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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在线知识产权侵权立法措施研究报告

２０１８年９月，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发布在线知识产权侵权立法措施研究

报告（Ｓｔｕｄｙｏｎ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ＯｎｌｉｎｅＩＰＲ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ｓ）。该研究的

目的在于确定欧盟成员国是否采用一些具体的立法措施来预防或打击在线环境下

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以及这些立法措施的保护程度。通过分析欧盟成员国对在

线知识产权侵权的立法措施，了解相关权利持有者和主管当局可用于防止和打击

在线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措施，体现出欧盟各成员国的共同点和差异。

为实现以上目标，报告主要从八个主题研究相关的立法措施，包括：披露涉嫌

侵权者的身份信息、封锁网络接入、针对域名的相关行为、针对托管的相关行为、欧

盟调查令、欧洲逮捕令、洗钱、刑事制裁。研究主要结果如下：

主题１（披露涉嫌侵权者的身份信息）和主题２（封锁网络接入）适用于所有成

员国，也是立法的共同起点。此外，不同国家各种措施的法律基础也得到了欧盟知

识产权保护执法指令相关条款的支持。虽然获取身份信息或执行封锁指令的基本

条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但是不同成员国可能在具体细节和程序上存在差异。

因此，大部分成员国的统一立法得到了具体的国家立法的补充，例如关于刑事和民

事程序的一般法律也适用于知识产权侵权和其他类型的非法行为。

主题３（与域名相关的行为）情况明显不同。当前欧盟各成员国国家代码顶级

域名（ｃｃＴＬＤｓ）注册和管理的相关立法还未统一。这就意味着相关立法措施的法律

依据，即涉嫌侵犯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域名注册时的暂停、转让或删除行为，要受到

各成员国法律以及ｃｃＴＬＤｓ具体规则或用户条款的制约。部分成员国并未提供与

域名相关行为的立法措施。

主题４（针对托管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内容）在成员国之间的统一性也较差。

一方面，“电子商务指令”第１４条第（１）款涵盖了托管服务提供者的免责条款，该条

款已在所有成员国实施。但是由于次要责任的认定依赖各国法律，其实施标准还

未统一。“电子商务指令”第１４条第（１）款表明，提供商不为客户托管的内容负责，

除非托管商知道该内容是非法的，或者已经知道内容非法，却没有迅速采取行动，

如删除或禁止内容访问。因此，尽管托管服务提供商一般不对侵权内容本身负责，

但也有可能会被起诉，要求托管商从所有成员国的平台上删除侵犯知识产权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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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另一方面，要求托管服务提供商暂停涉嫌侵权的帐户不受特定欧盟法规的约

束，并且相关分析表明该项措施要么不可实施，要么几乎一半的成员国处于无法解

决问题的状态。当某一个帐户被暂停时，防止涉嫌侵权人在托管服务中开设新帐

户的相关情况更加难以统一。该法律措施要么不存在，要么可用性不明确，或者在

一半以上成员国立法中存在争议。数字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侵权意味着侵权活动可

能同时发生在几个成员国中，而侵权嫌疑人可能位于一个或几个成员国中。在这

种情况下，成员国之间在调查上的司法合作对于知识产权执法至关重要。

主题５（欧盟调查令，ＥＩＯ）是近期成员国之间司法合作的相关措施。ＥＩＯ以相

互承认决定为基础，这意味着每个成员国都有义务承认并执行另一个成员国的请

求，并且其请求应当与本局相关决定同等执行。

主题６（欧洲逮捕令，ＥＡＷ）是一种简化的跨境程序，用于起诉或执行监禁判决

或拘留令。ＥＡＷ是某一成员国司法当局发出的一项请求，要求拘留位于另一成员

国的嫌疑人并将其移交给提出请求的成员国进行起诉。“产品的假冒和盗版”、“计

算机相关犯罪”都包含在违法行为的清单中。构成ＥＡＷ背景的犯罪在发生国和执

行国都应受到惩罚。但条件是该罪行可判处监禁或拘留，最长期限至少为三年，具

体罪行按照罪行发生国的相关法律界定。

主题７（洗钱）涉及“第四次反洗钱指令”（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ＡｎｔｉＭｏｎｅｙＬａｕｎｄｅｒｉｎｇＤｉ

ｒｅｃｔｉｖｅ）和“基金转移条例”（ＴｈｅＦｕ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这是近期刚通过的反

洗钱相关法规。两项法规涵盖了大多数类型犯罪活动的收益，原则上从在线知识

产权侵权中获取的收益也包含在内，但目前还没有具体案例。

主题８（刑事制裁）在欧盟层面是不统一的。与知识产权侵权相关的刑事制裁

由各成员国的法律规定。研究表明成员国对知识产权侵权的处罚类型和最高处罚

差别很大，其适用的最高监禁时间从２年到１０年不等。此外，在涉及过失侵权行

为是否应受惩罚以及法人是否可以追究刑事侵权责任等问题时，成员国间的法律

差异性也比较大。

朱月仙　检索，侯雪婷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ｅｕｉｐｏ．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ｔｕｎｎｅｌｗｅｂ／ｓｅｃｕｒｅ／ｗｅｂｄａｖ／ｇｕｅｓｔ／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ｌｉｂｒ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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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ＰＲ＿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ＥＮ．ｐｄｆ

原文标题：Ｓｔｕｄｙｏｎ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ＯｎｌｉｎｅＩＰＲ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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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欧盟成员国商业秘密诉讼基准报告

２０１８年８月，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发布欧盟成员国商业秘密诉讼基准报

告（Ｔｈｅ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ｏｆＴｒａｄ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ＵＭｅｍｂｅｒＳｔａｔｅｓ），报告旨在研究

欧盟各成员国的法律制度、主管法院、商业秘密诉讼程序以及非法获取、使用和披

露商业秘密的补救措施。为此，报告研究了２８个欧盟成员国商业秘密保护法律，

考察了其现状和潜在的问题。

研究发现，单一成员国的立法在防止商业秘密非法获取、使用或披露方面存在

高度异质性。差异涉及商业秘密在国家层面的定义是否存在、保护范围和法律渊

源。此外，商业秘密判例法在欧洲范围内的可用性存在较大差异。（１）各国法律体

系的第一个差别是缺乏对商业秘密的精准定义，这使得企业难以证明某些信息或

数据符合商业秘密的标准，也难以在被侵权的情况下获得相应的补救；（２）各成员

国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存在差异。意大利和葡萄牙将商业秘密纳入其工业产权

法，将其归类为知识产权，因此这两国的商业秘密适用于欧盟发布的知识产权执法

指令２００４／４８／ＥＣ所规定的补救措施。芬兰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其商业秘密被视为

知识产权，因此也适用于２００４／４８／ＥＣ。法国有特殊的商业秘密保护立法，仅针对

制造秘密，在保护范围上受到很大限制。其余的成员国在处理商业秘密诉讼时，都

依赖于一般立法，如不正当竞争法、合同法等。虽然各成员国法律规定的保护范围

存在分歧，但所有国家都制定了防止员工披露商业秘密的保护措施。

由于证实商业秘密的存在及提供商业秘密被盗用的证据相当困难，研究表明，

商业秘密持有人采取了多种预防性措施来保护商业秘密，主要包括保密协议

（ＮＤＡｓ）和不使用协议，商业转让和合法利用技术的许可和专有技术协议，雇佣和

咨询协议中的非竞争条款以及保护非法获取商业秘密信息的咨询协议和技术安全

措施。这些预防性措施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至关重要，因为成员国法院通常要求

所有者提供其对商业秘密给予保护及补救措施的信息，也就是说，所有者可以证明

其保护商业秘密的意图。

报告显示，持有人认为商业秘密是知识产权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商业秘密和

其他知识产权的结合可以帮助持有人的权利得到有效的保护。商业秘密的保护需

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这需要商业秘密持有人拥有既定的组织结构，制定数据处

理相关的内部程序和协议，同时拥有高水平的网络安全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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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成员国之间的法律存在差异，目前跨境商业秘密保护的力度较弱。报

