
器漆及其制造方法　

广东美涂士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 李　 锋、周伟建 陈润生、孟安明

３５ ２００４１００５３１７９ ３ 药物洗脱支架 微创医疗器械（上
海）有限公司

唐智荣、兆　 恒、罗七一、
张　 一

中华全国专利
代理人协会

３６ ２００４１００６０９３５ ５
敞开式环式焙烧炉生
产预焙阳极的沥青烟
治理方法

广西强强碳素股份有
限公司 赵唯皓 广西壮族自治

区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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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２００４１００７１９４６ ３
以６号溶剂油提取天
然辣椒红色素的工业
生产方法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卢庆国、李凤飞、连运河、
姚宝书

河北省知识产
权局

３８ ２００４１００７７２５５ ４
一种单组分湿气固化
硅酮组合物的连续化
制造工艺

广州市白云化工实业
有限公司 缪明松、王洪敏、庞学新 中国氟硅有机

材料工业协会

３９ ２００４１００８１２３１ ６
聚氯乙烯增韧增强母
粒及其制备方法与
应用

四川大学 郭少云、熊　 英、陈光顺、
陈　 跃 教育部

４０ ２００４１００９３９７７ ９
一种噻吨酮－ ２ －羧
酸酯光引发剂

天津久日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 解敏雨 周其林、李正名

４１ ２００５１０００２３９１ １
一种培育矮败小麦的
方法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育种栽培研究所 刘秉华、杨　 丽、王山荭 农业部

４２ ２００５１０００５２９２ ９
机动车制动防抱死的
控制系统和方法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宋佑川 科学技术部

４３ ２００５１００１２７３８ ０
清热化痰，宣肺定喘
的中药组合物及其
制法

荣昌制药（淄博）
有限公司 郭桂秋、房国栋 山东省知识产

权局

４４ ２００５１００１６８７８ ５
微合金化高强度灰
铸铁 吉林大学 姜启川、逄　 伟、邓　 钢、

王金国、王慧远
吉林省知识产
权局

４５ ２００５１００２４７２３ ６ 水乳型圆网感光胶 上海洁润丝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潘跃进、聂昌颉 上海市知识产

权局

４６ ２００５１００２７４０４ ０
低铁损高磁感冷轧无
取向电工钢板的生产
方法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

李国保、王　 波、刘献东、
张丕军、张文学、陈　 晓

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４７ ２００５１００２８３９６ １
一种从植物油树脂中
分离提纯叶黄素晶体
的方法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新昌制药厂

许新德、邵　 斌、周　 迪、
叶双明、王燕峰、陈伯秋

中国食品添加
剂和配料协会

４８ ２００５１００３６１６８ ９
高韧性填充增强聚苯
硫醚复合材料及其制
备方法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金发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郭建明、薄文海、叶南飚、
王　 林、蔡彤 汪旭光、周克崧

４９ ２００５１００３８５６１ １
穿心莲内酯磺化衍生
物及其药物组合物

江西青峰药业有限
公司

唐春山、叶文才、胡永美、
杨小玲

江西省知识产
权局

５０ 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８８４ ６
一种用于治疗冠心病
心绞痛的药物组合物

陕西步长制药有限
公司 赵　 涛、林玉红、杨娟英 陕西省知识产

权局

５１ 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２０３５ ２
机械式无线随钻测
斜仪

中国石化集团胜利石
油管理局钻井工艺研
究院

蔡文军、王　 平、祝远征、
董怀荣、张仁龙、梁子波 沈忠厚、顾心怿

５２ 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８５７６ ６
在互联网上堵截色情
图像与不良信息的
系统

郑州金惠计算机系统
工程有限公司

赵慧琴、周　 踂、汤怀礼、
李弼程、彭天强、曹　 闻、
张晨民

沈昌祥、霍裕平

５３ 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８９５６ Ｘ
一种１，３ －环己二
酮的制备方法 浙江工业大学 徐振元、胡智燕、许丹倩 浙江省知识产

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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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２００５１００５０２５２ ６
一种基于阻力系数等
效的炉顶压力控制
方法

杭州哲达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杨春节、沈新荣 杭州市知识产

权局

５５ ２００５１００５０４２５ ４
无铅易切削低锑铋黄
铜合金及其制造方法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张　 明、谢　 潇、蔡洎华、
孟宪旗

宁波市知识产
权局

５６ ２００５１００５７０３９ ８
立体成像的智能胶囊
式消化道内窥镜

重庆金山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王金山、李向东 科学技术部

５７ ２００５１００６１４８６ ０
一种制备正丙胺的催
化剂及其制备方法和
应用　

浙江建业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陈新发、杨永军、王烈锋、
汪小平、王讯文

杭州市知识产
权局

５８ ２００５１００７９９００ ０
一种复合基质长余辉
荧光材料及其制备
方法

四川新力光源有限
公司

张　 明、张　 立、张小磊、
张　 强

成都市知识产
权局

５９ ２００５１００８０３３７ ９
一种中小型工业煤粉
锅炉系统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
京煤化工研究分院

王乃继、纪任山、王　 昕、
麻　 林、何海军、范　 玮、
肖翠微、冀　 飞、高明山

中国煤炭工业
协会

６０ ２００５１００８６３８８ ２
一种纳米碳酸钙颗粒
的制备方法

山东海泽纳米材料有
限公司、清华大学

骆广生、陈祥芝、王玉军、
陈桂光、王　 凯、陈绪奎、
杜　 磊、徐建鸿

教育部

６１ ２００５１００８６９７２ ８
一种宽带无线城域网
中语音通信的服务质
量保证方法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
研究所

胡金龙、庞　 迪、孙　 毅、
石晶林 中国科学院

６２ 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５３４４ ６
一种用于同时脱除硫
化氢和二氧化碳的溶
剂和方法　

南化集团研究院 毛松柏、朱道平、叶　 宁、
丁雅萍、赵运生、陈小花

南京市知识产
权局

６３ 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５７７６ ７
微光变图像的激光直
写方法及装置

苏州大学、苏州苏大
维格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魏国军、陈林森、邵　 洁、
周小红、解正东、周　 翔

江苏省知识产
权局

６４ ２００５１０１００１４７ ９
消除彩色血流图像中
速度异常点的方法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永强 中国医疗器械

行业协会

６５ ２００５１０１０２７４４ ５
数据业务控制系统及
控制网络以及业务控
制方法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公司

李默芳、魏　 冰、周　 彬、
王晓云、袁向阳、段　 翔、
王崇萍、段晓东

邬贺铨、陈俊亮

６６ ２００５１０１０３２８９ ０ 功图法油井计量装置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

黄　 伟、郭方元、杨　 瑞、
姚　 斌、王永全 郭尚平、袁士义

６７ ２００５１０１１０６３０ ５
一种检测氮化镓基发
光二极管质量优劣的
方法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
物理研究所、上海蓝
宝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陆　 卫、夏长生、李志锋、
李　 宁、王少伟、张　 波、
陈平平、陈效双、陈明法

中国科学院

６８ ２００５１０１１５６４５ ０
增加牛奶共轭亚油酸
（ＣＬＡ）含量的营养
调控方法及饲料

传喜（北京）乳业
工程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王加启、卜登攀、周凌云 农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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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２００５１０１１９７４６ ５
应用长晶体的钢水液
位检测装置 田志恒 田志恒、姜　 虹 湖南省知识产

权局

７０ ２００５８００１８４１９ ９
硅基液晶微型显示装
置中的纳米碳管技术

武汉全真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

金吉宏、郭·查尔斯·
楚威

湖北省知识产
权局

７１ ２００６１０００１８４０ ５
一种音／视频数据的
网络传输方法

成都索贝数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欧阳睿章、余军、吴文杰 四川省知识产

权局

７２ ２００６１００１２３５４ ３
铁路架桥机架设隧道
前最后一孔桥及进隧
道的方法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
股份有限公司

张红卫、江创华、黄树军、
魏福祥、杨翠红、李　 坤、
周春江、邢立成、乔伟立、
耿冬梅

河北省知识产
权局

７３ ２００６１００１７２２６ ８
核磁共振与瞬变电磁
联用仪及其方法 吉林大学 林　 君、段清明、王应吉、

王中兴、孙淑琴、荣亮亮 国土资源部

７４ ２００６１００２１７５３ ６
一种旋流粉煤燃烧
器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
炉股份有限公司

刘泰生、张山鹰、叶恩清、
但家瑜、姚本荣、霍锁善、
谢　 佳、李　 燎、李季梅、
文　 斌

四川省知识产
权局

７５ ２００６１００２１８２１ ９
钢轨热处理方法及钢
轨热处理机组

攀枝花钢铁（集团）
公司、攀钢集团攀枝
花钢铁研究院

战金龙 四川省知识产
权局

７６ ２００６１００２１９１７ ５
４ －氨基－ ３，５，６ －
三氯吡啶－ ２ －甲酸
的化学合成方法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 黄世伟 四川省知识产

权局

７７ ２００６１００２５４４５ ０
光刻机成像光学系统
像差现场测量方法

上海微电子装备有限
公司 王　 帆、马明英、王向朝 上海市知识产

权局

７８ ２００６１００３３２５４ ９
一种喷涂聚脲高强弹
性防水涂料及其施工
方法

广州秀珀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谢亦富、颜再荣、周子鹄、
李赉周

广州市知识产
权局

７９ ２００６１００３４６４１ ４
调整移动通信天线电
下倾角的控制装置

京信通信技术（广
州）有限公司 段红彬、刘英宇 广东省知识产

权局

８０ ２００６１００３６５３６ ４
消除文件存储系统中
冗余文件的系统及
方法

腾讯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 熊展志、张立明 潘云鹤、李伯虎

８１ ２００６１００６０９１０ ４
一种片式元件表面材
料喷雾涂敷的方法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贾广平、成学军、邵庆云、
李　 蕾、郭　 海、吴耀华、
彭朝阳

深圳市知识产
权局

８２ ２００６１００８００６４ ２
一种用于交通抗车辙
的沥青改性剂及其改
性沥青和沥青混合料

深圳市海川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海川
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赵欣平、汤惠工、何唯平 深圳市知识产
权局

８３ ２００６１００８３７０６ ４
一种消炎药物及其制
备方法

江苏济川制药有限
公司 曹龙祥、李昌龙、田　 刚 江苏省知识产

权局

８４ ２００６１００８５７５０ ９
超高压直流线路故障
的行波识别方法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
限公司 李海英、王俊生、卢　 宇 工业和信息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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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２００６１００９９３８１ ９
一种增韧的复合材料
层合板及其制备方法

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
团公司北京航空材料
研究院

益小苏、安学锋、唐邦铭、
张　 明

国家国防科技
工业局

８６ ２００６１０１０６７２０ １
一种治疗慢性肝病的
中药复方制剂及其制
备方法

上海现代中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

张　 宁、王成荣、刘　 平、
卞化石、张建华、袁秀荣、
刘成海、金要王、平海波

陈凯先、
Ｆｅｒｉｄ Ｍｕｒａｄ

８７ ２００６１０１１６１０７ ８
履带起重机超起工况
下力矩控制的方法与
装置

上海三一科技有限
公司 刘金江、龙刚强、谢　 军 上海市知识产

权局

８８ ２００６１０１１７２４０ ５
一种诱发板料回弹的
非对称拉伸成形模具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

蒋浩民、石　 磊、陈新平、
谢坚强

中华全国专利
代理人协会

８９ ２００６１０１２３８９３ ４
用于锡膏印刷的Ｌ型
双镜头图像采集装置华南理工大学 张宪民、邝泳聪、卢盛林、

吴晖辉、李华会
广东省知识产
权局

９０ ２００６１０１２５０６２ ０
电动气压式板单元件
Ｕ形肋装配机

武船重型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陈望民、陈家菊、陈复保、
林惠蕾

湖北省知识产
权局

９１ ２００６１０１３１９５３ ７
一种植物生长营养液
的制备方法

内蒙古永业农丰生物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吴子申、高　 静、高莉芬、
王丽霞、谢荣增、弓　 强

内蒙古自治区
知识产权局

９２ ２００６１０１４３８６１ ０
无线接入系统及其
方法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

卢　 忱、梁永胜、王云峰、
李　 岩、冯维昭

中国专利保护
协会

９３ ２００６１０１５４９６８ ５
一种异丙醇的合成
方法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陈国建、吴建仲 浙江省知识产

权局

９４ ２００６１０１６１２９５ ６
６０６３铝合金Ｎｏｃｌｏｃｋ
无腐蚀钎剂气保护炉
钎焊工艺方法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第十四研究所 赵仁祥、程肇德 国家国防科技

工业局

９５ ２００６１０２００３３１ ５ 实木地板加工方法 久盛地板有限公司 张恩玖、钱新民、巫汉生 张齐生、王明庥

９６ ２００７１０００３４１３ ５
一种集装箱吊具减摇
装置

交通部水运科学研
究院 饶京川、李海波 交通运输部

９７ ２００７１０００６０７０ ８
冰箱冷藏室加湿控制
方法及装置及装配该
装置的冰箱

河南新飞电器有限
公司

肖建军、王跃河、宏　 伟、
陶晓彦、郑新建

河南省知识产
权局

９８ ２００７１０００８５４２ ３
沥青水泥砂浆搅拌工
艺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
公司、福建南方路面
机械有限公司

梁　 毅、李慧敏、许　 非、
刘东红、原文利、田朝霞、
苏赣斌、黄文景、彭思明、
汤　 明

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９９ ２００７１０００９１３７ ３ 一种取气式启动系统天广消防股份有限
公司 谢炳先、陈秀玉 福建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００ ２００７１００１０５１６ ４
Ｘ射线实时成像自动
成像记忆控制检测
方法

丹东奥龙射线仪器有
限公司 姜盛杰、管春璞 辽宁省知识产

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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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 ２００７１００１１４２５ ２
一种劣质汽油馏分生
产低硫汽油的方法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抚顺
石油化工研究院

赵乐平、方向晨、尤百玲、
王继锋、关明华、段为宇、
刘继华、李　 扬

包信和、胡永康

１０２ ２００７１００１４０３７ Ｘ
传感器式高压电能计
量方法

淄博计保互感器研
究所

单业才、荣　 博、赵振晓、
姚伟庆、刘宇鹏

中国仪器仪表
行业协会

１０３ ２００７１００１８２１８ Ｘ
适用于强电类电器设
备的气溶胶灭火组
合物

陕西坚瑞消防股份有
限公司 郭鸿宝、张赞锋 陕西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０４ ２００７１００１８４４０ Ｘ
履带式全液压坑道
钻机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
安研究院

殷新胜、田宏亮、姚　 克、
孙保山、邬　 迪

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１０５ ２００７１００１８５２４ ３
钻井泵缸套内外表面
冷却装置

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
任公司

蒲容春、郝建旭、骆宏骞、
祖慧玲

陕西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０６ ２００７１００１９１０２ ８
断路器用弹簧操作
机构

天水长城开关厂有限
公司 马炳烈、杨敬华、张　 炜 甘肃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０７ ２００７１００１９６５９ １
一种雷管激发装置及
使用该装置的雷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沈兆武、周听清、马宏昊 中国科学院

１０８ ２００７１００２０６９９ ８
三氯蔗糖－ ６ －酯的
制备方法

常州市牛塘化工厂有
限公司 蔡　 亚、王方大 江苏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０９ ２００７１００２１０２９ ８
轨道式输送机控制
装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

楼佩煌、张　 炯 江苏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１０ ２００７１００２４２９９ ４
大气成分垂直分布探
测的多轴差分吸收光
谱方法与装置

