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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ＷＩＰＯ发布２０１８年全球知识产权报告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９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发布了２０１８年全球知识产权报

告。报告指出，２０１８年，亚洲创新者通过 ＷＩＰＯ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首次超过

半数，中国、印度和韩国增长显著，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服务再创记录。

２０１８年，ＷＩＰＯ受理的 ＰＣＴ专利申请首次达到 ２５３０００件，比 ２０１７年增长

３９％，ＷＩＰＯ受理国际商标申请（马德里体系）共计 ６１２００件，增长 ６．４％，ＷＩＰＯ工

业品外观设计注册（海牙体系）共计 ５４０４件，增长 ３．７％。来自美国的发明人在

２０１８年提交的 ＰＣＴ专利申请最多，中国紧随其后，预计中国将在两年内赶超美国。

　　１．专利

２０１８年，美国申请人提交了５６１４２件 ＰＣＴ申请，其次是中国（５３３４５件）和日本

（４９７０２件）。德国和韩国位列第四和第五，分别为 １９８８３件和 １７０１４件。在 ＰＣＴ

专利申请 Ｔｏｐ１５原属地中，中国和印度（２０１３件）是仅有的两个中等收入国家。

２０１８年提交的所有 ＰＣＴ申请中，超过半数来自亚洲（５０５％），欧洲（２４５％）和北

美（２３１％）各占四分之一。

Ｔｏｐ１５原属地中，印度（＋２７２％）和芬兰（＋１４７％）的 ＰＣＴ专利申请年增长

率达到两位数，中国（＋９１％）和韩国（＋８％）也增长强劲，但中国的增长率为

２００２年以来的最低值。英国已连续五年保持增长趋势，增长率为 １３％。相比之

下，荷兰（－６６％）、法国（－１２％）和美国（－０９％）的申请量均有减少。

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位居２０１８年公司申请人榜首，已公布 ＰＣＴ申请 ５４０５件，再

创新高。其次是日本三菱电机株式会社（２８１２件）、美国英特尔公司（２４９９件）、美

国高通公司（２４０４件）和中国中兴通讯（２０８０件），其中 ２０１６年位居榜首的中兴通

讯在２０１８年已公布 ＰＣＴ申请量减少了 ２９８％，已连续第二年下降。上榜的 Ｔｏｐ１０

公司申请人中，有６家来自亚洲，２家来自欧洲，２家来自美国。

加利福尼亚大学 ２０１８年公布 ＰＣＴ申请 ５０１件，位居教育机构申请人首位，并

自１９９３年就蝉联这一地位。其次是麻省理工学院（２１６件）、深圳大学（２０１件）、华

南理工大学（１７０件）和哈佛大学（１６９件）。上榜的 Ｔｏｐ１０高校中，有 ５所来自美

国，４所来自中国，１所来自韩国。中国高校在２０１８年首次晋级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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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技术领域而言，数字通信（８６％）超过计算机技术（８１％）在 ＰＣＴ申请中占

比最高。其次是电气机械（７％）、医疗技术（６７％）和运输（４６％）。２０１８年，在

Ｔｏｐ１０的技术领域中，运输（＋１１３％）、数字通信（＋１０１％）和半导体（＋９８％）

增长率最高。

　　２．商标

２０１８年，美国申请人提交的 ＷＩＰＯ国际商标申请最多（８８２５件），紧跟其后的

是德国（７４９５件）、中国（６９００件）、法国（４４９０件）和瑞士（３３６４件）。

在 Ｔｏｐ１５来源地中，韩国（＋２６２％）、日本（＋２２８％）、美国（＋１１９％）和土

耳其（＋１０２％）的增长率均为两位数。相比之下，排名前列的来源地中，只有澳大

利亚（－２４％）和奥地利（－０１％）在２０１８年的申请量少于２０１７年。

瑞士诺华集团以１７４件申请位列申请人榜首，其次是法国欧莱雅（１６９件）、德

国戴姆勒集团（１２９件）、美国苹果公司（８７件）和德国汉高公司（８６件）。诺华

２０１８年提交的申请比２０１７年多７８件，排名从第四跃居第一。Ｔｏｐ１０申请人中包括

６家欧洲公司、３家亚洲公司和１家美国公司。

计算机和电子是国际商标申请中指定最多的领域，占总量的 １０１％，其次是商

业服务（８％）和技术服务（６７％）。Ｔｏｐ１０领域中，技术服务（＋１３８％）和清洁制

剂（＋１２９％）的增长最快。

　　３．工业外观设计

２０１８年，通过海牙体系提交的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申请增长了 ３７％，但

其中所含的外观设计数略有减少（０７％）。申请总量 ５４０４件，包括 １９２９６项外观

设计。

德国申请人仍是国际外观设计体系的最大用户（其申请中含有 ３９６４项外观设

计），其次是瑞士（２５１０项）、韩国（１５４７项）、法国（１４５４项）和荷兰（１３８２项）。在

Ｔｏｐ１０来源地中，荷兰（＋７１３％）和日本（＋５２６％）的增幅最大，美国则出现剧减

（－２２２％）。

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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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产权组织２０１８年知识产权服务：创新者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再创纪录，