告显示，企业由于以下原因不愿意就违反商业秘密保护法规的行为提起诉讼：（１）

举证商业秘密被盗用存在困难；（２）诉讼依赖的法律分散在不同的法案中，监管不

明确或不充分；（３）难以获得证据，诉讼费用高；（４）没有适当的措施来保证诉讼过

程的保密性；（５）难以量化损失；（６）在某些成员国，没有专业的法院来处理商业秘

密案件。

报告指出，虽然大多数知识产权权利人、专家、专业协会对欧盟《商业秘密保护

指令》的实施持乐观态度，但各成员国在实施的过程中对该指令可能会存在不同解

释，最终必须由欧洲法院澄清。随着企业全球化发展，在欧盟范围内有效的保护商

业秘密至关重要。目前各成员国的判例表明，商业秘密保护存在不同门槛造成的

法律不确定性限制了跨境公司之间的关系和知识交流。预计该指令能够消除权利

人通过商业秘密诉讼行使其权利的障碍。

朱月仙　检索，朱　敏　编译，朱月仙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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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４日

ＵＳＴＲ：墨西哥同意提高知识产权执法标准

２０１８年８月，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ＵＳ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ＵＳ

ＴＲ）称，墨西哥和美国在提升知识产权执法标准方面签署了初步协议。协议主要强

化了对网络服务供应商在保护著作权和扩展著作权条款方面的要求。

据美国ＵＳＴＲ发布的情况说明，该协议要求实施一系列执法标准，包括在某些

情况下将盗版、假冒、盗拍、卫星和有线信号窃取及商业秘密盗窃（含国有企业）等

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初步协议需要获得加拿大方同意方可应用于北美自由贸易协

定（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ＮＡＦＴＡ）。ＵＳＴＲ发布的情况说明主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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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如下：

　　１．知识产权

美国和墨西哥就现代化、高标准的知识产权部分达成协议，为知识产权提供强

有力、有效的保护和执法，这对推动创新、促进经济增长以及提供就业机会至关

重要。

　　（１）协议包含了所有贸易协议中最全面的执法条款

贸易协议首次包含以下全部内容：

执法当局须能在任何进出口区域阻止涉嫌盗版或假冒货物的运输；

打击大规模的假冒和盗版行为；

对电影盗拍行为的有效刑事处理程序与处罚；

卫星和有线信号窃取的民事和刑事处罚；

防止商业秘密的窃取，包括针对国有企业。

　　（２）协议包含了所有自由贸易协议中最有力的商业秘密保护标准

该协议一旦确定，将成为美国第一个要求以下所有内容以保护权利人商业秘

密不被窃取的协议：民事救济、刑事补救、禁止影响商业秘密的许可、保护诉讼过程

中的商业秘密、对错误披露商业秘密的政府官员的处罚。

　　（３）协议强化了对创新者的保护

要求美国人在著作权和相关权利方面获得全面的国民待遇，以保证美国创

造者在国外市场拥有与本地创造者相同的权利；

通过制定专利标准和专利局最佳实践方案，为创新者提供强有力的专利保

护，确保包括中小型企业在内的美国创新者能够用专利来保护其发明；

为制药和农业创新人员提供强有力地保护；

将歌曲表演等作品的最低著作权保护期限延长至７５年，并确保可以通过使

用如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等现有技术的方法保护数字音乐、电影和书籍

等形式的作品；

与美国法律一致，为网络服务供应商（ＩＳＰｓ）建立著作权安全港的通知和移

除制度以保护知识产权，并为不直接受益于侵权问题的合法技术企业提供可预

测性；

为新地理标志的识别提供重要程序保障措施，包括有力和全面的保护标准，

以制止那些阻止美国生产者使用通用名称的地理标志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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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制定商标保护的规定，包括驰名商标，以帮助那些投入了精力和资源为

其品牌建立商誉的公司；

包括１０年的生物药物数据保护期，并扩大了产品保护范围。

　　２．数字贸易

协议有关新的数字贸易部分包含了所有国际协议有关数字贸易的最有力的规

则，为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创新产品和服务扩大贸易和投资提供了坚实基础。

禁止对以电子方式分发的数字产品（电子书、视频、音乐、软件、游戏等）实施

关税及其他歧视性措施；

确保供应商可以不受限地使用电子认证或电子签名，进而促进数字交易；

保证消费者保护的可执行性，包括隐私和未经请求的通信等可以应用于数

字市场；

限制政府要求披露专有计算机源代码和算法的权限，以更好地保护数字供

应商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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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发布《科学技术指标２０１８》报告

２０１８年 ８月 ２２日，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发布了《科学技术指标

２０１８》报告，从“研发费用”、“研发人才”、“高等教育和科技人才”、“研发输出”、

“科技与创新”这５个方面，对日本及全球主要国家的科技活动情况进行对比。

　　１．研发支出情况

（１）２０１６年日本的研发支出总额为１８４万亿日元（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估算为

１６９万亿日元），仅次于美国和中国；

（２）全球主要国家均以企业的研发支出占比最大；

（３）日本研发支出从承担部门到使用部门的流向来看，企业的研发支出费用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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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比例最大，且基本由企业自身使用。由企业流向大学的比例较小，只占大学研发

费用使用总额的２８％；

（４）从日本制造业的研发支出来看，“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的研发

支出在减少。另一方面，“运输设备制造业”的研发支出不断增加，２０１５年为３６万

亿日元；

（５）日企的外部研发支出长期保持增长趋势，其中用于国外拓展的研发支出增

幅最大。从大学的支出来看，日本的国家公立大学有很多外部研发支出。

　　２．研发人才情况

（１）２０１７年日本的研发人员达６６６万人，仅次于中国和美国。全球主要国家

企业的研究人员数量占比最多；

（２）日本制造业中，工科类的研究人员较多；

（３）２０１７年日本的女性研究人员数量为１４４１２６人，保持一贯的增长趋势。各

国的女性研究人员的占比均呈现企业中较小，大学中较大的特点；

（４）日本大学中，任职的研究人员在卫生领域的占比较大。任职的研究人员当

中，男性研究人员比女性研究人员的占比更大。

　　３．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情况

从每１００万人口中硕士或博士学位取得的人数来看，全球主要国家中只有日

本在不断减少；同时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取得硕士或博

士学位的人数较少。

　　４．研发产出情况

（１）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６年日本的论文数量与１０年前相比，略有下降，且随着其他国

家的论文数量增加，排名有所下降。同时，关注度高的论文，即排名前１０％的高被

引论文数、排名前１％的高被引论文数排名明显下降；

（２）日本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社会科学和一般科学”的论文数量在过去２０

年间，与全球整体的论文数量相比有了大幅增长，且所占比例也不断增加。但排名

却有所下降，“经济学和管理学”由１０年前的第１０名下降至第１５名，“社会科学和

一般科学”由１０年前的第１４名下降为第２４名；

（３）从专利家族数量来看，美国在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３年排名第一，日本排名第二。

但２００１至２００３以及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３年日本超越美国排名第一。日本向多个国家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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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的专利数量在增加；

从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３年全球主要国家的专利家族数量占比来看，日本的“电气工

程”和“通用设备”的占比超过了３５％，“生物技术和医疗设备”、“生物技术和制

药”的占比较低。中国和韩国的专利家族数量迅速增加，在全球所占的比例也随之

增加，因此日本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电气工程”相对于全球的占比均下降了约６

个百分点；

（４）虽然引用了论文的日本专利家族数位居全球第２位，但在日本的专利家族

中，引用了论文的专利家族占比为９４％。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技术引用科学

成果的比例较低；另一方面，被论文引用的日本专利家族数量较多，仅次于美国；

（５）被论文引用率越高的论文，被专利家族引用的比例越高，可以看出，科学成

果备受瞩目的论文，在技术上也备受瞩目。

　　５．科技与创新情况

（１）从全球主要国家的产业贸易出口结构来看，中高科技产业占比最大的国家

有很多。中高科技产业约占日本出口的６０％；

（２）日本的高科技产业贸易收支比在全球主要国家中偏低。不过，在中高科技

产业中，日本在全球主要国家中位居第一；

（３）日本大学与民间企业开展的合作研究数量、研究费用均稳步上升；

（４）日企发表的论文数量不断减少，其中产学合作撰写的论文比例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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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ＮＩＳＳＥＩ分析无形资产的经济价值