无锡中科光电技术有
限公司

谢品华、李　 昂、刘文清、
窦　 科、司福祺、陆志贤、
张玉钧、刘建国

环境保护部

１１１ ２００７１００２５３１７ ０
散状物料高精度皮带
称重阵列系统

南京三埃工控股份有
限公司 袁延强 中国衡器协会

１１２ ２００７１００２７３４８ Ｘ
过硫酸钠生产过程中
的脱氨方法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李金荣、张志洪、黄伟鹏、
刘志平、庄景发、郑鹤立 郭慕孙、李洪钟

１１３ ２００７１００３１５０２ ０
微浏览器处理ＪａｖａＳ
ｃｒｉｐｔ信息的方法及
其装置

广州市动景计算机科
技有限公司、优视科
技有限公司

何小鹏、梁　 捷、郑从威、
陈德志、江蔚然

广东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１４ ２００７１００３１８１２ ２
用细胞系生产猪瘟活
疫苗的方法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
所、广东永顺生物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

宁宜宝、吴文福、林旭聎、
张毓金、李嘉爱、赖月辉、
张国丽、岑小清、游启有、
王少英、司徒剑谋

农业部

１１５ ２００７１００４４５２０ ２
用于核电站的混凝土
蜗壳海水循环泵

上海阿波罗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陆金琪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１１６ ２００７１００５１３７６ ５
弹簧压紧吸气口直接
吸气方式的压缩机

黄石东贝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杨百昌、曹礼建、戴竞雄、
陆龙富

湖北省知识产
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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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 ２００７１００５２３７５ ２
数字式交直流局部放
电检测方法及装置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
武汉南瑞有限责任公
司、国网电力科学研
究院

伍志荣、聂德鑫、罗先中、
邓建钢、关庆华

湖北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１８ ２００７１００５５２８４ ４ 聚氯乙烯果树专用膜白山市喜丰塑业有限
公司

祝年锋、李炳君、孔　 杰、
毕书铭

吉林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１９ ２００７１００５６１４４ ９
芪蛭降糖胶囊及其制
备方法

吉林一正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 林　 兰、于春江 吉林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２０ ２００７１００６０１８２ １ 海上多用途浮箱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
勤部军事交通运输研
究所

王广东、刘　 莉、张长林、
寇　 雄、丁　 宁、谭振东、
冯日儒

徐寿波、徐滨士

１２１ ２００７１００６１４０９ ４
聚乙烯果蔬气调保鲜
袋及其生产工艺和
应用

山西三水渗水膜科技
发展中心 姚建民 山西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２２ ２００７１００７１００４ ９
液化气脱硫醇碱液氧
化再生方法及装置

宁波中一石化科技有
限公司 聂通元、王　 铭 宁波市知识产

权局

１２３ ２００７１００８６４７５ ７
一种用于连续铸钢工
艺中的内水口压紧
装置

马鞍山市双益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尹德海、曹　 伟、印　 平 安徽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２４ ２００７１００９０２７３ Ｘ
一种光传送网中客户
信号传送方法及相关
设备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董立民、吴秋游 李乐民、朱中梁

１２５ ２００７１００９７２６３ ９
控制空调器按照自定
义曲线运行的方法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马颖江、张有林、梁　 博、
米雪涛、曹　 璇

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

１２６ ２００７１００９８３３７ ０ 多功能豆浆机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王旭宁、左奉辉 济南市知识产
权局

１２７ ２００７１００９９０４４ ４
一种多模态自发荧光
断层分子影像仪器及
重建方法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
究所

田　 捷、秦承虎、吕玉杰、
杨　 鑫 吴宏鑫、戴汝为

１２８ ２００７１００９９１５６ Ｘ
一种氨－钙复合皂化
剂的制备及连续皂化
萃取的方法　

五矿（北京）稀土
研究有限公司 廖春生 北京市知识产

权局

１２９ ２００７１００９９４９０ ５
磁性液体密封装置中
密封组件的装配方法北京交通大学 李德才、王淑珍 教育部

１３０ ２００７１０１０９３７４ ７
无氧化无还原火法精
炼铜工艺

阳谷祥光铜业有限
公司 周松林、周　 皓 山东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３１ ２００７１０１１６２４８ ４ 低温超导强磁除铁器
山东华特磁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科
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朱自安、王兆连、侯治龙、
刘凤亮、孔凡祝、周　 谨

山东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３２ ２００７１０１１８０７９ ８
基于通用消息总线的
通用业务系统架构的
实现方法

杭州东信北邮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廖建新、王　 晶、王　 纯、
李　 炜、徐　 童、朱晓民、
张　 磊、张乐剑、沈奇威、
樊利民、程　 莉

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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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 ２００７１０１１８８５４ Ｘ
一种烯烃聚合催化剂
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

义建军、崔春明、李华姝、
伊宝作、张建颖、郎笑梅、
吴林美

佟振合、段　 雪

１３４ ２００７１０１１９７５６ ８ 矿山充填设备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于润沧、施士虎、张　 敬、
李浩宇

北京市知识产
权局

１３５ ２００７１０１２１９９３ ８ 立体显示装置 深圳超多维光电子有
限公司 杨　 扬、戈　 张 广东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３６ ２００７１０１２２１６４ １
液晶显示装置高动态
对比度的处理装置和
处理方法

北京京东方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陈　 明、金炯禘 许祖彦、欧阳

钟灿

１３７ ２００７１０１２３９６４ ５
一种环境友好的镍／
钴／铁合金生产工艺
及其系统

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
有限公司 许开华、袁文鹏 湖北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３８ ２００７１０１２８９４２ ８
热塑性弹性体面整芯
阻燃输送带及其制造
方法

安徽中意胶带有限责
任公司 宋长江、袁陆海 常印佛、袁　 亮

１３９ ２００７１０１２９６３５ １
一种以禾草类植物为
原料制备的高硬度浆
及其制备方法

山东福荫造纸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李洪法、宋明信、陈松涛、
杨吉慧、宋建军、赵淑晶

山东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４０ ２００７１０１４５１８３ ６
低价氧化铌或铌粉的
制备方法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
限公司

施文锋、习旭东、李　 勇、
陈学清、王　 伟

宁夏回族自治
区知识产权局

１４１ ２００７１０１５６１１６ ４
一年两茬曼氏无针乌
贼工厂化养殖方法

浙江海洋学院、浙江
东海海洋研究院、浙
江大海洋科技有限
公司

吴常文、吕振明、徐梅英、
常抗美、张建设

浙江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４２ ２００７１０１５７７１２ ４
智能型全自动联合采
煤系统

三一重型装备有限
公司

黄向阳、周万春、吴佳梁、
梁坚毅、李　 勇、贾承志、
陈　 锷、尹　 力、张天然、
金　 全、刘召安、刘文东、
丁少华、佟海龙、刘　 华

宋振骐、谭建荣

１４３ ２００７１０１５８９５２ ６ 流化床反应器 沈阳东方钛业有限
公司

梁显军、张洪军、赖华敏、
白云岭、康新占、邢　 卓、
郭海荣

沈阳市知识产
权局

１４４ ２００７１０１６３１２５ ６
网络安全防御系统、
方法和安全管理服
务器

福建星网锐捷网络有
限公司 吴晶晶、林雁敏、王　 盠 福建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４５ ２００７１０１６９０１２ ７
特高压及超高压线路
空气绝缘间隙的高海
拔修正方法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
万启发、陈　 勇、霍　 锋、
谷莉莉、许　 中、胡　 伟、
谢　 梁、孟　 刚、曹　 晶、
谢雄杰

潘　 垣、樊明武

１４６ ２００７１０１６９６１３ ８
水稻直播膜下滴灌旱
作栽培方法

新疆天业（集团）
有限公司、新疆天源
滴灌水稻研究院

郭庆人、李治远、王培武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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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７ ２００７１０１７６５２２ ７
双频带双圆极化背射
螺旋天线

北京卫星信息工程研
究所

董　 涛、李景贵、王　 兵、
葛　 琳 戚发轫、范本尧

１４８ ２００７１０１７９０３５ ６
低浓度节水型洗衣液
及其制备方法

北京绿伞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 张　 辉、冯秀节 中国洗涤用品

工业协会

１４９ ２００７１０１７９８７０ Ｘ

具有硬核－软壳结构
的聚合物乳胶粒及制
法和在复印机或激光
打印机墨粉中的应用

邯郸汉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王京霞、宋延林 中国科学院

１５０ ２００７１０１８０５１８ ８
柔性感光树脂版的生
产工艺

乐凯华光印刷科技有
限公司 黄黎明、滕方迁 河南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５１ ２００７１０１８７８５８ ３
一种用于投影系统的
光源装置及投影显示
装置

北京中视中科光电技
术有限公司、中国科
学院光电研究院

毕　 勇、成　 华、贾中达 中国科学院

１５２ ２００７１０１８８２６７ ８
一种电化学沉积太阳
能电池金属电极的
方法

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
有限公司

季静佳、斯图亚特·威耐
姆、陈丽萍、施正荣

江苏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５３ ２００７１０１８８３０８ ３
一种安全信息校验方
法及安全信息校验装
置以及客户端

腾讯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 陈　 坚、蔡耿平 深圳市知识产

权局

１５４ ２００７１０１９３４１２ １
煤矿低浓度瓦斯安全
输送方法及输送系统

淮南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袁　 亮、金学玉、范辰东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１５５ ２００７１０２００１４８ Ｘ

一种从乙酸与混合
Ｃ４反应后的混合物
中分离乙酸仲丁酯的
方法

湖南中创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李　 华、胡先念、刘郁东 湖南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５６ ２００７１０３００８７０ ０
太阳能草捆干燥设
备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
研究院呼和浩特分
院、国家草原畜牧业
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内蒙古华德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杨世昆、刘贵林、杜建强、
董忠义、敖恩查

内蒙古自治区
知识产权局

１５７ ２００７１０３０１７４４ ７
一种星上实时计算环
月轨道的方法 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

王大轶、韩　 冬、綦艳霞、
李铁寿、宗　 红、张洪华、
王　 哲、王淑一、王　 寨

叶培建、屠善澄

１５８ ２００７１０３０８０６０ Ｘ

涤纶中速混纺型
ＦＤＹ和ＰＯＹ混纺纤
维的混纺方法及其
装置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陈士南、屈汉臣、李国元、
孙燕琳

浙江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５９ ２００７８００００８４４ ４
一种预防或治疗血栓
性疾病的提取物

牡丹江友搏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 李振国 黑龙江省知识

产权局

１６０ ２００８１０００７８０２ Ｘ
起重机液压系统液压
油分配控制装置

三一汽车起重机械有
限公司

陈　 林、邹兴龙、禹阳华、
刘丹杰

湖南省知识产
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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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０９０５ １
吸附精馏技术提纯二
氧化碳装置　 大连理工大学 张永春、李桂民 教育部

１６２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５５４４ Ｘ
寻找变电站开关无故
障跳闸导致停电原因
的检测方法

山东电力研究院
苏文博、王大鹏、周大洲、
崔梅英、井雨刚、张国辉、
王　 涛、刘延华、牟旭涛

山东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６３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７６８７ ４
基于伪码测距的无线
电高度表及伪码测高
方法

陕西长岭电子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范振林、张宝会、席睿波 陕西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６４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７３１ ５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近
熔点挤出方法　

张家港联冠新材料有
限公司

王德禧、黄学祥、严为群、
陈　 勇、韩　 勇、李　 猛、
刘卫祥

曹　 镛、王佛松

１６５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４２９６ ５
用于配电网的无功分
层自适应控制方法

安徽中兴继远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徐　 强、刘泽生、王庆武、
虞江华、李岳民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１６６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８６５３ ５ 分体式ＬＥＤ灯具 广州市雅江光电设备
有限公司 陈家强 中国照明学会

１６７ 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９３５２ ４
半芳香族聚酰胺及其
低废水排放量的制备
方法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金发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曹　 民、夏世勇、黄险波、
蔡彤、曾祥斌

广东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６８ ２００８１００３０３３５ ２
一种具有新型油路的
发动机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赵远征、刘文军 安徽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６９ ２００８１００３１９４２ ０
萃取精馏法分离呋喃
酚中的邻苯二酚

国家农药创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张建宇、王晓光、肖旭辉、
王　 宇、冯建东

湖南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７０ ２００８１００５３４１９ ８
巨型工程子午线轮胎
钢丝帘布裁断机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张芝泉、张建浩 天津市知识产

权局

１７１ ２００８１００５７３５２ ５ 紫外导航敏感器 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王　 立、卢　 欣、尉志军、
龚德铸、刘　 鲁

国家国防科技
工业局

１７２ ２００８１００５８０７１ １
一种３００ＭＷ等级循
环流化床机组自动控
制方法

云南电力试验研究院
（集团）有限公司电
力研究院

刘友宽、赵　 明、自云江、
李　 萍

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１７３ ２００８１００６３１４６ ５
一种光学扩散薄膜及
使用该光学扩散薄膜
的液晶显示装置

宁波激智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张　 彦、金亚东 浙江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７４ ２００８１００６９８４５ ０
电动锥盘离合凸轮自
适应自动变速轮毂 西南大学 薛荣生、林毓培、郝允志 重庆市知识产

权局

１７５ ２００８１００７２９２０ ９
加工番茄酱后余料的
分离机构 石河子大学

王丽红、李成松、坎　 杂、
陈绍杰、李景彬、张若宇、
王　 剑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知识产权局

１７６ ２００８１００７９２１１ ３
兆瓦级多功能风力发
电机节能控制装置

山西合创电力科技有
限公司

郑德化、赵春生、张晓巍、
李刚菊、杨文元、郭史鹏、
王世杰、郑阿龙

山西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７７ ２００８１００８４２０９ ５
精密相移发生装置及
精密长度测量方法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罗志勇 国家质检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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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 ２００８１００８４９９２ ５
一种玉米低聚肽的制
备方法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
究院

蔡木易、易维学、谷瑞增、
马　 勇、董　 哲、郭　 晖、
马永庆

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

１７９ ２００８１００８７７６０ ５
一种指示服务网关承
载管理的方法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 卢　 飞、朱进国 科学技术部

１８０ ２００８１００９２４３６ ２
一种机车充电机的控
制装置及控制方法

中国北车集团大同电
力机车有限责任公司张　 中、徐玉峰、王传芳 山西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８１ ２００８１００９３７６４ ４
竹重组型材及其制造
方法

浙江大庄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张齐生、蒋身学、林　 海、
徐旭峰、刘红征、许　 斌、
何　 文

国家林业局

１８２ ２００８１０１０１７８４ １
一种不饱和共轭二烯
腈共聚物的制备方法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

张志强、于　 奎、李锦山、
李　 晶、周　 雷、桂　 强、
钟启林

甘肃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８３ ２００８１０１０３８７２ ５
移位寄存器及液晶显
示器栅极驱动装置

北京京东方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商广良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１８４ ２００８１０１０７４０７ ９
全钢子午巨胎成型机
成型鼓　

中国化工橡胶桂林有
限公司 钟路强 广西壮族自治

区知识产权局

１８５ ２００８１０１０７５５０ ８
一种悬索桥加劲梁架
设方法及装置

湖南路桥建设集团
公司

陈明宪、胡建华、沈锐利、
刘晓东、闫　 勇、彭力军、
盛　 希、叶新平、张念来、
唐茂林、杨　 恒、易继武、
贺淑龙

郑皆连、王景全

１８６ ２００８１０１１６００１ ７ 一种桅杆翻转机构 北京市三一重机有限
公司

黎中银、史春祥、彭修明、
张世平

北京市知识产
权局

１８７ ２００８１０１１９２６５ ８
一种便携式连续性肾
脏替代治疗机

北京股商时代科技有
限公司

周春华、李洪艳、余永武、
何　 萍、董　 珍、赵　 君、
李　 平、唐文宏

陈香美、刘志红

１８８ ２００８１０１３２０５３ ３
盐酸纳洛酮纳米粒粉
针制剂及其制备方法

海南灵康制药有限
公司 朱正兵 海南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８９ ２００８１０１３８９５４ ３
己二酸生产系统的废
水处理方法　