亚洲跃居首位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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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议会通过互联网版权新指令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６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通过了《数字单一版权指令（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ｏｎ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ｉｎ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ｉｎｇｌｅＭａｒｋｅｔ）》，简称《指令》。欧盟各成员国将在未来几周

内批准议会的决定，如果成员国接受欧洲议会通过的指令，该指令将在正式发布后

生效，各国将有两年时间正式执行。该指令旨在确保版权法的长期权利和义务，并

适用于互联网，包括 ＹｏｕＴｕｂｅ，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和 ＧｏｏｇｌｅＮｅｗｓ等互联网公司将受到这项指

令最直接的影响。

　　１．科技巨头与艺术家、记者分享收入

《指令》旨在为版权所有者，尤其是音乐家、表演者、脚本作者，以及新闻出版商

提供机会，使其作品在互联网平台使用中达成更好的报酬协议。《指令》要求互联

网平台对上传至其网站的内容负直接责任，并自动赋予新闻出版社代表旗下记者

就新闻聚合使用其新闻报道进行谈判的权利。

　　２．保证言论自由

《指令》的许多条款是专门为确保互联网言论自由而设计的。共享新闻文章片

段由于被明确排除在该指令范围之外，可以像以前一样继续使用。但《指令》包含

了避免新闻聚合平台滥用这一功能的条款。例如，出现在谷歌新闻提要中或者被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分享的前提是“片段”“非常短”。上传的受保护的作品在被引用、批评、

评论、漫画、恶搞或模仿时，会比以前受到更多保护，并确保表情包和 ｇｉｆ将继续在

网络平台上的可用性与共享性。

　　３．多数在线平台不会受到影响

《指令》规定以非商业方式上传到在线百科全书（如维基百科）或开源软件平

台（如 ＧｉｔＨｕｂ）的作品将自动被排除在《指令》范围之外。创业平台将比现有平台

承担更轻的义务。

　　４．作者和表演者获得更大的谈判权力

当最初商定的报酬与网络经销商所获得的利益相比过低时，作者和表演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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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利用其权力向对方索取额外报酬。

　　５．助力科技前沿研究和保护文化遗产

《指令》旨在使受版权保护的材料更容易通过文本和数据挖掘被自由使用，从

而消除欧洲研究人员目前面临的重大竞争劣势。它还规定，用于教学或插图的内

容不受版权限制。最后，《指令》还允许免费使用受版权保护的资料保护文化遗产。

在不存在可以颁发许可证的集体管理组织的情况下，可以使用非商业作品。

《指令》预期产生以下效果：目前，互联网公司几乎没有动力与版权所有者签署

公平的授权协议，因为它们对用户上传的内容不承担责任。只有当版权所有者要

求他们删除侵权内容时，他们才有义务这样做。但这对版权所有者来说往往是繁

琐的，同时不能保证他们获得公平的收入。互联网公司承担法律责任将增加版权

所有者（尤其是音乐家、表演者、脚本作者、新闻出版商和记者）获得公平许可协议

的机会，从而保证其数字化作品在被使用中获得更公平的报酬。

李姝影　编译，许海云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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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７日

日本发布量子技术２．０全球专利地图报告

２０１９年４月９日，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Ｊａｐ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ｇｅｎ

ｃｙ，ＪＳＴ）下属研究开发战略中心（ＣＲＤＳ）发布《从全球专利地图看量子技术 ２０》

调查报告，旨在分析全球量子技术 ２０研究开发动向。报告基于律商联讯

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 ＴｏｔａｌＰａｔｅｎｔＴＭ全球专利数据库，检索分析 ４０８８件 １９９０至 ２０１８年美

国、欧洲、ＷＩＰＯ、中国、日本、韩国、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受理的量子技术 ２０相

关专利，客观定量地观察和理解知识产权领域的量子技术体系。报告提出，量子技

术２０的研发速度惊人，产业界和政府的大规模研发投资有望实现大量技术突破，

促进持续性的资源投资至关重要。

　　１．全球量子技术２０的研究开发活动很活跃

近年来，全球在积极进行量子技术 ２０的研究开发。作为新技术，量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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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用于准确控制量子状态、进行量子纠缠和量子干涉等量子力学特性的测量、通