２０１８年９月７日，日本 ＮＩＳＳＥＩ基础研究所分析了无形资产的经济价值，讨论

了无形资产的重要性以及价值评估存在的困难等问题。

　　１．无形资产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报告指出，企业的设备投资、政府的公共投资等国家整体的投资均为“固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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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形成”，“固定资本形成”中新增设了“知识产权产品”项目。“研究与开发”、“计

算机软件”、“矿产勘查与评估”等项目均被计入到了“知识产权产品”中。报告显

示，知识产权产品在每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的占比由１９９４年的１２．２％上升到

２０１６年的２３％，在固定资产中的占比也从６．２％上升为８．１％。

　　２．无形资产的评估存在困难

知识产权产品等无形资产未被计入到投资中的主要原因是：首先，与工厂的机

械设备等实物资产相比，无形资产的价值评估要困难很多；其次，研发投资大多以

失败告终，因此投入的资金不一定有相应的价值；此外，机械设备有耐用年限，性能

会随着使用时间逐渐下降，也会发生故障或磨损，与机械设备的劣化方式不同，知

识产权有些长期被使用，有些迅速过时，因此难以预测无形资产的价值变化。

　　３．无形资产重要性提升的原因

一方面，过去主要以大型企业的研究开发为主导，但随着新兴企业的影响力不

断提高，新兴企业也能在短时间内成长为大型企业。其中，新兴企业取得商业成功

的关键是知识产权，如卓越的商业理念及技术，而资金只要从企业外部筹措即可。

报告指出，经济已从以资金为主导，转变成了以知识产权为主导。

另一方面，ＧＡＦＡ、谷歌、亚马逊、Ｆａｃｅｂｏｏｋ、苹果等超大型企业，利用以进行各种

交易的平台为代表的无形资产，不断提高竞争优势。平台的便利性吸引了大量企

业和消费者使用。因为这些平台可以收集、分析大量企业和消费者的信息，并运用

到商业中，所以新加入者很难赶超。此外，超大型企业还不断以优厚的价格购买有

前途的创业公司，这也进一步加速了无形资产的集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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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澳大利亚新知识产权法修正案获议会通过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６日，澳大利亚新知识产权法修正案（生产力委员会应对措施第

一部分和其他措施）获议会两院通过，并将在御准后立即生效。

在法案通过前，为了改善获取思想和创新之间的平衡，生产力委员会（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ｖｉｔｙ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对澳大利亚的知识产权制度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调查。新法案实

施了生产力委员会的部分建议。新的法案存在以下显著变化：

１．使灰色商品进口商更容易依赖法案来对抗当地商标所有者提起的商标侵权

指控

根据１９９５年的商标法，１９６８年通过的联邦著作权法中的平行进口条款将被废

除。商标法将加入新的第１２２Ａ条，以便在以下情况中使用与商品有关的注册商标

不构成侵权：（１）商品与注册商标的商品类似；（２）在就该商品使用该商标前，对该

商标进行过合理查询；（３）在进行查询后，认为该商标已经经过了商标拥有者或授

权使用者的同意，可以适用于此类商品。

新规定给予进口商更大的自由度。如果进口商能够证明他们进行了合理查询

来确保商标是在其拥有者的同意下适用于进口商品，则进口商不会被判侵犯商标

权。即使商标注册者没有使用商标，上述情况也适用。合理查询的判定取决于具

体事实。在服务方面，平行进口条款保持不变。

　　２．将某些未使用商标的撤销申请年限缩短至３年

商标法第９３（２）条将被修改，使得未使用的商标申请能够在注册日起３年内申

请撤销该商标所有权。目前的时间范围是自商标申请日起５年的期限。这是基于

对目前登记的未使用商标数量的担忧。

　　３．不再需要通知延长与药物有关的标准专利

根据１９００年的联邦专利法案第７６Ａ条，标准专利权人需要向卫生部提供延长

专利期限相关的信息，但鉴于可以从其他途经获取信息，专利权人将不再需要提供

该信息。

０１ 知识产权动态



　　４．不合理的侵权威胁可能会产生额外损失赔偿

考虑到目前的损失赔偿不足以阻止某些不合理的侵权威胁，新法案规定对专

利、外观设计、植物育种者权利和商标侵权诉讼的不合理威胁给予额外的损失赔偿

（惩罚性赔偿）。

对于商标侵权，商标所有人不能再通过侵权诉讼来终止不合理的威胁。此外，

新商标法的第１０３条规定，仅仅通知注册商标的存在不构成侵权诉讼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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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２０１８２０２２战略规划》草案

【摘要】２０１８年８月，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２０１８２０２２战略规划》草案。该规划

草案提出一系列目标，包括优化专利、商标的质量和审查的及时性，致力于改善

美国及全球的知识产权政策、执法和保护现状。

２０１８年８月，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发布《２０１８２０２２战略规划》草案，并征

求公众意见。该规划草案提出一系列目标，包括优化专利、商标的质量和审查的及

时性，致力于改善美国及全球的知识产权政策、执法和保护现状。

该规划草案强调了商业用户体验，全面开展和提升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

（ＰＴＡＢ）的相关工作，ＰＴＡＢ的业务自２０１２年开始就广为专利申请人诟病。《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战略规划》预计１１月公布。

规划草案提出的战略重点包括：

提高知识产权授权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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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提升专利和商标审查能力，使其与当前和预期工作量保持一致；

促进信息技术现代化；

增强用户体验；

在员工中推广以使命为导向、重视质量的文化；

保护海外知识产权；

监督并帮助国会和法院解决动态的知识产权问题；

维持可持续的筹资模式；

制定知识产权政策。

规划草案主要包括了三个战略目标和一个任务支撑目标，这些目标是 ＵＳＰＴＯ

运行的基础，也符合美国商务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一：优化专利质量和审查的时效性

规划草案指出，因为认识到创新对于美国经济增长和民族竞争力提升的基础

性作用。ＵＳＰＴＯ将着重提升专利质量，尤其是授权专利的可靠性。同时也将继续

提升专利审查的效率，以确保能及时向市场提供创新产品和服务，促进经济增长，

创造更多的高薪岗位。

　　目标１：优化专利审查效率

（１）提高专利审查时限；

（２）促使审查能力与未来工作量保持一致；

（３）从国际产品中获取价值影响力；

（４）确定并提供更多的起诉选择。

关键绩效指标：

（１）在专利权期间调整（ＰａｔｅｎｔＴｅｒｍ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ＰＴＡ）的审查时间范围内平衡

审查时限目标；

（２）在ＵＳ分类体系向合作专利分类体系（ＣＰＣ）过渡期间，为发明专利申请的

分类定义并提供相应的流程；

（３）向审查员提供申请人在美国和国际上提交的其他申请文件信息；

（４）通过可用的起诉选项实现流程效率提升，改进服务质量。

　　目标２：提高授权专利的可靠性

（１）增强审查员在审查期间获取最佳现有技术的能力；

（２）丰富技术和法律培训的内容及获取途径，增强培训的及时性，以实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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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预见的产出；