山东洪业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

陈胜军、余洪勇、乔万福、
杨复兴、董增华、王　 煜

山东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９０ ２００８１０１４２２９１ ２
一种分布式文件系统
及其数据块一致性管
理的方法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 杜守富、王瑞丰、程　 剑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１９１ ２００８１０１４２６２４ １
一种控制移动终端射
频通信距离的系统和
方法

国民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余运波

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１９２ ２００８１０１４８０７３ Ｘ 一种铁路货运敞车 南车眉山车辆有限
公司

刘映安、李　 强、谷美娜、
张瑞国、潘树平、王爱民、
肖　 颖、肖乾佑、杨春雷

四川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９３ ２００８１０１４９３４４ ３
回转机构平稳启制动
的控制方法及装置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

易小刚、易秀明、李建涛、
刘永红、朱　 红、郭承志

中国机械工业
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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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 ２００８１０１７７４６４ ４
一种热封型双向拉伸
聚丙烯薄膜

海南赛诺实业有限
公司 黎　 坛、曾令丰、谢文波 海南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９５ ２００８１０１７９３６５ Ｘ
一种铁路牵引变压器
的器身结构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
公司 高德满、孙建新、徐寨新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知识产权局

１９６ ２００８１０１８７６１６ ９
ＬＥＤ 显示器显示像
素三维光强分布测试
方法及其装置

长春希达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

丁铁夫、黄凌碧、王瑞光、
郑喜凤

长春市知识产
权局

１９７ ２００８１０１８８２６３ ４
无铅易切削铝黄铜合
金及其制造方法

路达（厦门）工业
有限公司 许传凯、胡振青、章四琪 厦门市知识产

权局

１９８ ２００８１０１９８０４０ ６
利用营养调控技术实
现长臀鎨种苗量产化
的方法

吴玲芳 吴玲芳 广东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９９ ２００８１０２１８９７７ ５
竹塑复合地板及其铺
装方法　

安徽森泰塑木新材料
有限公司 唐道远 安徽省知识产

权局

２００ ２００８１０２２６６６２ ５
复合护帮液压支架及
其应用

中煤北京煤矿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

包冬生、刘国柱、张守祥、
王　 建、陈　 宇、钱建钢、
仲丛和

中国煤炭工业
协会

２０１ ２００８１０２２９８４６ ７
一种氮化镓基ＬＥＤ
外延片及其生长方法

大连美明外延片科技
有限公司

杨天鹏、郭文平、陈向东、
刘海燕、肖志国 辽宁省知识产权

２０２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０２１６ １
水轮机导叶双精炼铸
造方法 沈阳铸造研究所

娄延春、李宝东、蒋国森、
姜云飞、陈　 瑞、王大威、
孙铁军、王安国、张家东

辽宁省知识产
权局

２０３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３７５９ ９
顶部发光全彩色微型
有机显示器结构及其
制造工艺

云南北方奥雷德光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于晓辉、季华夏 国家国防科技

工业局

２０４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９３２５ Ｘ
一种对复杂叶片的快
速简化和绘制方法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
究所 张晓鹏、邓擎琼 中华商标协会

２０５ 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９５９４ ６
Ｏ －二苯基膦苯甲酸
的合成方法

信诺美（北京）化
工科技有限公司、信
诺美（北京）精细
化工有限公司

高建勋、罗军禄、王碧波、
王亚敏、董洪荣、周　 东、
徐　 磊、时金彪

高　 松、严纯华

２０６ ２００８１０２４１１３０ ９
一种图形描述和变换
方法及系统 国家电网公司

辛耀中、李　 伟、沈国辉、
陶洪铸、黄　 昆、边晓宇、
李亚萍、姚建国、赵　 林、
李毅松、尚学伟

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２０７ ２００８１０２４６６１３ ８
一种可更换砂腔内套
的复合纺丝组件及其
应用

北京中纺优丝特种纤
维科技有限公司

袁　 平、许志强、王　 颢、
杨春喜

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２０８ ２００８１０２４７４６７ ０ 一种自冷式晶闸管阀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汤广福、蓝元良、王华锋、
栾洪洲、李志麒、于海玉、
王华昕、张　 静

北京市知识产
权局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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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９ ２００９１００１６２６９ ８

一种复合磷酸铁锂材
料的制造方法及其制
造的复合磷酸铁锂
材料

海特电子集团有限
公司 叶丽光 衣宝廉、薛其坤

２１０ ２００９１００１９１６７ １
一种抛丸器耐磨叶片
及制备方法

山东开泰抛丸机械有
限公司

王守仁、王瑞国、戴勋章、
吴成民

山东省知识产
权局

２１１ ２００９１００２６３８７ ７
一种电子皮带秤的称
量控制装置及其方法

赛摩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 厉　 达、何福胜、张兴国 中国衡器协会

２１２ ２００９１００３６８３３ ２
基于ＬＬＣ 串联谐振
的低电压应力单级
ＡＣ － ＤＣ变换器

华南理工大学 张　 波、肖文勋、张桂东 教育部

２１３ ２００９１００３７７３５ ０
有价文件识别方法及
装置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 梁添才、牟总斌 广东省知识产

权局

２１４ ２００９１００４１６０８ ８
古建筑木结构原位修
复方法

佛山市工程承包总
公司 黄文铮 中国建筑装饰

协会

２１５ ２００９１００４８６３４ ３
发光二极管芯片衬底
结构的制造方法

上海蓝光科技有限
公司

袁根如、郝茂盛、颜建锋、
李士涛、陈　 诚、董云飞 中华商标协会

２１６ ２００９１００５８７６６ ４
一种加压中和生产熔
融硝酸铵的工艺方
法　

四川金象赛瑞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刘朝慧、曾纪龙、郭志刚、
熊兴和、李旭初、雷　 林、
王明权、张帮成、谢加义、
王　 刚、李志年、李国庆、
彭明伟

四川省知识产
权局

２１７ ２００９１００６５０３７ １
抽气取样检测装置及
快速抽气取样系统、
方法

郑州光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赵彤凯、王　 凯、黎　 智 河南省知识产

权局

２１８ ２００９１００６７１２７ ４
一种用于补肾、宁
心、安神的药物组
合物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殷金龙、苑常波、李　 雪、
李文静、李　 坤、杨锡龙 陈润生、孟安明

２１９ ２００９１００７０７１０ ０
快速检测内燃机气道
流动性能参数的试验
装置

天津大学 王天友、刘书亮、鲁　 祯 教育部

２２０ ２００９１００９３７９０ １
一种敏捷卫星姿态机
动确定系统

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
公司

于灵慧、谢　 松、杨　 芳、
刘胜利 王希季、叶培建

２２１ ２００９１００９６４２１ ８
一种面向医学数据的
分层剥离体绘制方法
及其系统

浙江工业大学
梁荣华、李　 诚、谭国珍、
包佳蕊、吴福理、黄鲜萍、
蒋　 莉、毛剑飞

浙江省知识产
权局

２２２ ２００９１０１０３４２２ ０
一种无槽无刷直流电
机转子的制备方法

重庆润泽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廖　 琼、周　 建、蔡云红、
节云峰、郝莉娜

重庆市知识产
权局

２２３ ２００９１０１０４０６４ ５ 一种立式轧机 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李图学、张荣滨、罗贤勇、
闵建军

重庆市知识产
权局

—２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公报２０１２·４



续表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发明人 推荐单位或院士

２２４ ２００９１０１１７３７１ ７

“右旋糖酐－ 磁性
ＬＤＨ －氟尿嘧啶”磁
靶向缓控释三聚体的
合成方法

宁夏医科大学 苟国敬、鲍凤娟、蒋袁絮 宁夏回族自治
区知识产权局

２２５ ２００９１０１３１１９５ ２
互联网用户身份认证
的方法和系统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 欧　 亮、邹　 洁、唐　 宏 李衍达、孙　 玉

２２６ ２００９１０１３８４１１ ６
一种不含明胶的疫苗
冻干保护剂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
份公司

朱昌林、沈艳杰、祝洪敢、
李海泉、孙会来、徐艳君、
张　 ?、王晓丽

长春市知识产
权局

２２７ ２００９１０１４１４６２ ４
多功能自走式灌木平
茬收获机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
研究院呼和浩特分
院、国家草原畜牧业
装备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刘志刚、杨世昆、刘贵林、
王全喜、郝兴玉、张　 宁、
王志军

内蒙古自治区
知识产权局

２２８ ２００９１０１４５７３８ ６ 一种筒节轧制工艺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
份公司、一重集团大
连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吴生富、周晓平、刘　 刚、
马　 克、王光儒、付环宇

黑龙江省知识
产权局

２２９ ２００９１０１６２１３３ ８
一种背光控制方法、
装置和ＬＥＤ 液晶
电视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乔明胜、刘卫东、陈兴锋、
高　 上 中国版权协会

２３０ ２００９１０１６２６４０ １
铁路货车顶盖装置及
具有该顶盖装置的粮
食漏斗车

齐齐哈尔轨道交通装
备有限责任公司 刘海鹏、于彦斌、郑和平 黑龙江省知识

产权局

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０１７２３３５ ０
毛发电脑数控全自动
染色机

许昌恒源发制品股份
有限公司 赵见栓 河南省知识产

权局

２３２ ２００９１０１７３０２０ ８
高硬度高回弹聚氨酯
弹性体材料及其应用黎明化工研究院

石雅琳、韦永继、姚庆伦、
王振、张　 永、王　 焱、
潘洪波

李俊贤、吴养洁

２３３ ２００９１０１７９９４４ ９

利用中低品位ＭｎＯ２
矿进行烟气脱硫制备
ＭｎＳＯ４·Ｈ２Ｏ的方法

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科昌科
技有限公司

姜志光、华　 东、吴　 飞 贵州省知识产
权局

２３４ ２００９１０１８２２１２ ５ 钢轨闪光焊机
常州市瑞泰工程机械
有限公司、南车戚墅
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
所有限公司

王有虹、夏青顺、黄腾飞、
宋自帅、梁　 灰、曹志国、
刘晓磊、郦雪云

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２３５ ２００９１０１８４３３１ ４
一种抗紫外、抗菌、
阻燃涤纶纤维及其制
备方法与应用

苏州金辉纤维新材料
有限公司 谈　 辉、郑耀伟 中国化学纤维

工业协会

２３６ ２００９１０１８９９３６ ２
一种核电厂数字化报
警系统及方法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
司、中国广东核电集
团有限公司

谷鹏飞、江国进、王志方、
孙永滨、徐晓梅、张学刚

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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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７ ２００９１０２１０７３７ ５
用于轻轨的半永久
车钩

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
有限公司、青岛思锐
科技有限公司

刘凤刚、杨　 杰、李明刚 铁道部

２３８ ２００９１０２３３１６２ ９ 塞拉门承载机构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

戴　 存、史　 翔、徐松南、
王永甲

江苏省知识产
权局

２３９ ２００９１０２３８５０３ １
对等式结点管理器及
对等式结点管理方法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
研究中心

李超岭、罗显刚、吕　 霞、
宋苗苗、李健强、吴　 亮、
李丰丹、谢　 忠

国土资源部

２４０ ２００９１０３００９７０ ２
一种汽车爆胎控制
方法

浙江吉利汽车研究院
有限公司、浙江吉利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李书福、杨　 健、赵福全、
丁　 勇、杨安志、刘　 巍 科学技术部

２４１ ２００９１０３１１２９９ １
适用于１６０℃ － ２００℃
地层加砂压裂的交
联剂

西南石油大学、广汉
市华星新技术开发研
究所

郭建春、方天成、王世彬、
赵金洲

成都市知识产
权局

２４２ ２０１０１０１０８５２２ ５
一种高强高模杂环芳
纶的制备方法

中蓝晨光化工研究设
计院有限公司

王凤德、彭　 涛、陈超峰、
邱　 锋

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２４３ ２０１０１０１２１１１５ ８
一种能量循环使用的
冷冻、解冻、冷藏食
品柜

浙江华美电器制造有
限公司 蒋端平、邱利民 周　 远、谭建荣

２４４ ２０１０１０１４８３８３ ９
一种机车过分相控制
方法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
限公司 樊运新、颜　 罡、蓝正升 铁道部

２４５ ２０１０１０１５５５８４ １
混凝土布料设备臂架
复合运动控制系统、
方法和电控系统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
公司

万　 梁、王佳茜、李沛林、
王　 帅 闻邦椿、任露泉

２４６ ２０１０１０２３６８４１ ４
石头纸吹膜法生产
设备

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
限公司

李　 浩、陈新辉、李孟东、
蒋中成、林永忠、何二君

中国塑料机械
工业协会

２４７ ２０１０１０２６７００６ ７
一种基于机载激光测
量的公路改扩建勘测
方法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楚江、明　 洋、余绍淮、
王丽园、张　 霄、李海亮 交通运输部

２４８ ２０１０１０２８４６１０ ０
一种在线应用系统及
其实现方法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 李彦宏、朱建庭、望金蓉 北京市知识产

权局

２４９ ２０１０１０５４３５０４ Ｘ
一种基于ＹＵＶ变换
的Ｂａｙｅｒ 图像压缩
方法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张宏伟、黄长宁、陈　 彦、
胡永富、李晨曦、朱　 军、
吴雁林、黄江川、太　 萍、
饶　 炜、黄　 昊、孟林智、
温　 博、郭　 强

闵桂荣、王希季

２５０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５２０２ ８ 潜孔锤偏心跟管钻具中国地质科学院探矿
工艺研究所 赵建勤 国土资源部

２５１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５２６９ ６ 螺旋钻头 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
技术研究所

刘家荣、宋　 刚、王兴无、
李　 洪 国土资源部

２５２ ２００７２００４８９７８ ０ 绝缘复合管母线 广东日昭新技术应用
有限公司 罗志昭 广州市知识产

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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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发明人 推荐单位或院士

２５３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１２７９ ８
河流、沟渠莲鱼池蓄
水坝养鱼、种藕防护
装置

张　 鹏 张　 鹏 山西省知识产
权局

２５４ ２００８２００２９５０６ ５
一种提高高炉冶炼强
度的顶压能量回收
装置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

印建安、章本照、陈党民、
王　 航、柳黎光、沈新荣、
王　 斗、杨春节、赵正平、
陈立斌、李宏安、彭洪斌、
牛卫民

陕西省知识产
权局

２５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５９９１ ６ 同心管射流清砂器 新疆石油管理局采油
工艺研究院

骆向杰、谢　 斌、陈　 雨、
杨新克、余　 杰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知识产权局

２５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７９７９ ９
一种浮选柱中使用的
气泡发生装置

北矿机电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沈政昌、史帅星、卢世杰、
陈　 东、杨丽君

中国冶金矿山
企业协会

２５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３９１４ ８
大口径油气水三相流
量测量装置

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潘兆柏、万劲松、狄国银、
张立刚

甘肃省知识产
权局

２５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３９３４ １ 便携卫星通信包 北京中交通信科技有
限公司 刘　 建、张　 俊、解玉龙 交通运输部