信和信息处理等，代表性技术有量子传感器、量子通信、量子密码、量子计算机和量

子模拟器等。目前，美国、欧洲和中国政府都在扩大对量子技术 ２０的研发投资，

日本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开始，将其作为“推动创新的三大领域”之一。

据报告统计，量子技术 ２０相关专利 ４０８８件，其中，中国（１３８７件）位居首位，

其次是美国（９２１件）和日本（６５７件）。从 ２０１０年开始，全球量子技术 ２０公开的

专利数量激增，这主要源于中国专利数量的增长。中国公开专利数量自 ２００８年起

显著增长，美国自２０００年起公开专利数量持续增长，但与中国相比增幅较为缓慢。

日本公开的专利数量于２００５年达到峰值，之后呈现减少趋势。

　　２．全球量子技术２０的主题热点

报告通过主题模型算法（ＬＤＡ）评估技术主题相似度，通过多种机器学习算法

映射到二维平面进行可视化，研究发现 ３０个量子技术 ２０相关技术集群，主要包

括“量子通信、量子密码（１６５３件）”，“量子器件（６３６件）”，“量子比特逻辑门（５３９

件）”，“量子计算机（１７３件）”和“其他领域”（１０９７件）。

图１　量子技术２０专利地图主题

最热门的技术领域是在专利地图中占居核心区域的“量子通信、量子密码”，共

计１６５３件专利。该领域右侧外围的“量子线路编译”和“量子比特共振器”等技术

主题形成了新的交叉领域集群。“量子比特逻辑门（５２９件）”技术领域居于右侧，

而更右侧的以“量子运算装置”和“超导量子计算机”为主形成的“量子计算机（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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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领域正在形成集聚。

　　３．热门技术领域迁移情况

报告将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１８年划分为６个时间窗，通过专利地图时序分析研究热点

技术领域迁移动向，主要结论如下。

（１）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４年，仅出现了“超导量子干涉仪以及计算机和通信”和“量子

点元件”两个主题。１９９５至１９９９年，“超导量子干涉仪以及计算机和通信”主题持

续获得高密度的关注。

（２）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４年，量子计算机下属的技术分支“超导量子计算机”呈现高密

度的技术集聚，同时“量子线路编译”以及“利用光子的偏振特性和光子的相位进行

量子通信”也开始显现。２００５至 ２００９年，除了延续 ２０００至 ２００４年的“量子计算

机”、“量子线路编译”、“利用光子的偏振特和光子的相位进行量子通信”、“量子点

元件”、“超导量子干涉仪以及计算机和通信”热点主题之外，在“量子密匙”中也产

生了大量专利文献。

（３）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４年，热点领域是“量子通信协议”、“量子数据流”和“量子密

钥”。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８年，虽然时间间隔较短，但各个技术领域公开的专利数量最多。

专利地图中，以“量子密钥”为代表的“量子通信和密码”领域专利公开极为活跃。

同时，“量子计算机”下属的“量子运算装置”、“量子线路编译”、“超导集成电路”领

域相关专利也十分密集。

　　４．申请人申请专利分布情况

报告分析了专利申请数量前５０位的申请人，并统计了其在各个技术领域的公

开专利数量，主要结论如下。

（１）拥有最多量子技术 ２０相关专利的是加拿大的 ＤＷａｖｅＳｙｓｔｅｍ公司（１３８

件专利），大部分涉及“量子计算机”相关主题。其次是日本电器制造商 ＮＴＴ公司

（１２２件）和东芝公司（９３件），ＮＴＴ公开的专利集中在“量子密码”和“量子传感器”

相关主题。

（２）美国的微软公司（７８件）位居第四，英特尔公司（６２件）和 ＩＢＭ公司（５３

件）分别排名第八和第十，上述美国 ＩＴ企业公开的专利中，“量子计算机”和“量子

比特逻辑门”相关专利居多。

（３）中国机构中，中国科学院（６２件）、浙江神州量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３５

件）、北京邮电大学（２８件）、安徽问天量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８件）、中国科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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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大学（２６件）、国家电网公司（２６件）和华南师范大学（２４件）等排名靠前。其中，

中国科学院公开的专利中“量子点元件”和“量子点元件制造方法”领域的专利居

多，而其他企业则在“量子密码”领域公开的专利较多。

　　５．不同机构申请动向

报告将专利申请人分为“海外企业”、“日本企业”、“初创企业”和“大学”四种

类型，分别选择最具代表性机构进行专利地图分析，结论如下。

（１）海外企业中，美国的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和 ＩＢＭ公司在“量子计算机”和