（３）使用专利质量数据来识别有待提升的领域，以促进产出结果的一致性；

（４）优化产出标准，以达到提升专利质量的期望和目标；

（５）在设定质量测度指标时加强沟通，提高指标的透明性。

关键绩效指标：

（１）确保审查员遵循当前政策和既定程序；

（２）全面研究并调整审查时间目标，以确保 ＵＳＰＴＯ在专利审查时间和专利质

量上有最佳表现；

（３）提高专利质量，加强质量评估并积极汇报。

　　目标３：通过提升业务的有效性来促进创新

（１）增强专利用户体验；

（２）优化信息技术工具的开发和应用，包括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满足专利系

统内部人员在专利检索和审查中的工具需求；

（３）增强专利系统外部用户对于信息技术接口的可获得性；

（４）增强美国国内和国际专利申请文件的可获取性，包括现有技术和专利审查

意见通知书；

（５）培养和利用全国专利人才；

（６）为了保持规划的延续性，对最佳实践进行记录和标准化；

（７）协调专利组织进行专利推广工作，并对推广工作对专利生态系统的影响进

行评估。

关键绩效指标：

（１）初步实现专利端到端项目（ＰＥ２Ｅ）；

（２）在专利起诉期间加强对独立专利发明人和小型企业的援助；

（３）通过为各级员工提供适当的机会和资源，在整个专利组织中强化领导价值

观和行为。

　　目标４：提升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的业务运营水平

（１）及时解决上诉和双方复审的问题；

（２）在可行和适当的情况下，简化程序和标准，确保平衡和可预测性；

（３）全面提升专利文本的质量；

（４）增强外部和内部对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业务的参与，促进相互理解；

（５）开发和提升工具的透明性，增加对业务数据的使用；

３１知识产权动态



（６）留住并利用好专利人才。

关键绩效指标：

（１）在法定期限内解决所有双方复审的问题，提高上诉审判的效率；

（２）确保ＰＴＡＢ决定的质量；

（３）为审查员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寻求正式和非正式合作和培训的机会；

（４）通过加强自动化工具和数据的使用，改进ＰＴＡＢ的程序和步骤。

　　战略目标二：优化商标质量和审查时限性

ＵＳＰＴＯ主要通过注册商标来保护商标所有者的权益。此外，通过注册商标，消

费者可以识别产品和服务的来源，并将商标作为商品和服务质量的标志。商标申

请量与总体经济状况密切相关。预计商标申请量在未来五年内平均增长率保持在

６％至８％之间，非美国本土申请占３０％左右。在过去１０年中，ＵＳＰＴＯ商标注册审

查时间不超过１２个月，并且获得初步审查意见的平均时间低于３５个月。在此期

间，首次审查和最终审查意见保持一致的比例已超过９５％，超过８７％的商标申请

都以电子方式处理。

　　目标１：优化商标申请的审查期限

（１）使审查效率与未来和现存的工作量保持一致；

（２）与客户合作共同制定未来目标，以提高审查效率，保持最佳的审查期限水

平，满足知识产权界的期望；

（３）在整个商标审查流程中优化所有操作类型的依赖关系。

关键绩效指标：

（１）发出首次审查意见的时间维持在２５至３５个月，整个审查期限维持在１２

个月或以内；

（２）继续评估审查的时效性；

（３）通过预测和分析将人员配置与审查时限目标相结合。

　　目标２：提高授权商标的质量

（１）持续改进商标质量评价方法；

（２）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包括法律方面的培训和教育，以提升商标授权质量；

（３）利用数据分析来推动培训、流程改进事宜，并保持一致性；

（４）充分利用现有技术，以支持高质量的审查和注册。

关键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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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首次审查意见维持高质量的目标保持在９５５％，与最终审查意见的一致

性达９７％；

（２）通过数据驱动分析来提升授权商标的质量。

　　目标３：提高业务效率

（１）针对商标相关从业者制定创新人才战略；

（２）为接班人计划、知识管理和员工管理制定领导力计划；

（３）培养能够利用信息技术的现代化人才；

（４）将信息技术工作的重点放在提高核心业务运营的效率上；

（５）增强用户体验；

（６）探索人工／商业智能技术以协助商标用户；

（７）与用户合作以定义和满足需求。

关键绩效指标：

（１）创造以用户为中心的组织机构；

（２）提升员工素质，包括多元化、才能、技能和认同感方面的教育；

（３）协调流程和服务，以提升客户体验和服务效率。

　　目标４：提升商标审判和上诉委员会的业务运营能力

（１）及时解决上诉和双方复审问题；

（２）在适当的情况下，简化程序和标准，以确保平衡和可预测性；

（３）全面提升文本的质量；

（４）增强外部和内部对商标审判和上诉委员会业务的参与，增强客户对操作流

程和程序的了解；

（５）全面清晰地记录业务需求，充分利用当前信息技术系统，并为下一代信息

技术系统做好准备；

（６）留住并利用人才。

关键绩效指标：

（１）维持以用户为中心的组织；

（２）提升员工素质，包括多元化、才能、技能提升和认同感方面的教育；

（３）协调流程和服务，以提升客户体验和服务效率。

　　战略目标三：改善全球的知识产权政策、执法和保护力度

为了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中保持竞争力，美国大小企业在国内外知识产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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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实施和保护方面需要尽可能多的确定性。根据这一战略目标，ＵＳＰＴＯ通过增

加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的相关活动，开展与国际同行间的合作，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寻

求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政策、执法和保护，倡导美国政府的知识产权政策。规划关注

所有类型的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商标、外观设计、著作权、商业秘密、植物新品种保

护以及执法。

第三个战略目标强调了 ＵＳＰＴＯ在经济和创新政策上承担的重要责任。除了

就知识产权政策和某些国际知识产权政策问题向总统和其他联邦机构提供咨询以

外，ＵＳＰＴＯ还为国外政府和国际间政府组织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提供指导；开展美

国国内和国际知识产权法以及美国国内和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有效性的相关计划和

研究；向美商务部长提供与国外知识产权局和国际政府间组织合作开展的与知识

产权政策有关的计划和研究的建议；与美国务院（Ｓｔａｔ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协调开展计划

和研究。

ＵＳＰＴＯ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ＵＳＴＲ）的贸易谈判以及确定优先观察名单提

供技术援助。此外还为美国国际开发署设计和实施援助计划提供专业知识，并为

年度报告制定为期三年的知识产权执法协调员联合战略计划（Ｊｏｉ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ｌａｎｏｆ

ｔｈ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服务。

　　目标１：加强对美国国内知识产权政策和意识的领导和教育

（１）针对知识产权各领域执行和保护的关键问题提供政策规划和引导；

（２）号召其他美国政府机构、利益相关者和国会参与到针对改善知识产权制度

的立法；

（３）为美国国内各层次知识产权保护相关人员提供教育培训，包括美国政府机

构、利益相关者、公共机构以及各州和地方社区；

（４）为正在审理的重要知识产权案件提供相关建议；

（５）大力倡导知识产权作为创新和创造力关键驱动力的价值。

关键绩效指标：

（１）为美国商界、教育者以及受众提供知识产权教育，包括增加ＵＳＰＴＯ的国内

教育，加强与美国其他政府机构（ＵＳＧ）的联系；

（２）促进ＵＳＧ机构间的工作，并积极引导利益相关方参与解决关键知识产权

问题；

（３）为内部和外部决策制定者提供知识产权关键问题的法律和技术建议。

　　目标２：加强对国际知识产权政策和意识的领导和教育

（１）就知识产权执法和各领域保护的关键问题提供国际政策规划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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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就谈判和监督贸易协定知识产权条款的遵守情况，为行政当局提供领导、

支持和建议；

（３）促进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和其他国际组织机构的牵头管理工作，

以改善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和全球合作；

（４）鼓励其他政府部门参与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和保护事宜，包括提供教育机会

和能力构建机会；

（５）与国会就国际协议及其国际协议实施的有关事项开展工作；

（６）与利益相关国家就知识产权执法和保护加强政府合作，包括通过知识产权

专员项目（ＡｔｔａｃｈéＰｒｏｇｒａｍ）；

（７）倡导知识产权作为创新和创造力关键驱动力的价值。

关键绩效指标：

（１）制定针对特定国家的行动计划，以便在以下方面监测优先经济体的进展：

提高知识产权局的管理能力；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和法规；完善知识产权执法实体相