２５９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８６６９ Ｘ
三相异步电动机相控
智能节电控制器

乌鲁木齐希望电子有
限公司 戴　 伟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知识产权局

２６０ ２００９２０２８３０４０ ６
一种检测农药挥发性
的装置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
科学研究所

石利利、陈祖义、单正军、
吴文铸 环境保护部

２６１ ２０１０２０２９１１８９ １ 中空卡盘式动力头 地质矿产廊坊聚力岩
土工程科技开发公司

刘凡柏、王庆晓、李文秀、
董向宇、车延岗 国土资源部

２６２ ２０１０２０５８９４７６ ０
一种无人值守智能终
端机

济南金钟电子衡器股
份有限公司

祁　 波、张加营、周厚生、
白光华 中国衡器协会

附件４

第十四届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项目名单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推荐单位

１ ２００４３０００１０１６ １ 旅行车（Ａ）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梁贺年、周　 军 河北省知识产

权局

２ ２００４３０００１９１４ ７ 热像仪（２） 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
限公司 张小清 广东省知识产

权局

３ ２００４３００８６３０７ ５ 电磁炉（ＫＪ － ０８Ｅ） 陈俊平 陈俊平 广东省知识产
权局

４ ２００７３０１４６７６８ ０ 笔（ＱＤ９２２０００） 贝发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赵　 峰 中国版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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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推荐单位

５ ２００８３０００９４１０ ８ 汽车 一汽海马汽车有限
公司 请求不公布姓名 海南省知识产

权局

６ ２００８３００７８４０１ ４ 单相电子表壳 武汉盛帆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李中泽 湖北省知识产

权局

７ ２００８３０１１２３９５ Ｘ
内燃平衡重式叉车
（ＢＲ３５１ － ０５）

林德（中国）叉车
有限公司 江福清、张云龙、蔡明发 厦门市知识产

权局

８ ２００８３０１４３３６９ ３
组合书柜（９０ －
００２３）

美克美家家具连锁有
限公司 冯东明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知识产权局

９ ２００８３０１４５４０４ ５ 龙头（３２８７ － ０５２） 九牧厨卫股份有限
公司 林声雁、林孝发、林孝山 福建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０ ２００８３０１５６３０５ ７ 吊坠（１） 莆田市华昌首饰有限
公司 张国王 福建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１ ２００８３０１８２６８２ ８ 冰箱（三门式３） 合肥美的荣事达电冰
箱有限公司 江　 南、臧晓玲、胥　 达 安徽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２ ２００８３０３０１８７４ ６ 滑移转向装载机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

宾旭洲、王云华、林明智、
牛宏杰

广西壮族自治
区知识产权局

１３ ２００８３０３４２０３９ ７ 血糖仪 长沙三诺生物传感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李少波、车宏莉 湖南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４ ２００９３００１６５０７ ６ 远距离激光夜视仪 杨国栋 杨国栋 山东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５ ２００９３０１２１１７０ ５ 袖扣（１） 天津海鸥表业集团有
限公司 王福鑫、马广礼 天津市知识产

权局

１６ ２００９３０１６３４４５ １
调制解调器（二十
五） 华为终端有限公司 陈琴娜 深圳市知识产

权局

１７ ２００９３０１７１０７５ ６ 数字电视（手提式） 福州思迈特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 王光灿、高尔登、胡　 鑫 福建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８ ２００９３０１７１７９２ ９ 电子秤（ＭＬ０３１１） 陈祖元 陈祖元 福建省知识产
权局

１９ ２００９３０２５１４４４ ２ 手表（５４８５ － ０１） 珠海罗西尼表业有限
公司 郭　 稢 中国钟表协会

２０ ２００９３０２６９１７０ Ｘ 数码相机（哥窑纹） 爱国者数码科技有限
公司 李　 颖、李杜诗 北京市知识产

权局

２１ ２００９３０２７３１６０ ３ 儿童电动汽车（１） 好孩子儿童用品有限
公司 宋郑还 江苏省知识产

权局

２２ ２００９３０２８７２５６ ５ 客车（白色底） 湖南南车时代电动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 吴　 兵、邓建军、汪　 伟 湖南省知识产

权局

２３ ２０１０３０１１０３８１ １ 电压力锅 广东洛贝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王长生、李中林、唐　 炜 广东省知识产

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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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推荐单位

２４ ２０１０３０１３１５７７ ９ 三向车 浙江尤恩叉车股份有
限公司 吴金贤、潘　 呈、王　 刚 浙江省知识产

权局

２５ ２０１０３０１９２３５４ ３ 球泡灯（乐水） 四川柏狮光电技术有
限公司 叶　 建 四川省知识产

权局

２６ ２０１０３０２３９６６８ ４ 柜台（ＢＬ５１０１） 汕头市华莎驰家具家
饰有限公司 黄茂强 中国家具协会

２７ ２０１０３０２４１５８３ Ｘ 橱柜（巴洛克印象） 广东欧派集团有限
公司 李秋丽 广州市知识产

权局

２８ ２０１０３０２５４０１６ ８
电动跑步机（ＨＸ －
０９１７）

山东汇祥健身器材有
限公司

李仲杰、翟红彬、卢大鹏、
胡芳丽

山东省知识产
权局

２９ ２０１０３０２６２５６６ ４ 激光投线仪（ＬＰ８０５） 常州华达科捷光电仪
器有限公司 徐　 臣、张　 瓯 江苏省知识产

权局

３０ ２０１０３０２６２６７０ ３
分体落地式空调器室
内机（２０１００２２３Ｄ）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阳　 虹、刘晓辉、喻　 巍 中国家用电器

协会

３１ ２０１０３０２７１２６６ ２ 吸油烟机（Ｆ０５） 徐剑光、宁波欧琳厨
具有限公司 徐剑光、董　 琦、郭灵丽 宁波市知识产

权局

３２ ２０１０３０２９１４７４ ９ 咖啡机（３Ａ － Ｃ２２５） 宁波三Ａ集团电器
有限公司 景昱东 宁波市知识产

权局

３３ ２０１０３０５０５５９３ Ｘ
分体落地式房间空调
机（Ｋ１００２１）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广东科龙空
调器有限公司

李胜辉 中国家用电器
协会

３４ ２０１０３０５１０２４０ ９
酒瓶（永福酱酒－
老酱）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
团有限公司

王国春、唐　 桥、陈　 林、
刘友金、徐　 涛、梁盛华

四川省知识产
权局

３５ ２０１０３０５５２８１９ １ 电动清雪车 哈尔滨清阳环保设备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李咸服、王青阳 哈尔滨市知识

产权局

３６ ２０１０３０６０２４３９ ４
手表（凯旋系列
ＧＡ８１８０）

深圳市飞亚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何分开、黄中奇 中国工业设计

协会

３７ ２０１０３０６９６１６６ ４ 汽车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但　 卡、凌和平、廉玉波 深圳市知识产
权局

３８ ２０１１３０００３３６８ ０
ＬＥＤ圆形投光灯
（古奇）

横店集团浙江得邦公
共照明有限公司 吴一新、李　 涛 浙江省知识产

权局

３９ ２０１１３０００５５０６ ９ ＭＰ４播放器（Ｓ１００） 艾利和电子科技
（中国）有限公司 彭日峰 广东省知识产

权局

４０ ２０１１３００３６０４９ Ｘ
玩具遥控直升机
（空翼号）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广东奥
迪动漫玩具有限公
司、广州奥飞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蔡东青 广东省知识产
权局

４１ ２０１１３００５０９８１ ８ 电视机（Ａ１１ － ０１８）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徐　 斌 山东省知识产

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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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设计人 推荐单位

４２ ２０１１３００５２５７７ ４ 咖啡机（３Ａ － Ｃ２２９） 宁波三Ａ集团电器
有限公司 景昱东 浙江省知识产

权局

４３ ２０１１３０１４３５２５ ８ 酒盒（汉酱）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
公司 袁仁国 贵州省知识产

权局

４４ ２０１１３０１８１５２０ ４ 移动终端（ＣＰ１８） 深圳市嘉兰图设计有
限公司 王林林 中国工业设计

协会

附件５

第十四届中国专利奖最佳组织奖、 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

　 　 一、最佳组织奖（８个）
　 　 １ 湖南省知识产权局
　 　 ２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划

发展局
　 　 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政策法

规司
　 　 ４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
　 　 ５ 河南省知识产权局
　 　 ６ 南京市知识产权局
　 　 ７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
　 　 ８ 山东省知识产权局
二、优秀组织奖（１９个）
　 　 １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
　 　 ２ 中国科学院计划财务局
　 　 ３ 海南省知识产权局
　 　 ４ 中国专利保护协会　
　 　 ５ 天津市知识产权局

　 　 ６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７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８ 青岛市知识产权局
　 　 ９ 四川省知识产权局
　 　 １０ 浙江省知识产权局
　 　 １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科

技司
　 　 １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技发展

中心
　 　 １３ 福建省知识产权局　
　 　 １４ 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１５ 深圳市知识产权局
　 　 １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科技与

国际合作司
　 　 １７ 安徽省知识产权局
　 　 １８ 陕西省知识产权局
　 　 １９ 广州市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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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
关于开展知识产权快速维权试点工作的通知

国知发管字［２０１２］１１２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我局决定在产业聚集区开展知识产权快速维权试点工作，现就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针对在全国具有优势地位的集聚产

业，在产业集聚度高、知识产权快速维权需求强烈、工作条件成熟的地区科学有序推进知识产权快速维
权试点工作，加快构建专利快速维权工作机制，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制度的有效运行模
式，促进知识产权保护长效机制建设，充分吸引国内外优秀创新资源，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

二、工作内容
（一）建立专利快速维权机制。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对专利行政执法的支持与协助功

能，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建立专利执法委托办案机制，加快调处专利纠纷等案件的办理工作。
（二）积极推进专利快速审查及快速确权。根据发明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外观设计申请及时审

查、专利确权咨询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通过提供专业培训、业务指导、技术支持，推进专利快速审查
及快速确权工作。

（三）建立行政与司法衔接机制。在试点地区推进建立专利侵权司法案件行政调处前置制度与专利
纠纷行政调解的司法确认制度，推进设立知识产权巡回审判法庭。

（四）建立行业保护机制。推进建立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联盟，促进行业自律，加强行业知识产权维
权能力。

三、申报条件
申请开展试点工作的地区，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当地相应的集聚产业产值在全国同类产业产值占比中居于领先地位；
（二）当地相应的集聚产业对知识产权特别是外观设计快速维权需求强烈，其产品周期更新较快；
（三）当地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执法维权工作，专利行政执法办案量在同类城市中居于前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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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专利行政执法与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绩效考评结果位居本省前列；
（四）当地设立了由国家局批复的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有关知识产权部门之间建立了执法协调

机制及举报投诉案件转交机制；
（五）当地设立了机构建制完善的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的办公场地、人员、信息化

设备、网络环境、经费具有充分保障，符合国家局《关于开展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
知发管字［２００７］１５７号）的各项基本要求，并能确保中心的工作人员达到１０人以上，中心的工作面
积达到２００平方米以上；

（六）当地的非正常专利申请量占全年总申请量比例不超过５‰。
四、申报材料与申报方式
申报材料的主要内容：
（一）近年来知识产权工作情况，特别是专利行政执法办案情况；
（二）有关集聚产业产值及其在全国占比，该产业各类专利的授权量，当地对快速维权的需求；
（三）当地维权中心与专利行政执法机构设置、经费保障、办公条件配备、信息化设施配备、人员

配备等情况；
（四）快速维权工作方案（包括工作思路、拟采取的工作措施、人员编制及办公场所等保障条件）。
申请快速维权试点工作的城市（区），由当地政府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以下

简称“省知识产权局”）提交书面申报材料。省知识产权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以书
面推荐函形式提交我局。

我局将就各省知识产权局推荐或提出的申请组织现场考察，根据客观、公正的原则进行评审，选择
符合条件的地区开展试点。

五、工作职责
当地政府应建立由政府领导牵头的快速维权工作领导小组，对快速维权工作给予充分的资金保障，

落实快速维权中心人员编制。
省知识产权局要积极推进快速维权中心建设，指导快速维权各项业务工作，对快速维权中心工作人

员进行业务指导，确保中心工作效率、工作质量符合本通知的要求；在地方政策法规制定、经费保障、
条件支持等方面，加大对快速维权中心的扶持力度，为快速维权工作的开展做好有关协调工作。

市知识产权局要建立快速维权工作责任制；要研究制定知识产权快速维权办法，委托并指导中心的
快速执法维权工作；确保中心工作人员到位，并组织必要培训，不断提升工作人员业务素质；要监控并
处理可能出现的非正常申请；要推动建立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联盟。

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要根据委托加快办案工作，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案件办理流程；要积极支
持、协助和参与专利行政执法案件的办理；要确保办案的效率与质量，缩短办案期限，办案期限一般为
法定期限的１ ／ ２以内；要根据工作安排，对拟进入快速审查、确权工作机制的申请及时进行预审。

我局对快速维权中心的建设、运行给予指导、监督和绩效考评；对快速维权中心工作人员组织专业
培训与考核；针对当地集聚产业发展需求，按照有关办法加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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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试点考评
试点期间，我局根据以下工作指标组织年度考评：
（一）试点期间，当地相应集聚产业的年度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同比应有明显增长，增长幅度应不

低于２０％ ；
（二）试点期间，当地年度专利行政执法办案受理量与结案量同比应有较快增长，增长幅度应不低

于４０％ ；专利行政执法办案效率大幅提高，办案期限低于法定期限一半时间的案件应超过８０％ ；
（三）试点期间，当地相应集聚产业产值、规模以上企业产值、设计类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数量

同比应有显著增加；
（四）试点期间，当地非正常专利申请量占全年总申请量比例未超过５‰。
对于试点期间出现快速维权工作对当地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支撑效果不明显，对知识产权执法维权

工作重视不够，相应人力、资金投入不足，办案量与办案期限达不到要求，相应集聚产业非正常专利申
请数量过高等情况的，我局将要求限期整改，整改后仍无明显效果的，停止该地区试点资格。

试点工作措施得力、效果显著的，下一年度可以继续开展试点工作，我局将继续加大指导与支持
力度。

特此通知。

国家知识产权局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５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 《２０１３ 年全国
专利事业发展战略推进计划》 的通知

国知发管字［２０１２］１１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局机关各部门，专利局各部门，局直属各单
位、各社会团体：

为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有步骤地推进《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
年）》的落实，我局制定了《２０１３年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推进计划》。２０１３年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
推进工作将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明晰工作思路，确定利用３ ～ ５年的时间，实施“专利制度创新”、
“专利制度运行保障体系建设”和“专利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三大主体任务。在三大主体任务中，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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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新是基础，专利制度运行保障体系建设是保障，专利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是目的。
为确保《２０１３年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推进计划》中提出的目标、任务和措施按期、顺利完成，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加强专利战略推进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条件保障
专利战略推进工作是事关全国知识产权系统长远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全国知识产权系统要充分认

识专利战略推进工作的必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切实将其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明确责任分工，确保各项工作的落实。要加大资金投入，为专利战略推进
工作提供有效的资金保障。要充分运用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专利战略推进的协调
工作，推动政府相关部门出台实施专利战略的财政、税收、金融、人才等方面的配套政策。

二、认真制定并报送专利战略推进工作组织实施方案
（一）认真组织制定。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以下简称“各省