“量子比特逻辑门”领域相关专利居多。而中国的阿里巴巴和华为主要布局在“量

子通信和量子密码”相关主题，而在“量子计算机”和“量子比特逻辑门”领域几乎

没有公开专利。

（２）日本企业在“利用光子的偏振特性和光子的相位进行量子通信”、“使用谐

振器进行逻辑门操作”领域公开专利较多，而在“量子计算机”领域几乎没有公开

专利。

（３）初创企业各自研发领域专业化、集中化趋势明显。大学专利申请涉及五个

领域，并未见专利密集分布特征。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ＭＩＴ）专利数量较多，拥有与民营企业同等规模的专利数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在“量子比特逻辑门”领域专利较多，而 ＭＩＴ更偏重于“量子比特逻辑门”以及“量

子计算机”领域。

王雯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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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解析美国科技创新政策科学计划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２日，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Ｊａｐ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ｇｅｎ

ｃｙ，简称ＪＳＴ）下属研究开发战略中心（ＣＲＤＳ）发布调查报告，研究分析２００７至２０１８

年美国 ＮＳＦ设立的科技创新政策科学计划（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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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ＳｃｉＳＩＰ）公开资助的项目情况，并解读了特朗普政权下美国科技创新政策动向。

调查报告研究了美国科学技术政策制定环境，科技创新政策科学项目及机构资助

情况，以及研究人员与政策制定者对研究成果的认识差异等。

　　１．美国科技创新政策项目资助数量和范围不断扩大

美国 ＳｃｉＳＩＰ项目资助从 ２００７年开始，虽然资助总预算每年有所波动，但都保

持在６００万至９００万美元范围内。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４年，ＳｃｉＳＩＰ每年资助只有３０项左

右，２０１５年后项目数量倍增，达到每年 ５０至 ６０项。２０１４年后，受到资助的机构范

围扩大，商业机构、新成立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积极加入该项目。

　　２．创新研究探索受到持续关注

ＳｃｉＳＩＰ项目资助的六大主题包括：创新测度与跟踪；创新过程对科学的影响；企

业家精神与企业创新的作用；知识的创造、运用和普及；科学政策实施以及科学创

新研究新方法。报告分析发现，美国创新相关研究数量和研究经费一直在增长，由

此推测美国一直关注并致力于探索和打造技术创新；产业和企业相关创新研究自

２０１５年起有所增长；知识的创造、应用和普及相关的研究自 ２０１５年起受资助数量

和经费呈现显著增长；科学创新研究新方法相关项目每年都会得到持续资助。

　　３．美国研发数据发展基础正在不断扩大

报告指出，ＳｃｉＳＩＰ项目资助的机构中，以美国中西部大学为中心的 ＣＩＣ大学联

盟占有较大优势。该联盟正在推行大学创新、竞争和科学影响力计量项目（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ｉ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

ＵＭＥＴＲＩＣｓ），并以密歇根大学作为依托建立了科学创新研究所（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ＲＩＳ），截至２０１９年１月，已有３５所大学加入。大

学间的相互合作加速了 ＣＩＣ联盟下各大学间的数据共享进程，由此，报告认为，美

国研发数据发展的基础正在不断扩大。

　　４．美国科学技术政策制定环境保持平稳

报告分析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ＮＳＦ）２０１８年科学与工程指标报告中美国科

学技术投资数据（政府和企业投资趋势），研究发现：从 １９７８年开始，美国的企业投

资超过了政府投资，２０１８年，美国来自企业的科学技术领域研发投资几乎是政府的

３倍。美国政府财政预算公布的数据显示，研发经费在政府预算中的比例每年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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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不变，但经费额随 ＧＤＰ的增长而增长。报告认为：自特朗普２０１８年执政以来，

通过与议会协商，研发经费整体呈现复苏趋势。但报告也引用了其他学者的观点：

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优秀研究人员、新一代年轻研究人员都难以获得研发经费，

这将不利于美国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

　　５．研究人员与政策制定者对研究成果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

报告基于美国学者在 ＡＡＡＳ政策论坛上发布的调研资料剖析了美国研究人员

和政策制定者对研究课题成果的认识差异。调查发现：就研究成果是否为制定政

策提供了有用信息，ＩＷＧ组（政策制定人员组）认为除了“科学对创新和竞争力的

影响”以外，其他方面均未产生效果。而 ＳｃｉＳＩＰ组（研究人员组）则认为研究成果在

“科学技术采纳与扩散的解释”、“科学对创新和竞争力的影响”、“美国科学工作者

所具有的竞争力”、“科学技术政策中不同政策工具的相对重要性”这四方面都产生

了效果。

王雯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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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发布物联网专利诉讼趋势报告