关体制；建立政府间的合作机制。

（２）就知识产权保护和实施的最佳实践提供相关培训和信息；

（３）通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局和有关当局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形式，进

一步开展国际间的合作；

（４）就关键知识产权问题和协议／条约谈判提供实质意见、法律和技术建议；

（５）向国会议员和主要工作人员就国际知识产权问题提供技术援助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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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绿色生物制造技术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本文基于 ＩｎｃｏＰａｔ科技创新情报平台、Ｒｅｌｅｃｕｒａ专利分析平台、Ｄｅｒｗ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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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分析平台，分析了绿色生物制造技术相关专利在１９９８至２０１８年的发

展情况，从总体上对我国参与国际生物制造领域知识产权活动的特点进行概述，

为我国相关技术的研发提供决策参考。

生物制造是以生物体为工具进行物质合成与加工的绿色生产方式，作为现代

生物产业的技术核心，其范围涵盖了从生物资源、生物技术到生物产业的价值链，

集中体现了现代生物技术在医药、农业、能源、材料、化工、环保等多个工业领域的

应用。当前，生物制造已成为生物技术领域新一轮的国际研发热点，并将有可能带

来全球生物产业竞争格局的新一轮动态调整，政府部门、基金组织、科研机构、创新

企业、银行投资等都在积极推进生物制造的发展。生物制造在我国经济社会和科

技发展中占据重要战略地位，对于我国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

力、培育新兴产业也将发挥关键作用。对绿色生物制造技术相关专利技术研发态

势进行分析，有助于把握目前绿色生物制造相关技术的国内外发展现状，为我国在

这一技术领域中的研发决策、产业化布局提供参考。

　　１．专利申请时间趋势

按最早优先权年进行统计，宏观揭示１９９８至２０１８年间生物制造技术专利申请

数量的年度分布趋势。１９９８至２０１８年，全球总计公开生物制造发明专利９６８３６个

专利家族［１］，共包括２９１６４３份专利文档（其中发明专利申请２１９９３５件）。在过去

２０年的时间里，生物制造发明专利数量总体在２００４至２０１３年的１０年时间里基本

维持稳定，２０１４年开始出现显著的逐年递增态势（见图１）。

图１　生物制造发明专利年度发展趋势

［１］数据检索时间：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０日。近２年的数据可能不全，仅供参考，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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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专利申请国别（组织）分布

　　（１）各国（组织）专利受理总量对比

按照发明专利申请公开国家（受理国）统计，在全球范围内，美国生物制造发明

专利申请数量最多，占全球生物制造发明专利申请数的２２％，其次是中国、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日本、欧专局、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俄罗斯、德国（图２）。

图２　生物制造发明专利申请公开国家／地区分布

　　（２）重点国家（组织）专利数量时间走势对比

从图３所示的Ｔｏｐ１０国家年度公开数量角度分析，只有中国生物制造发明专

利公开数量逐年显著增加，韩国小幅增加，而其他主要国家／地区的公开数量各年

无显著变化或逐年减少。俄罗斯的生物制造发明专利仅在２００３至２００６年有较多

公开，其中２００４和２００５年都超过１０００件，而其他年份公开数量均在１００件左右或

以下。

　　３．竞争申请人分布情况

　　（１）全球Ｔｏｐ３０专利申请人

图４（ａ）统计了全球范围内生物制造发明专利家族数量最多的２０个原始申请

人（基于原始专利文献，未反映企业重组、专利权转移导致的申请人合并或变更问

题），其中有１０家来自中国，５家来自日本，４家来自德国，美国和丹麦各２家，瑞

士、法国、韩国、荷兰、英国、俄罗斯和印度各１家。然而，中国的前１０个主要申请

人都是大学，其中江南大学排在第一位，而日本、德国等都以企业为主体。图４（ｂ）

按照发明专利申请件数进行统计，发现了不同的结果，在 Ｔｏｐ３０申请人中，仅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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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学入选，排在第１３位。而美国有１１家入围，绝大多数是企业。

图３　Ｔｏｐ１０国家／地区生物制造发明专利年度趋势

图４　生物制造发明专利申请全球Ｔｏｐ３０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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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中国Ｔｏｐ１０专利申请人

图５统计了中国Ｔｏｐ１０机构，除江南大学处于显著领先优势外，其他９家机构

专利数量差距并不大。中国 Ｔｏｐ１０专利申请人的技术领域分布特征相似，多数专

利分布在生物过程工程和微生物或酶两大技术领域。

图５　生物制造发明专利申请中国Ｔｏｐ１０机构

　　４．技术分布及近期热点

　　（１）主要技术方向

图６统计了生物制造领域发明专利申请主要涉及的Ｔｏｐ１０技术领域情况。这

些技术领域并非完全相互并列的关系，而是存在相互交叉和重叠（一件专利可能会

被划分到多个领域），但领域分布数据依然可以反映出生物制造领域专利的主要分

布情况。

图６　生物制造专利Ｔｏｐ１０子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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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重要专利申请人的技术分布

图７比较了全球Ｔｏｐ２０专利申请人在Ｔｏｐ１０子技术领域的分布情况，可以观察

到各专利申请人的研究重点：最显著的特点是中国的几家大学在生物过程领域的

专利所占份额较大，除俄罗斯库班国立大学也有此特征外，其他机构在该领域的专

利比重均不高。

图７　全球Ｔｏｐ２０原始申请人的Ｔｏｐ１０技术分布

　　５．小结

初步研究发现，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国生物制造发明专利公开的总申请量位

于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同时，我国公开的专利申请数量逐年显著增加，在近五

年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年申请量最多的国家。江南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南京大学等

跻身全球相关专利申请量最多的机构前列，而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情

况不同，我国的企业在专利申请数量上不占优势。同时，我国专利申请人在中国以

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专利布局较弱。文章同时发现，当前，全球生物制造领域产

品、装备和资源利用方面的创新研究总体呈上升趋势，专利申请量逐年递增。美国

杜邦、荷兰帝斯曼、丹麦诺维信、日本味之素、德国赢创等大型跨国企业研发活跃，

我国江南大学、中国科学院、天津科技大学等机构在部分领域也申请了大量发明专

利，形成一定并跑优势。华北制药、天津金耀集团等企业也拥有部分领域的知识产

权。未来，提升科研机构成果的转移转化成效，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和知识产权保

护意识，强化核心专利的国际布局，将有助于促进我国更好地参与生物制造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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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竞争。

陈云伟　分析，陈　方、吴晓燕　整理（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部）

工作动态

中国科学院专利拍卖座谈会在京召开

为确保２０１８年全院专利拍卖工作顺利开展，使参拍研究所熟悉拍卖活动流

程、了解最新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和普及专利拍卖知识。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２日和１３日，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在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国际会议中心召

开“２０１８年中科院专利拍卖培训座谈会”。

座谈会由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主任助理安莉莉主持，中科院知识产

权运营管理中心主任隋雪青、全国拍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委员，北京嘉

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绪林、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教授李玲娟等人主讲。

共有５２个研究所的６２位老师参会。

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主任隋雪青主要围绕“中科院专利拍卖及研究所对拍

卖前工作的支撑”展开主讲内容。具体内容包含：（１）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体

系概况；（２）转移转化相关法律法规；（３）中心其他几项工作计划（①普惠计划；②

专利拍卖；③专利研究共享计划；④专利管理系统介绍）。

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业务主管周老师主要围绕“拍卖微信交流平台和专利

管理系统”展开主讲内容。具体内容包含：微信平台和专利管理系统的具体操作步

骤，以及研究所作为使用者需要注意的事项。

全国拍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委员刘绪林主要围绕“拍卖程序与专

利拍卖”展开主讲内容。具体内容包含：（１）拍卖简介；（２）拍卖程序；（３）专利拍卖

的特点；（４）专利拍卖应注意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教授李玲娟主要围绕“科技成果公开交易法律政策解读”展