知识产权局”）和局内各有关部门，根据《２０１３年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推进计划》确定的分工任务及
有关要求，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制定本地区、本部门２０１３年专利事业发展战略推进计划组织实施
方案。各省知识产权局和局内各有关部门制定的２０１３年专利事业发展战略推进计划组织实施方案，要
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工作措施、进度安排、负责部门、经费保障等；各省知识产权局制定的组织实施方
案，还要包括对辖区内各地区开展专利战略推进工作的部署等内容（可参见附件１的模版样式制定）。

（二）加强上下互动。《２０１３年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推进计划》中的４２项工作措施，分为国家层
面开展的工作措施（１２项）和国家与地方共同开展的工作措施（３０项）；国家与地方共同开展的工作
措施，分为地方必做类工作措施（９项）和地方选做类工作措施（２１项）。地方必做类工作措施为各省
知识产权局必须开展的工作；地方选做类工作措施为各省知识产权局结合本地实际，可自行选择开展的
工作，原则上每个省选做类工作措施不少于２项，不多于１０项。如地方选做类工作措施中的有关内容
需要国家局批复同意或给予重点支持的（如建立合作会商工作机制、重点选择１５个省给予支持等），各
省知识产权局在选做前要征得局内牵头负责部门的同意（部门联系人员表见附件２）；局内牵头负责部
门要加强对各有关省知识产权局的指导、沟通和协调。

（三）及时报送方案。专利战略推进工作办公室将对各省知识产权局和局内各有关部门报送的２０１３
年专利事业发展战略推进计划组织实施方案进行审核，对不符合要求的，将退回重新制定。之后，将汇
总编发２０１３年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推进计划组织实施方案，并将按照该组织实施方案进行督办和考
核。请各省知识产权局和局内各有关部门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６日前将２０１３年专利事业发展战略推进计划
组织实施方案报送专利战略推进工作办公室秘书组（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

特此通知。

国家知识产权局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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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推进计划

为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有
步骤地推进《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年）》的落实，促进专利工作更加有效融入
经济社会发展，特制定本计划。

２０１３年专利战略推进工作的基本思路是：坚
持以发展和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为目标，以运用
专利制度和专利资源为手段，在２０１２年专利战略
推进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的基础上，按照“整体
推进、聚焦重点、分层实施、强化落实”的原
则，着力创新专利制度，构建专利制度运行保障
体系，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供有力支撑。

２０１３年专利战略推进工作围绕实施“专利制
度创新”、“专利制度运行保障体系建设”和“专
利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三大主体任务，确定１５项
具体任务和４２项工作措施。

一、“专利制度创新”主体任务
（一）完善专利法律法规
工作目标：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专利工作的

要求，不断修订完善专利法律法规。
工作措施：
１ 积极推动《专利法》修改进程，进一步加

强专利保护，加大执法力度。 （年内有阶段性成
果，条法司牵头，局内相关部门参与，配合立法
机关）

２ 积极推动《职务发明条例》的立法进程，
充分调动职务发明人与单位的创新积极性，推动
职务发明及其知识产权的运用实施。 （年内有阶
段性成果，条法司牵头，局内相关部门参与，与

相关部委协调并配合立法机关）
３ 积极推动《专利代理条例》修订进程，促

进专利代理行业健康、快速发展。 （年内有阶段
性成果，条法司牵头，局内相关部门参与，配合
立法机关）

４ 指导各地因地制宜，积极推进本地立法。
未出台专利条例的，尽快推动专利条例列入当地
立法计划；已出台专利条例的，及时对条例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变化和本地
实际需要，适时启动和开展修订完善工作，必要
时开展与专利条例相配套政府规章的制定工作。
（年内有阶段性成果，条法司组织指导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以下简称“省知识产
权局”）实施；为地方选做类工作措施）

（二）完善专利相关配套政策
工作目标：进一步推动专利法规政策与国家

经济科技贸易等法规政策的衔接，做好相关配套
政策的制定、修改、废止工作。

工作措施：
５ 研究制定国家投资科研项目管理办法，研

究制定职务发明人流动中利益共享办法，研究制
定关于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发明创造和转化实施
的指导意见。（年内有阶段性成果，管理司负责，
并与相关部委协调）

６ 推动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评定相关工作中对
于独占实施许可和专利权转让的有关规定。 （年
内有阶段性成果，管理司、初审流程部负责，并
与相关部委协调）

７ 各省知识产权局结合本地实际，推进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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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相关的配套政策体系构建，出台具体落实政策。
（年内有阶段性成果，各省知识产权局结合实际，
制定具体实施方案；为地方必做类工作措施）

（三）完善专利制度制定的科学决策机制
工作目标：深入研究专利制度运行的基本规

律及相关国际规则，通过完善机制、规范程序，
保障专利有关政策制定、执行、调整的合理性、
有效性、及时性。

工作措施：
８ 建立重大专利决策的事前调研和研究制

度，逐步形成从理论研究到实证调研到政策制定
的决策机制。（年内有阶段性成果，办公室牵头，
局内相关部门参与，并组织指导各有关省知识产
权局实施；为地方选做类工作措施）

９ 加强对政策研究项目的规划和管理。制定
年度以及长期专利政策研究计划，设计好专利政
策研究思路和重点内容的宏观框架；加强宏观政
策研究项目的统筹与管理工作，突出重点，避免
重复研究。 （年内有阶段性成果，办公室负责，
局内相关部门参与）

１０ 开展专利法律、法规和重要规章、政策
的评估工作。对重要法律法规，要推动并配合立
法机关在实施３ ～ ５年内对其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
估；对重要部门规章在实施３ ～ ５年内，对其实施
情况进行全面评估；重要政策在发布实施３ ～ ５年
内，政策的制定部门或者执行部门应当对政策的
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估。 （长期工作，条法司牵
头，局内相关部门参与；涉及法律、法规的评估
工作，配合立法机关开展；政策的评估工作由政
策制定部门负责）

１１ 不断壮大专利政策研究队伍。进一步充
实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力量，加
强与其他部委以及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研究；
引导有条件的地方局成立知识产权研究机构，或

与地方高校院所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已经成立研
究机构的，进一步充实研究人员，从国家到地方
逐步形成一支专业性强、研究水平高、跨学科的
专利政策研究队伍。 （年内有阶段性成果，办公
室、研究中心负责，并组织指导各有关省知识产
权局实施；为地方选做类工作措施）

二、“专利制度运行保障体系建设”主体任务
（四）专利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工作目标：不断提高审查效率，改进审查质

量，提升专利质量。
工作措施：
１２ 制定全国性专利质量促进政策，优化全

国专利资助方向，引导专利质量提升。 （年内完
成，管理司负责，并组织指导各省知识产权局实
施；为地方必做类工作措施）

１３ 制定非正常专利申请的管理办法，明确
处理方法、处理流程、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在
处理非正常专利申请中的职责，并建立非正常专
利申请人诚信档案制度。 （年内完成，审业部负
责，并组织指导各省知识产权局实施；为地方必
做类工作措施）

１４ 持续改进专利审查质量，提升三种专利
的授权质量，缩短专利审查周期，保证审查标准
执行一致。进一步完善审查员与申请人之间的沟
通机制。（年内有阶段性成果，审业部负责）

（五）专利运用支撑体系建设
工作目标：探索建立专利协同运用新模式，

推动建立多层次的专利投融资服务体系，加快推
进专利运用工作。

工作措施：
１５ 加强企业主导的专利运用体系建设，探

索建立“政产学研金介用”深度融合的专利协同
运用模式，推动专利的储备和流转。 （年内有阶
段性成果，管理司负责，并组织指导各有关省知

—４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公报２０１２·４



识产权局实施；为地方选做类工作措施）
１６ 推动建立多层次的专利投融资服务体系。

深化和拓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推进专利价
值分析指标体系运用。加强服务机制建设，搭建
２０个左右知识产权投融资服务平台。逐步扩大专
利保险试点范围，完善专利保险工作模式，加快
培育和规范专利保险市场。组建服务团队，进驻
大型重点展会，提供专利投融资服务。 （年内有
阶段性成果，管理司负责，与相关部委协调，并
组织指导各有关省知识产权局实施；为地方选做
类工作措施）

（六）专利执法保护体系建设
工作目标：进一步加强专利行政执法的制度、

机制和能力建设，进一步显现专利行政执法查处
迅速、程序简单的优势，增强维权力度，创造良
好的市场环境。

工作措施：
１７ 启动实施“专利行政执法能力提升工

程”，大力加强行政执法能力建设。推进建立执
法队、专利侵权判定咨询中心、专利行政执法工
作协调中心，加强“５·２６”执法推进工作；全
面轮训省知识产权局执法人员和部分城市知识产
权局执法人员，提高专利行政执法人员业务能力；
出台落实《关于加强专利行政执法工作的决定》
的具体意见，建立执法工作目标责任制，推动和
保障专利行政执法能力提升。 （年内有阶段性成
果，管理司牵头负责，局内相关部门参与，并组
织指导各省知识产权局实施；为地方必做类工作
措施）

１８ 推进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建设。围绕
重点区域、重点产业建立一批知识产权快速维权
中心，建立快速维权工作机制，高效服务企业和
产业。建立健全行业知识产权保护自律机制，支
持行业协会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年内有阶

段性成果，管理司牵头负责，局内相关部门参与，
并组织指导各有关省知识产权局实施；为地方选
做类工作措施）

１９ 开展执法维权工作绩效考评，加强对地
方执法维权工作方向性指导；推动各省开展对地
市工作的考评，进一步推进全系统专利行政执法
制度和机制建设。 （年内有阶段性成果，管理司
负责，并组织指导各省知识产权局实施；为地方
必做类工作措施）

（七）专利行政管理体系建设
工作目标：推动全国知识产权系统机构建设

进一步健全，人员编制进一步充实，工作职能进
一步加强。

工作措施：
２０ 推动省级、市（地）级知识产权管理机

构建设，经济发达地区县级知识产权机构初步健
全；发展知识产权系统下属的事业单位、主管的
社会团体。 （长期工作，管理司指导各省知识产
权局实施；为地方必做类工作措施）

２１ 加强专利管理职能，拓展和加强知识产
权宏观调控、专利实施和产业化、知识产权资产
评估等职能。 （长期工作，管理司指导各省知识
产权局实施；为地方必做类工作措施）

（八）专利服务体系建设
工作目标：加快全国专利信息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和专利代理行业发展，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和
社会公众的需求。

工作措施：
２２ 加快全国专利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规

划的落实，推进区域专利信息服务中心建设；建
立全国专利信息传播利用的宏观管理与业务指导
体系，继续推进国家级专利信息传播利用基地工
程，启动地方专利信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和全国
专利信息工作指导工程，积极构建专利信息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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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帮扶顾问体系，实施企业专利信息促进工程，
启动专利竞争情报支持工程；继续实施重点产业
专利信息应用优势行业协会培育工程。 （年内有
阶段性成果，规划司牵头负责、文献部、自动化
部参与，并组织指导各有关省知识产权局实施；
为地方选做类工作措施）

２３ 加快专利代理行业发展。启动专利代理
行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加强专利
代理管理制度建设；继续完善专利代理人资格考
试制度；开展专利代理行业服务标准化建设研究；
探索开展专利代理优质服务评价制度建设研究；
扩大专利代理行业发展促进工程实施规模，有序
推进加快专利代理行业发展试点工作；完善专利
代理人考前和实务技能培训工作机制，完成２０００
名专利代理人的培训工作。（年内有阶段性成果，
条法司负责，局内相关部门参与，并组织指导各
省知识产权局实施；为地方必做类工作措施）

（九）专利人才体系建设
工作目标：加快培养一支数量充足、结构优

化、布局合理、素质较高的专利人才队伍，为促进
专利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工作措施：
２４ 推动知识产权人才规划落实，研究制定

知识产权人才政策措施。制定专利代理高端人才
培养方案，打造专利代理行业高层次人才队伍。
推动企业知识产权人才评价体系建设，加强企业
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 （年内有阶段性成果，
人事司牵头负责，局内相关部门参与，组织指导
各有关知识产权局实施；为地方选做类工作措施）

２５ 通过实施知识产权人才工程和计划，强
化知识产权人才体系建设。实施百千万知识产权
人才工程、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建设工程、知
识产权人才信息化工程等人才工程和知识产权领
军人才等人才计划，构建以领军人才、百名高层

次人才、千名骨干人才和万名专业人才为纵向四
个层级，以行政管理和执法、专利审查、服务业、
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知识产权人才为横向五个
类别的梯次合理、门类齐全的知识产权人才队伍
体系。 （年内有阶段性成果，人事司牵头负责，
局内相关部门参与，并组织指导各有关知识产权
局实施；为地方选做类工作措施）

三、“专利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主体任务
（十）专利助推企业转型
工作目标：发布《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开展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培育工程，通过３ ～ ５年的
实施，形成１０００家由央企和省市龙头企业构成的
知识产权优势企业，５０００家知识产权达标企业，
带动数万企业知识产权能力提升。

工作措施：
２６ 发布实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发

布《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在全国范围内组
织各省知识产权局做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准推
广实施工作；根据各省推广实施企业知识产权管
理标准的工作情况，重点选择１５个省份进行支
持，每个重点支持的省份至少培育３０家达标企
业。（年内完成，管理司负责，并组织指导各有
关省知识产权局实施；为地方必做类工作措施）

２７ 开展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培育工程。制订
全国统一的知识产权（专利）优势企业认定办
法，大力培育知识产权优势企业。遴选１０个重点
省份，培育５０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年内完成，
管理司负责，并组织指导各有关省知识产权局实
施；为地方选做类工作措施）

２８ 开展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管理体
系研究，推动高校和科研机构知识产权管理标准
的立项和制定。（年内完成，管理司负责）

（十一）专利引领产业升级
工作目标：推动产业专利运用工作，推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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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经济科技活动知识产权评议工作，实施产业专
利联盟促进计划，促进国家重点产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

工作措施：
２９ 推动产业专利运用工作。建立专利分析

与产业运行决策深度融合和专利运用对产业运行
效益高度支撑的工作体系，探索形成专利运用促
进产业升级发展新模式。 （年内有阶段性成果，
管理司牵头负责，局内相关部门参与，并组织指
导各有关省知识产权局实施；为地方选做类工作
措施）

３０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贯彻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知
识产权工作的若干意见》，建立完善工作推进机
制，汇总形成阶段性工作要点，指导地方开展相
关工作。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知识产权集群
管理试点。 （年内有阶段性成果，协调司牵头负
责，局内相关部门参与，并组织指导各有关省知
识产权局实施；为地方选做类工作措施）

３１ 持续推动重大经济科技活动知识产权评
议工作。扩大范围、拓展领域，深入推进重大经
济科技活动知识产权评议试点。 （年内有阶段性
成果，协调司牵头负责，局内相关部门参与，并
组织指导各有关省知识产权局实施；为地方选做
类工作措施）

３２ 实施产业专利联盟促进计划，指导和建
立２０家左右符合我国当前产业发展需求的产业专
利联盟，每个联盟形成１０件以上基本专利。（年
内完成，管理司负责，并组织指导各有关省知识
产权局实施；为地方选做类工作措施）

（十二）专利护航国际贸易
工作目标：进一步提升专利国际规则制定的

影响力，发布重点国家知识产权环境报告，为我
国企业开展国际贸易保驾护航。

工作措施：
３３ 加强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知识产权相

关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在多边知识产权国际
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提升国际话语权；积极参
与国际合作，应对专利业务挑战。 （年内有阶段
性成果，国际司负责）

３４ 强化涉外知识产权事务统筹协调，加大
对地方知识产权涉外工作指导，完善涉外专利信
息沟通交流机制。加强涉外专利事务中全局性和
战略性的政策研究，针对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发展
态势，适时调整专利国际合作政策。 （年内有阶
段性成果，国际司负责，并组织指导各有关省知
识产权局实施；为地方选做类工作措施）