开主讲内容。具体内容包含：（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背景及问题分析框架；（２）研

究所科技成果转化的管理制度；（３）科技成果公开交易的政策与管理制度；（４）科

技成果投资入股的政策与管理制度；（５）成果转化奖励分配及管理流程；（６）成果

转化税收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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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上，参会各研究所老师踊跃发言和提问，气氛十分热烈。各研究所老师

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座谈会对拍卖流程和成果转化法律政策等方面有了更进一步

的了解。此次座谈会在一片热烈气氛中结束，同时也就扎实推进今年１２月的中科

院专利拍卖工作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８６８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１日

中科院普惠计划亮相
２０１８年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４日上午，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辽宁省政府主办，大连市政府承办

的２０１８年（第１１届）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开幕。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彬颖、辽宁省委常委、

大连市委书记谭作钧、中央军委装备部国防知识产权局局长王宏宇、中科院知识产

权运营管理中心副主任崔勇等领导出席活动。

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是目前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国际化专利技术

品牌展会。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自２００２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十

届。本届专交会以“专利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聚焦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为需求，以“展览、论坛、路演”为载体，共设置１８个展区。共有来自俄罗斯、美国、

英国、德国、以色列及中国香港等２６个国家和地区，国内２５个省市自治区、４１个城

市、２９家中科院科研院所、４３所大学，１５００余家企事业单位及相关机构，６１００余个

项目进行展览展示。共举办知识产权论坛、技术合作与推介、专利项目路演等７０

余场主题活动。

中国科学院普惠计划首次亮相第１１届专交会，在专交会不同环节对企业介绍

了普惠计划。普惠计划宣传展板位于专交会清洁能源展区，四块展板分别介绍了

中心概况、普惠计划概况、专利池最新专利情况以及企业品牌提升计划。知识产权

运营管理中心组织部分普惠计划入池企业在与会期间与企业技术相关的沈阳分

院、大连化学物理所、微电子所、广州能源所、苏州纳米所等院所进行了深度沟通交

流。未来各院所将在前期普惠路演、专利拍卖的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合作，让

更多的普惠计划入池企业与相关院所进行深度对接，促进专利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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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媒体介绍，本届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通过网上交易、异地对

接、技术洽谈、专利拍卖等多种形式，吸引了超过６００位专业人士参加。据初步统

计，本届专交会达成专利与技术交易、专利产品销售、项目投资及合作意向金额１５０

亿元。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８６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１日

中科院普惠计划专利池：共享创新

２０１８年９月７日，由呼和浩特市科技局举办的内蒙古“草原英才”高层次人才

合作交流会暨呼包鄂人才创新创业周系列活动———中科院普惠计划专利池专利对

接会在呼和浩特举行。

现场，中科院专家讲解了重点行业专利池专利技术以及入池流程；举行了中科

院普惠计划专利池落地呼和浩特签约仪式和企业入池签约仪式；企业与中科院的

相关领域科学家进行了深层次的对接沟通。

会议主要围绕创新主体需求，引进专利成果，激发创新动能和创业活力，促进

知识产权与创新资源、金融资本、产业发展有效融合，为企业解决技术瓶颈并启发

创新灵感，分享和对接中科院科技和人才资源，拉近科学家与企业家的距离，助推

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促进技术与产业有机结合，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提

升中小企业创新创业能力。对接会的举办为企业与中科院之间搭建了桥梁，通过

共享普惠计划专利池，为企业带来了创新灵感和实际效益。

据呼和浩特市科技局副局长刘晔介绍，中科院的普惠计划专利池覆盖五大行

业领域，企业入池后可获得２年期限免费实施意向专利的资格，实施后如需购买专

利每项最高价格在１０万元以内。自去年专利周期间中科院普惠计划落地呼和浩

特，先后有７家企业入池，对企业创新研发有一定启发作用，部分专利也在企业的

实际运作中产生了经济效益。

朱月仙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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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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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参加东营专利大会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９日至２１日，由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山东省知识产

权局、东营市人民政府主办的“２０１８中国（东营）专利大会”在东营黄河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主任隋雪青、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

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韩秀成，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董事长张东亮、山东

省知识产权局局长于智勇、东营市副市长冯艺东等嘉宾出席活动。

本次大会设立了面积２０００平方米的专利展览区，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

理中心联手自动化研究所、过程工程研究所、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上海光学精密

机械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六家机构参展，参

展项目涉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技术及其新产品、高科技

成果。与会期间，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组织汇海医药、大海新能源等普惠

计划入池企业与各院所老师进行了深入交流。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隋雪青主任与东营市人民政府冯艺东副市

长签订了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通过多种形式，让中科院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普惠

企业，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为加快东营新旧动能转换提供科技支撑。

朱月仙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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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１日

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积极筹备“２０１８安徽科技成果

交易暨大院大所合作对接会”分会场工作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０日上午，在安徽省科技厅会议室，关于“２０１８安徽省科技成果

交易暨大院大所合作对接会”中科院分会场具体工作的开展，安徽省科技厅区域创

新办公室李林处长、徐洲炉处长，以及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主任隋雪

青、主任助理安莉莉、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王玉华副处长等人，展开了

热烈讨论，并初步形成活动整体规划方案。

安徽省科技厅李林处长表示将全力配合和支持中国科学院参与对接会。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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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技厅区域创新办公室将及时把安徽省地区企业技术需求信息分享给中国科学

院，以便更高效率地办好此次活动。对于安徽省科技厅的高度支持，中心主任隋雪

青表示感谢。隋主任表示：通过这场活动作为契机，中科院将不断加深与安徽省合

作，争取早日将中科院的专利技术与地区企业需求紧密结合，所有的工作最终能够

达到目标：打通知识产权、资本和产业之间的通道，以市场和产业的力量打开知识

产权和科技成果的财富大门。

８月２０日下午，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会议室，为了确保对接会中

科院分会场工作能够圆满成功，合肥研究院江海河副院长、科技发展处处长邓国

庆、科技发展处副处长王玉华，以及中心主任隋雪青、主任助理安莉莉等人积极筹

划会议具体步骤流程。会议初步讨论出分会场基本活动模块，其中包含２个部分：

中科院普惠计划和专利拍卖。会前准备工作将决定此次活动的成败，所以会议上

各部门严格分工。中心负责前期安徽省企业需求与中科院专利技术匹配等工作，

合肥研究院负责确认企业需求细节和急迫度等工作。江海河副院长在会上表示，

合肥研究院将与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互通数据信息，并借鉴知识产权运

营中心以往的活动经验，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争取此项活动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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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分院举办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培训班

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高度重视院地合作工作体系建设，在辽鲁两省已布局２２

个分中心，打造了一支１３９人的技术转移转化团队。为了不断提升中科院沈阳分

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队伍工作能力，加强辽鲁转移转化各分中心工作交流与合作，

学习先进地区技术转移转化工作经验，沈阳分院于８月２８日至２９日在武汉举办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培训班，沈阳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各分中心、山东综合技术转化中心

各分中心、武汉分院、湖北育成中心及哈尔滨育成中心等单位共计８６人参加了

培训。

本届培训班邀请了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知识产权与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李

燕、武汉市科技成果转化局副局长王勇、武汉分院副院长李伟作专题报告。３位报

告人分别从西安光机所科技成果产业化发展历程和经验分享、科技成果转化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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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实践、武汉分院院地合作工作经验分享等方面作了精彩的报告。会议同时邀请

了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武汉病毒研究所、水生生物研究所和武汉植物园的科技

处人员介绍研究所的成果转化模式和可转化的科研成果。参培人员结合自身实际

工作，分别就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激励机制，新形势下研究所军民融合发展工作的

探索、地方政府在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定位、角色、作为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讨论和深

入交流。

培训期间，沈阳分院还组织沈阳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山东综合技术转化中心各

分中心总结了上半年工作，并汇报了今后的工作重点。武汉分院、长春分院组织系

统内转移分中心参会并交流经验。

沈阳分院副院长马越红作总结讲话。她肯定了辽鲁两省各分中心为推动中科

院与地方合作工作做出的贡献，同时提出两点希望：一是继续遵循“走出去、请进

来”的工作方针，坚持学习先进地区的科技成果转化的先进经验，不断提高自身工

作能力；二是加强对所在地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总结与宣传，营造科技成果

转化的良好氛围，促进更多科技成果在本地转化，促进两省经济社会的发展。

培训期间，沈阳分院组织参培人员实地调研了湖北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

学习了武汉市成果产业化的实践经验以及湖北育成中心的管理模式，开拓了参加

培训人员视野，加强了区域合作工作交流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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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ＷＩＰＯ：发展中国家商标使用比专利更广泛

２０１８年８月，印度知识产权法律公司 ｓ．ｓ．ｒａｎａ＆ｃｏ援引 ＷＩＰＯ的两份分析报

告指出，发展中国家商标的使用比专利更广泛。其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

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中等收入国家知识产权的应用：以智利为例”（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Ｕｓｅｉｎ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Ｃｈｉｌｅ）指出，智利公司对商标应

用的依赖度大于专利或工业品外观设计。ＷＩＰＯ的另一份研究报告“提升东盟特定

行业竞争力的知识产权战略”（ＷＩＰＯＡＳＥＡＮ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Ｕｓｅ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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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ｉｎＡＳＥＡＮ）指出，除了少数来

自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的公司认为专利是保护知识产权最重要的手段外，其他国家

的公司都认为商标的重要性最高。报告指出受访公司对知识产权的相对重要性排

序为：商标、专利、地理标志、著作权、工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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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将引入区块链打击假冒药品

２０１８年８月，欧盟创新医学行动（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Ｉｎｉｔｉａ

ｔｉｖｅ，ＩＭＩ）推出一项耗资１８００万欧元的公私合作项目，该项目用于在制药行业推广

使用区块链技术。这个为期三年的项目旨在打击假冒药品，改善发展中国家药物

的获取渠道，促进新药的发现和研发。例如数据的访问性问题不利于新药研发，患

者隐私问题阻碍了临床试验招募，企业自身无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建立联盟。

ＩＭＩ项目将致力于：开发一个全行业范围内基于区块链的独立治理模型；制定一系

列评估区块链技术效益的措施；建立适用于医疗保健的标准；为全行业区块链网络

搭建开源的、没有知识产权障碍的参考框架；其他还包括制定如何使区块链与现有

法规（包括药品开发、制造和分销）相匹配的操作指南，以帮助行业项目启动。这将

促进包括患者、公共卫生机构、学术界、制药公司和医疗服务提供者以及区块链技

术专家在内的医疗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合作，也将促进业界建立更多信任，更有效地

使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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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业防御委员会呼吁通过《ＳＴＲＯＮＧＥＲ专利法案》

２０１８年８月，美国商业防御委员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ＤｅｆｅｎｓｅＣｏｕｎｃｉｌ）主席

ＤｉｃｋＰａｔｔｅｎ发表文章呼吁国会通过《保障国家发展和经济复苏的技术与研究的专

利法案》（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ＯｕｒＮａｔｉｏｎｓ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ｉｌｉ

ｅｎｃｅＰａｔｅｎｔｓＡｃｔ，ＳＴＲＯＮＧＥＲ专利法案）。文章指出，研究表明研发经费每投入一

美元，家族企业比非家族企业产生更多的专利、新产品和收益。这些家族企业推动

着经济的增长并产生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但目前家族企业面临巨大的挑战，法

院正在破坏家族企业的财产权，使这些企业难以维持业务。因此，文章建议国会通

过《ＳＴＲＯＮＧＥＲ专利法案》，该法案肯定了专利是一种财产形式，并规定专利权人

可以要求法院发出永久禁令，阻止竞争对手侵犯其专利权，而依据当前的规定，每

次重复侵权时，专利权人都必须提出新的诉讼，而小型的家族企业往往难以负担反

复控告这些侵权者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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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加速布局可折叠显示器专利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３日，韩国新闻媒体《韩国先驱报》（ＫｏｒｅａＨｅｒａｌｄ）报道，韩国科技

巨头正在加速申请可折叠显示器相关专利。韩国知识产权局于８月１９日发布消

息称，过去６年韩国知识产权局受理了２７６件可折叠显示器相关专利，２１０件是近３

年提交的。其中，ＬＧ显示公司最多（９４件），其次为三星显示器公司（８０件），三星

电子公司（２３件）和ＬＧ电子公司（１７件）；从技术分支来看，专利数量最多的为铰

链和壳体技术（８６件），其次为展开后恢复面板的技术（５０件）、折叠时感知用户触

摸的技术（４８件）以及覆盖窗口技术（２２件）。据报道，可折叠显示器有望为智能

手机的硬件设计带来创新性的变革，从而实现差异化的功能，比如智能手机屏幕展

开后可变为平板尺寸。其中重复的展开和折叠过程中实现显示的耐用性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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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韩国科技巨头申请的专利大多与可折叠面板的耐用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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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媒：韩国 ＡＩ技术实力低于中国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１日，韩国经济新闻对韩国的人工智能（ＡＩ）技术水平情况进行了

分析。报道指出，据２０１７年韩国知识产权研究院发布的“ＡＩ技术与政策趋势”报

告，截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拥有ＡＩ专利数量排名前１０的企业中，日本有５家，美国有３

家，韩国仅三星电子公司以１８５件专利进入前１０，并列排名第９；韩国信息通信技术

振兴中心发布的“２０１７年信息通信技术（ＩＣＴ）水平调查”报告指出，如果将美国的

ＡＩ技术实力设定为标准值１００，那么韩国只有７８．１，低于中国的８１．９。报道指出，

韩国的ＡＩ竞争力较低，主要与韩国政府对ＡＩ不够重视有关。韩国政府对ＡＩ研发

的支出由２０１３年的３６６亿韩元增加到２０１７年的２３４４亿韩元，然而与２０１７年中国

的６万亿韩元，及２０１５年美国的１．２万亿韩元相比，相对较少。１９９０年韩国政府

计划在ＡＩ的语音识别和自动翻译领域７年投入９００亿韩元，但实际投资额仅为５４

亿韩元。目前，韩国政府决定扩大对ＡＩ的投资，２０１８年５月发布了“人工智能研发

战略”，决定５年内在ＡＩ领域投入２．２万亿韩元，并计划在２０２２年以前设立６所专

门研究ＡＩ的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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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第三世界网络：专利阻碍药物的可负担性

２０１８年８月，总部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智库第三世界网络（ＴｈｉｒｄＷｏｒｌｄＮ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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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ｋ，ＴＷＮ）发文指出，马来西亚政府需要考虑消除导致国家药品价格居高不下的

专利障碍，以解决不断上升的医疗成本问题。ＴＷＮ项目主管ＣｈｅｅＹｏｋｅＬｉｎｇ认为，

不必要的专利垄断以及将专利保护期额外延长至２０年以上都推高了一些关键药

物的成本，如制药公司通常会采取专利常青策略（延长旧技术的专利期），即围绕一

种药物申请很多专利，基于不同剂量、两种不再受专利保护的现有药物的组合或对

药物的成分进行一些改变等策略重新申请专利，这些专利通常不会给药物增加治

疗价值，但又可获得２０年的保护期，因此建议马来西亚政府优化专利法以及药品

专利的审查标准，将专利法与国家竞争、公共卫生的发展目标相结合，重新审视可

专利性范围，以尽量减少专利对公众获得价格实惠药品的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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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呼吁谷歌放弃 ＡＮＳ视频压缩算法专利