３５ 继续开展国外知识产权环境研究。更新
完善前三批国外知识产权环境报告，发布南非知
识产权环境研究和世界主要国家（地区）海关保
护知识产权环境研究成果，组织开展关于生物医
药领域与主要自由贸易区的知识产权环境研究。
（年内有阶段性成果，规划司负责）

（十三）专利支撑重点区域发展
工作目标：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加

强扶持重点区域专利事业发展，培育形成专利优
势区域，带动周边区域共同发展。

工作措施
３６ 通过省部会商机制加强对重点省份知识

产权工作的指导。集聚省部双方资源，加大支持
力度，突出分类指导，运用专利制度，以满足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指引，开展合作会商工作。
（年内有阶段性成果，管理司、协调司负责，并
组织指导各有关省知识产权局实施；为地方选做
类工作措施）

３７ 通过试点示范工作加强对城市知识产权
工作的指导。推动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全面提
升知识产权综合能力，充分发挥示范城市的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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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作用。对试点城市实施分类指导，推动国家
知识产权试点城市发挥特色与优势，围绕某一工
作主题进行重点探索创新。（年内有阶段性成果，
管理司负责，并组织指导各有关省知识产权局实
施；为地方选做类工作措施）

３８ 通过强县工程加强对县域知识产权工作
的指导。出台强县工程试点示范县评定管理办法，
推动强县工程试点县建章立制、着力宣教、服务
企业、有所突破，推动强县工程示范县战略引领、
着力运用、服务产业、全面发展，充分发挥知识
产权工作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 （年
内有阶段性成果，管理司负责，并组织指导各有
关省知识产权局实施；为地方选做类工作措施）

（十四）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
工作目标：制定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的

政策措施，扶持培育一批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引
导知识产权服务集聚发展，为全社会提供高水平
知识产权服务。

工作措施：
３９ 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统计监测

和信息发布体系；推动知识产权服务标准化体系
建设；支持地方开展知识产权服务联盟试点工作；
引导和培育知识产权服务新模式；实施欠发达地
区知识产权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年内有阶段性
成果，规划司负责，并组织指导各有关省知识产

权局实施；为选做类工作措施）
４０ 开展知识产权服务集聚发展和服务机构

试点示范工作。进一步培育和指导国家知识产权
服务业集聚发展试验区建设，增设新的试验区；
继续开展知识产权服务示范机构创建工作，推进
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品牌建设，扶持和培育一批专
业化、规模化和国际化的专利服务机构。 （年内
有阶段性成果，规划司负责，并组织指导各省知
识产权局实施；为选做类工作措施）

（十五）建设知识产权文化
工作目标：出台加强知识产权文化建设的若

干意见，推动开展知识产权教育，提高全社会的
知识产权意识。

工作措施：
４１ 出台加强知识产权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积极营造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的知识
产权文化氛围。（年内完成，办公室负责）

４２ 推动在高等学校开设知识产权相关课程，
将知识产权教育纳入高校学生素质教育体系；推
动知识产权内容纳入中小学教育课程体系，筹划
创立３ ～ ５个中小学知识产权宣传教育基地试点。
（年内有阶段性成果，办公室、人事司负责，并
组织指导各有关省知识产权局实施；为地方选做
类工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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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加强试点城市
分类指导工作的通知

国知发管字［２０１２］１１６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我局印发《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和示范城市（城区）评定办法》 （国知发管字

［２０１１］１６０号）（以下简称《评定办法》），全面规范了城市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为有效深化城市
知识产权试点工作，进一步体现分类指导、突出特色的思想，我局将对城市知识产权试点工作进行分类
指导。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试点主题的选取
我局将对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分为以下５类进行指导，即知识产权制度创新类、知识产权执法能

力提升类、知识产权运用能力提高类、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类、知识产权文化传播类。各类主要工作分
别侧重于以下方面：

（一）知识产权制度创新
１ 探索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知识产权重大政策实现创新突破，推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

管理能力提升的法规、规章和政策创新。
２ 加强知识产权制度系统设计，有效集成知识产权战略政策配套措施，形成完整的知识产权政策

体系。
（二）知识产权执法能力提升
在完善执法制度、创新执法机制、设立专门专利行政执法机构、提升执法能力、完善支撑重点产业

发展的快速维权机制等方面先行先试，并取得实质性突破。
（三）知识产权运用能力提高
１ 加强知识产权运用支撑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专利等创新成果的有效流转机制，强化产学研用紧密

结合，促进知识产权市场化。
２ 运用知识产权助推企业转型，加强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贯标企业培育，推动企业通过运用专利

分析技术，明晰发展定位，带动企业整体知识产权能力大幅提升。
３ 加强产业专利运用工作，建立专利分析与产业运行决策深度融合和专利运用对产业运行效益高

度支撑的工作体系，探索专利运用促进产业升级发展新模式，引导创新资源向产业集聚，促进形成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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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技术突破和产业创新为指向、以企业集群为主体的产业竞争合作发展格局。
（四）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
加快推进知识产权服务业体系建设，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加强专利代理和信息服务，满

足城市经济、科技、产业发展对知识产权服务业的需求。
（五）知识产权文化传播
采取多种措施，全面提升社会公众知识产权意识，培育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的知识产权

文化。
请申报城市结合自身情况，选择一项主题，制定城市知识产权试点工作方案，指导开展城市试点

工作。
二、试点工作方案的制定
城市知识产权试点工作方案包括指导思想、组织机构、工作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等。其中重

点任务包括基础性任务（必选）和特色任务（自选）。各试点城市要在基本工作内容落实到位的基础
上，结合城市特色与优势，选取一项试点主题，重点进行探索创新，力求取得实质性突破。其中，基础
性任务包括：

１ 促进知识产权工作纳入市政府重要议事议程，纳入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及相关部门绩效考核目标。
加大对知识产权工作的资金投入力度，保障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顺利开展。

２ 健全城市知识产权工作体系，加强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建设和执法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知识产权
工作协调管理体系。

３ 建立健全适应城市经济科技发展需要的知识产权政策法规体系，积极推进本地知识产权法规、
规章制定或修订，加强知识产权政策与经济、科技、产业、贸易、区域等政策有机融合。

４ 探索适应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知识产权工作模式，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系统推进城市
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的全面提升，有效支撑城市创新发展。

特色任务即为各城市所选取的主题任务。
三、评定和批复
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评定工作每年５月和１１月各集中开展一次。按照《评定办法》第七条规定

的程序，我局将在城市自愿申报、省局考察推荐的基础上，作出批复并确定试点工作主题。各国家知识
产权试点城市要按照我局批复文件中确定的试点工作主题及其目标和任务，调整、完善试点工作方案；
试点工作方案经省知识产权局审核同意后印发，并报我局专利管理司备案。

今年，各省（区、市）知识产权局要于１２月６日前，将省（区、市）知识产权局书面推荐函、城
市人民政府申报函、试点工作初步方案以及《评定办法》第六条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以纸件和电子
件形式报送我局专利管理司。对于已向我局提出试点城市申报的城市，市知识产权局要向所在省（区、
市）知识产权局补充提交书面申报请示，按照基本工作内容和特色工作主题要求，明确试点主题及其目
标和任务，修改试点工作方案，补充《评定办法》第六条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省（区、市）知识产
权局审核有关材料后，向我局补充提交书面推荐函、城市知识产权局申报请示、试点工作方案以及《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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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办法》第六条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有关补充材料于１２月６日前以纸件和电子件形式报送至我局专
利管理司。

特此通知。

国家知识产权局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７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
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知发规字［２０１２］１２５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
为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国发［２００８］１８号）、《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

健康发展若干意见》（国发［２０１０］１３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２０１１］５８号）精神，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积极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培育民间
投资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现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营造有利发展的政策环境
（一）研究制定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规划。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制定当地知识产权服务业发

展规划，指导知识产权服务业健康发展，吸引更多民间资本投入知识产权服务业。
（二）建立知识产权服务业统计制度。探索建立民间投资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发展监测和信息发布

机制，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
（三）推动实施知识产权服务业税收优惠政策。研究并推动制定有利于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的税收

政策，让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享受优惠待遇。
（四）大力开展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试验区工作。引导民间投资的服务机构入驻集聚发展试验

区，推动完善土地、房屋、租金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集中、集约、集聚发展带动下，逐步壮大民间投
资的服务机构队伍。

（五）制定中国专利基础数据资源开放管理办法。推进专利基础信息资源向服务机构有序开放，为
夯实服务机构的服务基础创造条件。鼓励民营服务机构对知识产权基础信息进行深度加工，提供各种高
附加值服务商品，满足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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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六）推动建立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知识产权服务业市场机制。引导民间资本开

展知识产权“获权—用权—维权”相关服务，促进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
（七）强化行业监管，促进民间投资的企业健康发展。促进民间投资主体按照法律法规要求，依法

经营，诚实守信，履行社会责任。建立并完善各级知识产权服务行业协会（联盟），加强政府对行业协
会的指导、支持与监管，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行业自律作用，营造公平、诚信的发展环境。

（八）推动政府部门加大对知识产权服务的采购力度。鼓励政府部门将专利信息分析服务、知识产
权战略研究、重大科技经济项目知识产权评议、知识产权托管等以政府采购形式委托给民间投资的知识
产权服务机构，支持民间投资的服务机构发展。

（九）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投融资体系。鼓励民间资本成立投资机构，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
投资、担保等投融资服务，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的资金短缺问题；同时引导民间服务机构开展知识产权
价值评估、风险评估、保险、交易、转化等服务，促进知识产权运用。

（十）搭建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和企业需求对接平台。在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园区和企业大力引入民间
投资的服务机构，开展知识产权帮扶、托管、代理、咨询等服务，培育知识产权服务市场。

三、大力实施民间投资的服务机构能力提升工程
（十一）加快知识产权服务引导和品牌机构培育工作。重点扶持一批基础较好、能力较强、业绩显

著、信誉优良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打造一批规模大、竞争力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服务品牌机构。
（十二）加强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人才培养。制订知识产权服务人才分类指导计划，大力开展专利信

息检索技能、分析技能、应用技能等公益性培训。在知识产权学历教育人才培养、实务型人才培养、国
际高端复合型人才引进、人才培养模式、职业培训和交流等方面提供政策和资源上的扶持，解决知识产
权服务机构人才匮乏问题。

（十三）加快实施欠发达地区知识产权服务能力提升工程。鼓励知识产权品牌服务机构到欠发达地
区设立分支机构，组织专家特别是品牌机构的高级管理和实务人才到欠发达地区开展培训、援助、指导
等帮扶活动，大力提高欠发达地区服务机构数量，提升服务能力和质量。

（十四）实施知识产权服务创新发展工程。培育和扶持知识产权服务新业态，鼓励服务机构在服务
模式上、服务手段上、服务领域上、服务产品上大胆创新、科学发展。

四、加强组织保障
（十五）加强组织领导。国家知识产权局协调有关部委推动相关支持民间投资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的政策研究、制订和落实。各地方结合当地实际，明确管理机构、设置管理人员、制定具体实施意见，
尽快形成国家与地方有效联动的工作格局。

（十六）加大投入力度。国家知识产权局积极推动中央财政加大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投
入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设立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增强对民营服务机构的扶持力度。对于
国家扶持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的项目，各地方应给予相应的资金配套。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知识产权服
务业的信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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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知识产权服务业领域，对于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各地方要高度重视，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科学创新，根据意见要求，抓紧研究制定具体实
施办法，尽快将有关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努力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和舆论氛围，切实促进知识产权服务
业健康发展。

国家知识产权局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３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 公安部关于对 ２０１２ 年度
全国知识产权系统和公安机关知识产权执法
保护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予以表扬的通报

国知发管字［２０１２］１２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公安局：
２０１２年，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公安部《关于建立协作配合机制共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通

知》（国知发管字［２００８］８０号）要求，全国知识产权部门和公安机关通力协作、紧密配合，严厉打击
各类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了知识产权权利人与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为激励知识产权创
造、运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营造了良好环境。

为表彰先进，鼓舞士气，经审核评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安部对在２０１２年度知识产权执法保护
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全国知识产权部门６０个先进集体和１００名先进个人，全国公安机关３６个先进集体和
６７名先进个人予以通报表扬。希望受到表扬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珍惜荣誉，保持先进，再接再厉，
再创佳绩。全国各级知识产权部门和公安机关要以先进为榜样，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的要求，全面提升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工作水平，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特此通报。
附件：２０１２年度全国知识产权系统和公安机关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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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１２ 年度全国知识产权系统和公安机关

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一、２０１２年度全国知识产权系统和公安机关
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先进集体
北京市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专利执法处
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六支队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经侦大队

天津市
天津市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处
天津市公安局塘沽分局经侦支队

河北省
石家庄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局专利处
赤峰市公安局红山区分局经侦大队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公安局经侦大队

辽宁省
辽宁省知识产权局法规处
锦州市知识产权办公室
辽宁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知识产权支队
沈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七大队

吉林省
吉林省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处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知识产权局
延吉市公安局经侦大队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局政策法规处
哈尔滨市知识产权局

哈尔滨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上海市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政策法规处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四支队

江苏省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专利执法处
镇江市知识产权局
南通市知识产权局
徐州市知识产权局
苏州市知识产权局
南京市知识产权局
无锡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三大队
宿迁市公安局

浙江省
浙江省知识产权局专利行政执法处
杭州市知识产权局
温州市知识产权局
义乌市知识产权局
金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苍南县公安局经侦大队

安徽省
安徽省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处
滁州市知识产权局
芜湖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福建省
福建省知识产权局执法处
福州市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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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江西省

江西省知识产权局专利执法处
南昌市知识产权局
赣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山东省
山东省知识产权局法律事务处
济南市知识产权局
菏泽市知识产权局
东营市知识产权局
烟台市知识产权局
滨州市知识产权局
山东省公安厅经侦总队

河南省
河南省知识产权局法律事务处
郑州市知识产权局
洛阳市知识产权局
新乡市知识产权局
河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

湖北省
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协调管理处
武汉市知识产权局
宜昌市知识产权局
襄阳市知识产权局
武汉市公安局经侦处

湖南省
长沙市知识产权局
郴州市知识产权局
邵阳市知识产权局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知识产权局
常德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广东省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执法与监督处
广州市知识产权局

深圳市知识产权局
汕头市知识产权局
惠州市知识产权局
中山市知识产权局
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深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海南省
海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业务指导支队

重庆市
九龙坡区知识产权局
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

四川省
四川省知识产权局法律事务处
成都市知识产权局
绵阳市知识产权局
成都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宜宾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贵州省
贵州省知识产权局政策法规处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局经侦支队

云南省
云南省知识产权局法制处
昆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陕西省
渭南市知识产权局
陕西省公安厅经侦总队

甘肃省
兰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局法律事务处
喀什地区知识产权局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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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
公安部经侦局第一直属总队侦查五队
公安部经侦局第二直属总队
公安部经侦局第三直属总队侦查三队
二、２０１２年度全国知识产权系统和公安机关

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先进个人
北京市

付晓辉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
陈　 军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
孙占军　 东城区知识产权局
李晨阳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侦大队
季海涛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经侦大队

天津市
张　 军　 天津市知识产权局
于文静　 西青区知识产权局
崔玉梅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知识产权局
王　 浩　 天津市公安局经侦总队
张建军　 天津市公安局技侦总队

河北省
李玉兵　 河北省知识产权局
刘晓磊　 唐山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靳志恒　 保定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山西省
陈华煜　 山西省知识产权局
邵平安　 山西省公安厅经侦总队

内蒙古自治区
田颖男　 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局
王淑荣　 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局
刘　 晔　 呼和浩特市知识产权局
赵　 娜　 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分局
闫宝宇　 兴安盟公安局经侦支队

辽宁省
李　 东　 辽宁省知识产权局
邹　 晶　 大连市知识产权局

黄忠凯　 本溪市知识产权执法大队
冷　 菲　 辽宁省公安厅经侦总队
李德玉　 沈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智永光　 大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吉林省
仲崇玉　 吉林省知识产权局
张永超　 长春市知识产权局
周　 忠　 辽源市科学技术局
孙知学　 吉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
徐长伟　 四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黑龙江省
王双厚　 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局
杜　 葳　 鸡西市知识产权局
李建人　 伊春市知识产权局
冯滨和　 哈尔滨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高欣文　 绥化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上海市
宋　 嘉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
顾建平　 闵行区知识产权局
鲍心洋　 徐汇区知识产权局
刘海健　 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经侦支队
钱　 伟　 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经侦支队

江苏省
黄志臻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
陈苏宁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
严国平　 丹阳市知识产权局
杨伟红　 常州市知识产权局
杨定国　 淮安市知识产权局
张　 莉　 泰州市知识产权局
张文利　 南京市知识产权局
薛　 平　 扬州市知识产权局
李　 慧　 江苏省公安厅经侦总队
吴宏君　 扬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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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张志中　 浙江省知识产权局
吴华荣　 宁波市知识产权局
朱勇敏　 温州市知识产权局
应晨俊　 永康市科学技术局
宋歧斌　 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分局经侦大队
姚麟杰　 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分局经侦大队
陈　 希　 台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安徽省
周宗武　 安徽省知识产权局
王汝明　 马鞍山市知识产权局
唐成建　 安徽省公安厅经侦总队
徐　 盛　 滁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福建省
罗　 旋　 福建省知识产权局
郭伟杰　 福建省知识产权局
王金来　 莆田市知识产权局
王　 栋　 福建省公安厅经侦总队
李志纾　 厦门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江西省
陈　 婧　 江西省知识产权局
刘丽琨　 鹰潭市知识产权局
杨　 斌　 江西省公安厅经侦总队
黄　 斌　 上饶市公安局信州分局经侦大队

山东省
耿庆祝　 山东省知识产权局
李　 浩　 济南市知识产权局
万晓星　 青岛市知识产权局
高玉国　 潍坊市知识产权局
葛　 民　 菏泽市知识产权局
白　 雪　 东营市知识产权局
郭晓斌　 淄博市知识产权局
高　 森　 临沂市知识产权局
张庆慷　 临沂市公安局河东分局经侦大队

刘继光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河南省

董一晨　 河南省知识产权局
常建民　 安阳市知识产权局
曹　 华　 南阳市知识产权局
张小明　 商丘市知识产权局
石允昂　 郑州市知识产权局
王文亮　 驻马店市知识产权局
王　 琨　 河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
张铁岭　 郑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湖北省
陈　 轶　 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李卓端　 武汉市知识产权局
徐海军　 宜昌市知识产权局
刘会平　 黄石市知识产权局
杜红玉　 荆门市知识产权局
刘国政　 鄂州市知识产权局
赵　 亮　 湖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
任长军　 公安县公安局经侦大队

湖南省
傅伯成　 常德市知识产权局
祝家虎　 衡阳市知识产权局
张量宇　 益阳市知识产权局
何建国　 岳阳市知识产权局
杜晓鸿　 株洲市知识产权局
黄　 琼　 湖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
郑　 志　 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胡国润　 新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

广东省
毕　 赓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
陈桂育　 深圳市知识产权局
陈秋长　 佛山市南海区经济促进局
丁文雄　 广州市知识产权局
洪　 峰　 汕头市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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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艺军　 惠州市知识产权局
朱　 丹　 东莞市知识产权局
李国镇　 潮州市知识产权局
李　 游　 广东省公安厅经侦局
高　 飞　 汕头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李　 莉　 中山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
冯树华　 广西壮族自治区知识产权局
刘宁生　 南宁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李　 赫　 柳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海南省
孙　 武　 海口市知识产权局
刘云球　 海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
曾文林　 昌江县公安局经侦大队

重庆市
李雨楠　 重庆市知识产权局
武　 戈　 渝中区知识产权局
朱　 正　 沙坪坝区知识产权局
何　 泽　 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
唐　 清　 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刑警支队
郭尔特　 酉阳县公安局

四川省
卢志红　 四川省知识产权局
田亚军　 德阳市知识产权稽查支队
丁良菊　 自贡市知识产权局
高一川　 宜宾市知识产权局
税小红　 乐山市知识产权局
陈　 剑　 泸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沈　 健　 旺苍县公安局

贵州省
车光玉　 贵州省知识产权局
刘德卓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知识产权局
王成焱　 贵州省公安厅经侦总队
古粤黔　 遵义市公安局红花岗分局经侦大队

云南省
林东春　 云南省知识产权局
朱晓兵　 昆明市知识产权局
李其斌　 普洱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陈　 醉　 临沧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西藏自治区
达瓦次仁　 拉萨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陕西省
许　 静　 陕西省知识产权局
杨森林　 延安市知识产权局
田跃正　 西安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郑王峰　 渭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甘肃省
韩永东　 张掖市知识产权局
黄晓军　 甘肃省公安厅经侦总队
李　 刚　 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经侦大队

青海省
张春满　 青海省知识产权局
张广春　 西宁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
董劲松　 宁夏回族自治区知识产权局
杨小平　 西吉县公安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谭　 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局
齐满古丽·买买提　 乌鲁木齐市知识产权局
郭志刚　 昌吉回族自治州知识产权局
游丽蓉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知识产权局
叶尔肯　 阿勒泰地区知识产权局
王英豪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高　 帅　 福海县公安局经侦大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杨晓辉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
苏克勤　 农四师公安局经侦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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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
朱建国　 公安部经侦局第一直属总队

王宇峰　 公安部经侦局第二直属总队
李　 磊　 公安部经侦局第三直属总队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表扬
全国知识产权系统知识产权人才工作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国知办发人字［２０１２］８８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
近年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全国知识产权系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

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积极开展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工作，在加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增强全社会知识
产权意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涌现出一大批人才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为鼓励先进，推动知识产权人才工作开展，促进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对北
京市知识产权局人事处等８７个全国知识产权人才工作先进集体，张伯友等８７名全国知识产权人才工作
先进个人予以表扬。希望受到表扬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在今后的工
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全国知识产权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要以受表扬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榜样，求真务实，锐意进取，
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人才工作力度，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大力提高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
为促进知识产权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附件：１ 全国知识产权人才工作先进集体名单
　 　 　 ２ 全国知识产权人才工作先进个人名单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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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全国知识产权人才工作先进集体 （８７ 个）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人事处
北京市东城区知识产权局
北京市大兴区知识产权局
天津市知识产权局
天津市武清区知识产权局
天津百利机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科技质量部
河北省知识产权局
邯郸市知识产权局
承德市科学技术局
大同市专利管理办公室
晋城市知识产权办公室
山西省科技干部继续教育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局
呼和浩特市知识产权局
内蒙古乌海市知识产权局
辽宁省知识产权局
丹东市知识产权局
营口市知识产权局
吉林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协调处
四平市知识产权局
舒兰市科学技术局
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局
哈尔滨市知识产权局
中国林业知识产权信息中心
上海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
上海市青浦区知识产权局
镇江市知识产权局
江阴市知识产权局

南通市知识产权局
杭州市知识产权局
温州市龙湾区科学技术局
湖州市科学技术局
合肥市知识产权局
宣城市知识产权局
安徽省霍山县知识产权局
福建省知识产权局
南平市知识产权局
福州市知识产权局
江西省知识产权局
九江市知识产权局
中国陶瓷知识产权信息中心
山东省知识产权局
东营市知识产权局
泰安市知识产权局
河南省知识产权局
国家知识产权培训（河南）基地
河南省知识产权事务中心
襄阳市知识产权局
黄石市知识产权局
武汉市知识产权局协调处
湖南省知识产权局
长沙市知识产权局
中南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
广东省知识产权研究与发展中心
汕头市知识产权局
广州市知识产权局协调合作处
南宁市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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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市知识产权局
重庆理工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重庆市北碚区知识产权局
四川省知识产权局
成都市知识产权局
德阳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
云南省知识产权局
昆明市知识产权局
云南省玉溪市知识产权局
贵州省知识产权局
贵州省安顺市知识产权局
黔东南州知识产权局
陕西省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宝鸡市知识产权局

渭南市知识产权局
甘肃省知识产权局
兰州市知识产权局
武威市知识产权局
青海省知识产权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知识产权局
固原市知识产权局
吴忠市知识产权局
乌鲁木齐市知识产权局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知识产权局
新疆阿克苏地区知识产权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
八师石河子市知识产权局
兵团知识产权信息中心

附件２

全国知识产权人才工作先进个人 （８７ 人）

北京市
张伯友　 　 杜　 伟　 　 张文宝

天津市
王　 瑞　 　 谢　 静　 　 张爱军

河北省
刘建峰　 　 宋泽波　 　 杨甲忠

山西省
吴玉祥　 　 吴永刚　 　 赵襄元

内蒙古自治区
刘　 晔　 　 韩　 冬　 　 牛忠良

辽宁省
张生灿　 　 李楠楠　 　 孙　 凯

吉林省
耿玉伟　 　 高松子　 　 唐莉梅

黑龙江省
王学生　 　 王阁民　 　 李海英

上海市
杨怀志　 　 邹潮洪　 　 罗秀凤

江苏省
何锦润　 　 朱卫东　 　 贺海涛

浙江省
陆培坤　 　 董小华　 　 程可可

安徽省
袁国春　 　 戴玉斌　 　 周朝生

福建省
罗　 旋　 　 李冬根　 　 徐巧英

江西省
敖小菊　 　 万　 磊　 　 胡雄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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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
高玉国　 　 苏雪梅　 　 吴　 征

河南省
魏　 薇　 　 刘西怀　 　 王　 锋

湖北省
黄玉烨　 　 秦冬生　 　 赵　 杰

湖南省
何　 萍　 　 肖冬梅　 　 江　 华

广东省
关永红　 　 李昌栋　 　 罗梅莹

广西壮族自治区
祖晓光

重庆市
张朝君　 　 熊志海　 　 龙　 蓓

四川省
黄　 峰　 　 张　 英　 　 王晓钧

云南省
刘　 松　 　 何正川　 　 钟智灵

贵州省
龙心淼　 　 杨　 桑　 　 陈　 涛

陕西省
李扩拉　 　 郝康林　 　 叶长青

甘肃省
郭　 涛　 　 王吉春　 　 贺　 炜

青海省
鲁登峰　 　 胡铁成

宁夏回族自治区
李凤兰　 　 田俊婵　 　 沙　 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范志刚　 　 宋智军　 　 杜鸿东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乔同勋　 　 王　 勇　 　 曲金丽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专利信息传播利用基地建设指南》 的通知

国知办发办字［２０１２］９６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
为加强国家级专利信息传播利用基地建设，推进基地利用专利信息服务经济科技发展，制定《专利

信息传播利用基地建设指南》，现予印发，请贯彻实施。
特此通知。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９日

—２１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公报２０１２·４



专利信息传播利用基地建设指南

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全国专利文献信息传
播与利用工作的意见》（国知发办字［２０１１］１５１
号），加强国家级专利信息传播利用基地建设，
切实发挥专利信息在服务经济科技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制定本指南。

一、总体思路
国家级专利信息传播利用基地（以下简称

“基地”）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设立，是加强地
方专利信息传播利用工作的重要平台，也是推动
全国专利信息传播利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地建设的总体思路：紧贴区域经济发展，
围绕专利信息服务于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立足
本地区专利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各个工作环
节，整合人才、信息等各类资源，综合利用公益
和商业等手段，构建完整、高效的专利信息传播
利用工作体系，完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专利信
息在地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中的引
领和支撑作用。

二、目标与任务
基地应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专利信息人才

培养中心、专利信息情报研究发布中心、专利信
息利用促进中心；基地利用专利信息服务政府决
策、产业发展、企业创新和推动行业成长的能力
大幅提升，专利信息的引领支撑作用明显体现。

（一）为确保目标实现而开展的工作
１ 全面贯彻落实全国专利信息传播利用工作

部署。
２ 科学建立适用于本地区的专利信息传播利

用工作体系与工作机制。

３ 积极培养专利信息利用与服务人才并加强
管理。重点面向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城市、园区、
企业培养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专利信息工作专
门人才、师资人才和领军人才。

４ 大力促进企事业单位专利信息运用。开展
面向企事业单位的专利信息利用促进工作，加大
对知识产权试点示范企业专利信息利用的支持与
指导力度，制订各类经济科技活动专利信息利用
模版，协助企业完善专利信息利用工作模式，促
进专利信息在企事业单位中的有效运用。

５ 积极利用专利信息服务经济和产业活动。
结合本地区经济和产业发展需要，开展专利信息
检索、分析与预警等工作，及时发布专利信息分
析报告和专利竞争情报，支撑重大经济科技活动
专利评议，为政府、产业和企业提供决策参考。

６ 充分利用专利信息服务技术创新。结合本
地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需求，开展专利信息检索、
分析等工作，及时推送专利技术动态，面向市场
主体和创新主体开展专利信息利用技能培训，加
强专利信息对技术创新的支撑。

７ 积极运用专利信息服务本地区专利工作。
围绕本地区专利工作重心，定期收集政府、行业
及企事业单位专利信息运用情况及实际效果，分
析发展趋势，为本地区专利工作决策提供参考。

（二）根据区域经济发展鼓励开展的工作
１ 加强与行业协会、图书情报机构、高校科

研院所等机构就专利信息传播利用工作开展交流
与合作，努力整合专利信息服务资源，拓宽专利
信息传播渠道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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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支持服务能力较强、热情较高的专利信息
服务机构参与基地工作，并加强指导和培育，促
进区域专利信息服务能力的提升，支撑经济发展。

３ 努力协调科技、财政、税收等相关部门出
台有利于专利信息传播利用工作的政策；努力健
全科技立项、产业决策、企业上市、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进出口贸易等工作中关于专利信息利用
的规章制度。

４ 加强专利信息传播利用工作理论研究及实
践探索。

５ 积极开展其他有利于本区域经济发展和创
新体系建设的专利信息传播利用工作。

三、基地运行
（一）职责分工
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全国基地的规划、建设

审批、指导、考核等工作。基地所在省（区、
市）知识产权局负责基地的日常运行和管理工作。

１ 国家知识产权局：
（１）负责制定基地建设工程规划和相关政

策，指导业务发展方向。
（２）负责在文献信息资源、人才队伍建设、

信息情报研究等方面为基地提供支持。
（３）支持基地承担或参与国家重点产业、重

大项目，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工作中的专利
信息的检索、分析与评价任务；支持基地开展有
利于区域专利信息传播利用的其他工作。

（４）负责组织搭建专题研讨、论坛、出版物
等工作平台，展示和推广基地工作成果；组织开
展对基地的考核。

２ 基地所在省（区、市）知识产权局：
（１）负责明确基地工作的组织领导，确定分

管局领导、具体负责人及工作联系人。
（２）负责制定专利信息传播利用规划、方针

及政策；细化基地工作目标任务，制定基地日常
管理运行的规章制度。

（３）负责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对专利信息工作
的需求，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开展信息情报研究，
积极在重大经济科技活动中开展专利信息服务，
承担任务，同时承担国家知识产权局下达的专利
信息传播利用工作任务。