２０１８年９月，电子前沿基金会（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ＥＦＦ）呼吁谷歌放

弃为非对称数字系统（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ｎｕｍｅ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Ｓ）视频压缩算法申请专利。

近期谷歌提交的ＡＮＳ视频压缩算法专利被美国专利商标局驳回，审查员认为该专

利的所有权利要求均不清楚，仅主张了功能而没有详细的描述；另外，也认为该专

利仅仅将ＪａｒｅｋＤｕｄａ开发的ＡＮＳ技术应用于标准的视频压缩管线，因而缺乏创造

性。目前该案并未最终驳回，谷歌仍然可以对权利要求书进行修改或答复审查员

的意见。ＥＦＦ呼吁谷歌放弃该专利申请，并提出ＡＮＳ技术应属于公众，不应被科技

巨头垄断，并建议当前的专利制度不应对现有方法的微小调整授予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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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医学院：ＩＰＲ成仿制药企业专利挑战有效途径

２０１８年８月，哈佛医学院（Ｈａｒｖａｒｄ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ｈｏｏｌ）和布莱根妇女医院（Ｂｒｉｇｈａｍ

＆Ｗｏｍｅｎ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发表了名为“仿制药产业拥有更快、更便宜的无效专利途径”

（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ｉｃＤｒｕ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ｍｂｒａｃｅｓａＦａｓｔｅｒ，ＣｈｅａｐｅｒＰａｔｈｗａｙｆｏｒ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Ｐａ

ｔｅｎｔｓ）的文章。文章指出，当仿制药公司利用双方复审程序（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ｅｓＲｅｖｉｅｗ，

ＩＰＲ）对ＦＤＡ已批准的药物产品相关专利提出无效审查时，约５０％能挑战成功。为

了阻止仿制药公司的竞争，大多数新品牌的药物都会申请专利进行保护，但偶尔有

专利被错误地被授权。研究表明，仿制药公司已接受了这一新的无效程序，在过去

的５年中，涉及１３４种不同药品的１９８项专利通过 ＩＰＲ程序提出无效请求。自

２０１１年以来，４３％的ＩＰＲ无效请求案成功被无效。ＩＰＲ程序比传统的法院诉讼程

序快，且成本更低。研究指出，通过 ＩＰＲ程序可以有效的解决许多专利纠纷，确保

专利无效程序不会阻碍仿制药的及时供应，更有可能促进竞争、降低药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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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睿唯安发布《２０１８年知识产权运营趋势调查》报告

近期，科睿唯安发布《２０１８年知识产权运营趋势调查》（２０１８ＩＰ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ｒｅｎｄｓＳｕｒｖｅｙ）报告。报告调查了全球数百名知识产权专业人士，包括律所事务所、

研究机构、主要行业的企业和咨询公司等。旨在帮助 ＩＰ团队负责人、ＩＰ工作人员

快速了解知识产权行业的发展趋势。报告指出，知识产权运营面临的三大挑战：

（１）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研发支出有所增加；（２）近一半受访者表示过去三年专利

申请量有所增加；（３）在受访者中，越来越多人担心对知识产权业务削减成本，以更

少的钱做更多的事、同时继续依赖人工流程的管理等因素，使知识产权业务面临越

来越大的风险。当前对高度专业化知识产权人才和技术的需求往往超过了知识产

权资源的供给，整个知识产权业务领域出现了资源紧张的状态。调查表明，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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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部门的优先事项为：使知识产权战略与业务目标保持一致；降低知识产权的运营

成本；提高服务客户以及利益相关者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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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律所分析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专利态势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０日，美国ＧｉｂｂｏｎｓＰＣ律师事务所分析了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系统的专

利态势。分析指出，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已公开了近 １００件在摘要中涉及

“ＣＲＩＳＰＲ”或“Ｃａｓ９”的专利，可分为四类：（１）旨在修饰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系统的组件，

许多修饰旨在增加位点识别、结合或切割的特异性和效率；（２）针对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

系统的治疗用途，如利用该技术治疗ＨＩＶ感染或阿尔茨海默病等特定的疾病；（３）

受特定反应环境的限制，如限定在体外机制、原核生物、真核生物等；（４）旨在将组

分运送到细胞中，主要涉及将裂解蛋白 Ｃａｓ９运送到细胞中。分析指出，随着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专利的发展，涉及该技术的法律纠纷可能会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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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专利布局日益激烈

２０１８年８月，ＭＭＥ法律事务所合伙人 ＭａｒｔｉｎＥｃｋｅｒｔ发表文章称，汤森路透最

近公布的分析显示，２０１７年提交的４０６项区块链相关专利中，有２２５项（５５．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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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９１项（２２．４％）来自美国，１３项（３．２％）来自澳大利亚。Ｐａｔｅｘｉａ公司统计

显示，美国相关专利主要来自大型银行和金融机构，其中美国银行申请分布式分类

账技术（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ｌｅｄｇ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ＬＴ）专利数量（４５项）最多，其次为Ｍａｓｔｅｒｃａｒｄ

公司、富达管理研究公司（Ｆｉｄｅ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ＢＭ和 Ｃｏｉｎｂａｓｅ。比

特币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为 ＧａｍｅＰｌａｙＮｅｔｗｏｒｋ公司、美国银行、ＩＢＭ、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附属公司Ｅｌｗｈａ、ＵＰＳ快递。文章指出，区块链技术起源于开源项目，但目

前大型银行和金融机构正试图通过提交专利来对创新成果进行垄断。毫无疑问将

会出现专利巨魔（ｐａｔｅｎｔｔｒｏｌｌｓ），这可能会对行业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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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在美被判侵犯４ＧＬＴＥ专利

２０１８年８月，美国德克萨斯州地方法院判决华为在美国的子公司侵犯 ＰａｎＯｐ

ｔｉｓ公司拥有的多项４ＧＬＴＥ专利，华为已被勒令赔偿１０５０万美元，预计华为会针对

该判决提出上诉。据悉，ＰａｎＯｐｔｉｓ公司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提出诉讼，并声称在２０１４至

２０１６年期间多次向华为提出的以公平、合理、非歧视性条款进行专利许可协商均未

达成 一 致 意 见。据 称 涉 诉 专 利 包 含 ＵＳ７７６９２３８、ＵＳ６６０４２１６、ＵＳ７９４０８５１、

ＵＳ８３８５２８４、ＵＳ８２０８５６９，这些专利均涉及ＬＴＥ标准技术，对利用ＬＴＥ解码图像和音

频数据的系统是必须的。ＰａｎＯｐｔｉｓ公司起诉涉及的产品包括 Ｎｅｘｕｓ６Ｐ、Ｍａｔｅ９和

Ｐ８Ｌｉ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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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基亚公布５Ｇ专利费标准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１日，诺基亚公布了５Ｇ设备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费收费标准，根

据当前的汇率，每台５ＧＮＲ设备将收取３欧元，约合３．４６美元的许可费。５Ｇ标准

是基于业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由标准化组织３ＧＰＰ等机构协同制定的。随着技术

和标准的同步发展，一些公司的技术成果通常被纳入最终标准中，这就意味着要生

产５ＧＮＲ兼容的设备，就需向这些拥有知识产权的公司缴纳专利许可费。诺基亚

专利业务负责人ＩｌｋｋａＲａｈｎａｓｔｏ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专利许可费标准的公布是帮助

公司计划推出５ＧＮＲ手机的重要一步，预计２０１９年将首次投入商用。据悉，另一

家５ＧＮＲ专利持有人高通公司在２０１７年公布了专利许可费标准，为每台单模手机

收取售价的２．２７５％，多模手机收取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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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任何单位需要整期转载、链接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的

内容，应向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发送需

求函，说明用途，征得同意。

欢迎为《知识产权动态》提供意见与建议。

敬请订阅微信号“中科院知识产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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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主办：

承办：

封面设计： 在

田永生

ystian

内部资料

张志强

田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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