（４）负责综合运用各种工作平台，充分展
示、宣传自身工作成果，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和
做法；在区域专利信息传播利用工作中发挥辐射
和引领作用。

（５）负责向当地政府争取资金、政策等配套
支持，整合、调动、争取各类社会资源，确保基
地工作持续开展。

（二）工作流程
基地在授牌后３个月内上报发展规划，每年

９月份上报下一年度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
国家知识产权局每年１２月份向基地下发下一

年度专利信息传播利用工作计划。
基地每年７月份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汇报中期

工作情况，每年１２月份报送基地年度工作总结。
四、基地考核
考核工作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每两年考

核一次，考核内容为考核期内基地专利信息传播
利用工作的计划完成情况和取得的工作成绩。考
核等级为优秀、合格、不合格。对考核为优秀的
予以表彰；对考核为不合格的限期整改，连续两
次考核为不合格的单位，不再作为基地单位。考
核结果向全国知识产权系统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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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动和重要工作

田力普率团出席 ＷＩＰＯ 成员国大会第 ５０ 次系列会议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８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成员国大会第５０次系列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会议。会上，田力普作了一般性发言，向
大会通报了２０１１年以来中国知识产权工作情况，回顾了过去一年来中国与ＷＩＰＯ在保护视听表演外交
会议等一系列活动中的成功合作。他表示，面对一系列全球性重大问题给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带来的新挑
战，世界各国应当在ＷＩＰＯ引导下通力合作，展现充分灵活性和建设性，共同探索有效的解决途径。田
力普还就ＷＩＰＯ框架下的知识产权事务发表了看法，指出应不断完善由ＷＩＰＯ所管理的ＰＣＴ体系、马德
里体系和海牙体系三大国际申请／注册体系。会议期间，田力普会见了ＷＩＰＯ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博
士，并与巴西、澳大利亚、瑞典、智利、美国、加拿大、丹麦等２０多个国家知识产权部门负责人以及
欧洲专利局（ＥＰＯ）、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ＯＨＩＭ）、非洲知识产权组织（ＯＡＰＩ）、非洲地区知识产权
组织（ＡＲＩＰＯ）等国际／地区组织举行了双边会谈，参加了首届金砖五国知识产权局合作会议，与ＷＩＰＯ
签署了自２００２年以来的首个全面合作谅解备忘录，还与俄罗斯、秘鲁、吉尔吉斯斯坦、尼日利亚、摩
尔多瓦等国知识产权机构签署了多份合作协议。

中国专利保护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４日，中国专利保护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暨２０１２年年会在京召开。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专利保护协会名誉会长路甬祥向大会发贺信。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中国专利保护
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报告和协会章程修改草案，通过选举产生了第三届理事会及领导班
子，聘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中国工程院前院长徐匡迪、国家知识产权局顾问姜颖继续担
任名誉会长。王景川当选为新一届理事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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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推进工作总结会召开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３０日，２０１２年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推进工作总结会在京召开。会议充分肯定了
２０１２年全国知识产权系统专利战略推进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就２０１３年专利战略推进工作进行了部署。
一年来，全国知识产权系统围绕《２０１２年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推进计划》制定并实施本地区的推进
计划，全国各地共制定６２０项专利战略工作措施，专利战略实施推进工作体系基本形成，专利战略实施
推进工作成效显著。

无锡 （国家） 外观设计专利信息中心揭牌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６日，无锡（国家）外观设计专利信息中心揭牌仪式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这是我国
首个针对外观设计的专利信息中心，将为江苏省乃至整个华东地区提供优质、高效、全方位的外观设计
专利信息服务。

第七届国际发明展览会举行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９ ～ １２日，第七届国际发明展览会暨国际教学新仪器和新设备展览会在江苏昆山举行。
本届国际发明展以“创新驱动，开放合作”为主题，以“改善民生，可持续发展”为重点，共有来自
亚洲、欧洲等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３０００多个项目参展，是近年来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明专利成果展
示活动。展览会还专设优秀发明产业化项目展区，展示获国家技术发明奖的项目，并挑选民生环保、节
能减排等领域的民间优秀项目集中展示。

专利审查协作河南中心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４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与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河
南中心（下称“河南中心”）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京举行。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与河南省省
长郭庚茂共同签署了《国家知识产权局、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共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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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心的合作框架协议》。河南中心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到２０１７年年底，河南中心工作人员
规模将达２０００人左右，年审查发明专利申请能力达１１万件。

中芬两局签署专利审查高速路谅解备忘录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７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与芬兰国家专利与注册委员会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
识产权局与芬兰国家专利与注册委员会专利审查高速路谅解备忘录》。根据该谅解备忘录，中芬两局将
自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施行专利审查高速路试点项目。

《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制度发展状况》 发布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外发布了《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制度发展状况》。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２０１１年年底，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并维持有效的实用新型专利１１２ １万件，中国实用新型
专利制度取得了显著成效。近１０年来，我国年度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无效请求量相对当年授权量的比例
呈明显下降趋势。２００２年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请求７５６件，占当年授权实用新型专利权（５ ７４８４万件）
的比例为１ ３１％ 。而２０１１年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请求１３２３件，占当年授权实用新型专利权（４０ ８１１
万件）的比例仅为０ ３２％ 。这表明近年来中国实用新型专利质量稳步提升，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制度运
行良好。

第六届中国专利周举行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９日，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办、以“专利保护创新、智慧改变生活”为主题的第六
届中国专利周在全国各地同时开幕。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和江苏省省长李学勇出席了主会场江苏
南京举行的第六届中国专利周开幕式暨２０１２·中国（南京）专利交易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
朗西斯·高锐通过视频向第六届中国专利周的举办表示了祝贺。此前我国已成功举办五届中国专利周活
动，中国专利周已成为集宣传、普及专利知识，展示、交易专利产品，培育专利文化于一体，各界广泛
参与的专利盛会，其品牌效应、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正逐步扩大。本届中国专利周期间，还举办了第十
四届中国专利奖颁奖仪式、多个专利交易会、高层论坛等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相比前五届，本届专利
周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活动规模进一步扩大，部分地区活动已延伸到区县；二是围绕建立知识产权保
护长效机制，进一步加大全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三是紧密结合专利战略推进计划实施，体现专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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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智慧创新注入新的活力；四是关注生态文明发展，推动专利改善和服务人民生活。

中国专利查询系统新增英文版界面

为了满足专利审查业务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实际需要，以及国内外用户日益增长的查询需求，２０１２
年１１月２９日，中国专利查询系统正式推出英文版界面，以进一步促进专利信息和审查信息的传播与共
享，提升服务水平。之后，包括西班牙语、法语、德语、日语、韩语、葡萄牙语、俄语等其他语言界面
也将相继开发，并陆续上线。中国专利查询系统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自主设计开发，拥有丰富完整的专利
申请基本信息和审查信息，用户可以通过该系统查询所需信息，并加以利用。该系统对于提升全社会自
主创新能力具有积极作用。

第十四届中国专利奖颁奖大会举行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３０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京隆重举行第十四届中国专利奖颁奖大
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隽琪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
斯·高锐通过视频发表致辞。本届中国专利奖共评选出中国专利金奖２０项，中国外观设计金奖５项，
中国专利优秀奖２６２项，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４４项。这些获奖项目表现出知识技术密集、权利归属明
确，资源利用率高、综合效益良好的突出特点。仅就经济效益而言，自专利实施之日起至２０１１年年底，
２５项金奖项目新增销售额１６５５亿元，新增利润３４６亿元。

第五届两岸专利论坛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４日，由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与台湾工业总会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两岸专利论坛在
台北举行，共有来自两岸专利主管部门、产业界和专利代理行业的２８０余名代表参加，与会人士围绕专
利制度的新近变革、专利审查实务、专利的行政救济、专利诉讼实务与专利的运营和管理等五个主题展
开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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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专利申请第一大国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发布《２０１２年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显示，
２０１１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来自国内外发明专利申请５２ ６４１２万件，超过美国的５０ ３５８２万件，
成为世界第一。数据还显示，在２０１１年通过《专利合作条约》（ＰＣＴ）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中，来
自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量为１ ６４０６万件，较２０１０年同比增长３３ ４％ ，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国家。在商标
领域，２０１１年全世界提交的商标注册申请量达到了创纪录的４２０万件，中国商标注册申请的增长率为
３１ ２％ ，在全球增长总量中占比为６１ ８％ 。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方面，２０１１年，中国受理的植物新品种
申请量为１２５５件，仅次于欧盟受理的申请量，排名世界第二。

全国共有 ２９６６ 人通过 ２０１２ 年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４日，２０１２年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合格分数线确定。合格分数线为：法律知识
部分（即专利法律知识与相关法律知识两科总和）１５０分，代理实务部分（即专利代理实务单科）９０
分。全国共有２９６６人通过考试。

中奥两局签署审查高速公路声明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率团访问奥地利专利局，并与奥地利专利局局长弗
里德里希·吕德勒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中奥两局混合委员会会议。会后，双方签署了《中奥审查高速公
路共同声明》和《中奥两局合作谅解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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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

１９８５ 年 ４ 月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国内外三种专利申请受理状况总累计表

　 　 单位：件
按国内外
分组

合计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申请量 构成 申请量 构成 申请量 构成 申请量 构成

小计 １０７１６４７７ １００ ０％ ３５０２６８３ １００ ０％ ３７３７５３３ １００ ０％ ３４７６２６１ １００ ０％

合计 职务 ６３１９４７９ ５９ ０％ ２８００３０４ ７９ ９％ １８７７２７６ ５０ ２％ １６４１８９９ ４７ ２％

非职务 ４３９６９９８ ４１ ０％ ７０２３７９ ２０ １％ １８６０２５７ ４９ ８％ １８３４３６２ ５２ ８％

小计 ９４１２１８８ ８７ ８％ ２３７９２７２ ６７ ９％ ３７１０７１５ ９９ ３％ ３３２２２０１ ９５ ６％

国内 职务 ５０６２４６１ ５３ ８％ １７１２９７９ ７２ ０％ １８５４８０６ ５０ ０％ １４９４６７６ ４５ ０％

非职务 ４３４９７２７ ４６ ２％ ６６６２９３ ２８ ０％ １８５５９０９ ５０ ０％ １８２７５２５ ５５ ０％

小计 １３０４２８９ １２ ２％ １１２３４１１ ３２ １％ ２６８１８ ０ ７％ １５４０６０ ４ ４％

国外 职务 １２５７０１８ ９６ ４％ １０８７３２５ ９６ ８％ ２２４７０ ８３ ８％ １４７２２３ ９５ ６％

非职务 ４７２７１ ３ ６％ ３６０８６ ３ ２％ ４３４８ １６ ２％ ６８３７ ４ ４％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国内外三种专利申请受理状况年表

　 　 　 单位：件
按国内外
分组

合计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申请量 构成 申请量 构成 申请量 构成 申请量 构成

小计 ２０５０６４９ １００ ０％ ６５２７７７ １００ ０％ ７４０２９０ １００ ０％ ６５７５８２ １００ ０％

合计 职务 １４２７９５４ ６９ ６％ ５４３１２７ ８３ ２％ ５１７６８５ ６９ ９％ ３６７１４２ ５５ ８％

非职务 ６２２６９５ ３０ ４％ １０９６５０ １６ ８％ ２２２６０５ ３０ １％ ２９０４４０ ４４ ２％

小计 １９１２１５１ ９３ ２％ ５３５３１３ ８２ ０％ ７３４４３７ ９９ ２％ ６４２４０１ ９７ ７％

国内 职务 １２９３３１６ ６７ ６％ ４２８４２７ ８０ ０％ ５１２２０３ ６９ ７％ ３５２６８６ ５４ ９％

非职务 ６１８８３５ ３２ ４％ １０６８８６ ２０ ０％ ２２２２３４ ３０ ３％ ２８９７１５ ４５ １％

小计 １３８４９８ ６ ８％ １１７４６４ １８ ０％ ５８５３ ０ ８％ １５１８１ ２ ３％

国外 职务 １３４６３８ ９７ ２％ １１４７００ ９７ ６％ ５４８２ ９３ ７％ １４４５６ ９５ ２％

非职务 ３８６０ ２ ８％ ２７６４ ２ ４％ ３７１ ６ ３％ ７２５ 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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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 年 ４ 月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国内外三种专利授权状况总累计表

　 　 　 　 单位：件
按国内外
分组

合计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授权量 构成 授权量 构成 授权量 构成 授权量 构成

小计 ６１１３０１０ １００ ０％ １１１０９７１ １００ ０％ ２６９２３９１ １００ ０％ ２３０９６４８ １００ ０％

合计 职务 ３５７７２４１ ５８ ５％ ９７８７６９ ８８ １％ １４２８３４９ ５３ １％ １１７０１２３ ５０ ７％

非职务 ２５３５７６９ ４１ ５％ １３２２０２ １１ ９％ １２６４０４２ ４６ ９％ １１３９５２５ ４９ ３％

小计 ５４３１５５９ ８８ ９％ ５９２３２８ ５３ ３％ ２６７１３０１ ９９ ２％ ２１６７９３０ ９３ ９％

国内 职务 ２９１９２６２ ５３ ７％ ４７４３４８ ８０ １％ １４１０７６７ ５２ ８％ １０３４１４７ ４７ ７％

非职务 ２５１２２９７ ４６ ３％ １１７９８０ １９ ９％ １２６０５３４ ４７ ２％ １１３３７８３ ５２ ３％

小计 ６８１４５１ １１ １％ ５１８６４３ ４６ ７％ ２１０９０ ０ ８％ １４１７１８ ６ １％

国外 职务 ６５７９７９ ９６ ６％ ５０４４２１ ９７ ３％ １７５８２ ８３ ４％ １３５９７６ ９５ ９％

非职务 ２３４７２ ３ ４％ １４２２２ ２ ７％ ３５０８ １６ ６％ ５７４２ ４ １％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国内外三种专利授权状况年表

　 　 　 　 单位：件
按国内外
分组

合计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授权量 构成 授权量 构成 授权量 构成 授权量 构成

小计 １２５５１３８ １００ ０％ ２１７１０５ １００ ０％ ５７１１７５ １００ ０％ ４６６８５８ １００ ０％

合计 职务 ８８８４９８ ７０ ８％ １９７８２５ ９１ １％ ４１４８４８ ７２ ６％ ２７５８２５ ５９ １％

非职务 ３６６６４０ ２９ ２％ １９２８０ ８ ９％ １５６３２７ ２７ ４％ １９１０３３ ４０ ９％

小计 １１６３２２６ ９２ ７％ １４３８４７ ６６ ３％ ５６６７５０ ９９ ２％ ４５２６２９ ９７ ０％

国内 职务 ７９８９３４ ６８ ７％ １２５９５４ ８７ ６％ ４１０７６３ ７２ ５％ ２６２２１７ ５７ ９％

非职务 ３６４２９２ ３１ ３％ １７８９３ １２ ４％ １５５９８７ ２７ ５％ １９０４１２ ４２ １％

小计 ９１９１２ ７ ３％ ７３２５８ ３３ ７％ ４４２５ ０ ８％ １４２２９ ３ ０％

国外 职务 ８９５６４ ９７ ４％ ７１８７１ ９８ １％ ４０８５ ９２ ３％ １３６０８ ９５ ６％

非职务 ２３４８ ２ ６％ １３８７ １ ９％ ３４０ ７ ７％ ６２１ 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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