２０１９年３月 ２０日，专利数据公司 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发布了物联网（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ｆＴｈｉｎｇｓ，

ＩｏＴ）专利诉讼趋势报告。分析了物联网专利美国诉讼和全球专利转让的最新趋

势，并对专利主张实体（Ｐａｔｅｎｔ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ＰＡＥｓ）的专利权进行了追踪调查，

进一步探讨了物联网技术如何受到专利侵权诉讼的影响。

物联网作为目前最热门的技术概念之一，是指将传感器、执行器和通信技术嵌

入物理对象中，使它们能够通过互联网进行通信。物联网数据不仅可以改善流程，

还能为多个应用领域提供新型的产品和服务。物联网设备数量以及市场预测的支

出规模都极为惊人。据估计，２０１８年全球物联网设备数量约为 ７０亿个，市场支出

超过１５００亿美元，预计到２０２５年，物联网设备数量将增至２２０亿个，市场支出将达

到１５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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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涉诉物联网专利整体趋势

自２０１０年以来，在美国提起诉讼的物联网专利数量不断增加。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

间，物联网涉诉专利累计数量增长超过４００％，其中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的增幅尤为显著。

图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美国涉诉物联网专利累计数量（件）

　　２．ＰＡＥｓ和运营公司涉诉物联网专利趋势

报告显示，自 ２０１４年以来，ＰＡＥｓ涉诉的美国物联网专利数量平均每年增长

２５０％（见 ＰＡＥｓ趋势线）。与２０１７年相比，２０１８年 ＰＡＥｓ涉诉的美国物联网专利数

量飙升了三倍，而运营公司涉诉的美国物联网专利数量则基本停滞不前。

图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 ＰＡＥｓ和运营公司涉诉美国物联网专利数量（件）

　　３．ＰＡＥｓ积极收购物联网专利

近年来，不仅物联网专利诉讼案件增多，物联网专利转让也呈增长趋势，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ＰＡＥｓ正积极收购物联网专利组合，以便将其货币化和用于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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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中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间，ＰＡＥｓ收购的物联网专利数量平均每年增长了

２３０％。ＩＰｌｙｔｉｃｓ认为，ＰＡＥｓ收购物联网专利数量的激增可能会导致未来几年内物

联网专利权利主张和专利诉讼不断增加。

图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 ＰＡＥｓ收购的物联网专利数量（件）

报告指出，物联网技术将越来越多地受到专利诉讼的影响，特别当相关诉讼涉

及 ＰＡＥｓ时，影响将会更为明显。此外，ＰＡＥｓ正在积极收购物联网专利，表明他们

可能会进一步参与物联网专利的货币化、权利主张和诉讼，预计未来物联网领域的

专利诉讼将不断增加。但是，由于物联网的集成性与复杂性，大量物联网专利落入

激进的 ＰＡＥｓ手中，可能会给物联网企业带来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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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专利审查指南修改草案
征求公众意见

２０１９年４月４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专利审查指南修改草案并征求公众

意见，公众意见提交截止日期为２０１９年５月５日。修改主要涉及八方面内容：（１）

电话讨论和会晤、（２）创造性的审查、（３）优先审查和延迟审查、（４）无效程序、（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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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胚胎干细胞、（６）再分案申请、（７）专利检索以及（８）一些形式问题。

第一，该草案明确规定必要时审查员和申请人可以进行电话讨论。除形式问

题外，可以讨论对发明和现有技术的理解以及申请中存在的问题。任何一方均可

启动讨论。除电话外，也可采用其他方式，比如视频会议、电子邮件。针对审查员

同意的修改，申请人需要提交正式修改文件。另外，该草案将与审查员会晤的条件

放宽至整个审查阶段，而不仅仅限于发出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之后。

第二，关于创造性的审查，该草案要求为了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审

查员需要考虑区别特征在“发明”（即权利要求）中所能达到的技术效果。对于功

能上相互支持、相互作用的技术特征，应当整体上考虑这些特征之间的关系在“发

明”中所能达到的技术效果。该草案还明确规定：如果审查员将权利要求中对解决

技术问题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认定为公知常识，通常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另

外，该草案还明确规定：如果一个特征对解决技术问题没有作出贡献，那么这个特

征不影响对权利要求创造性的评价。

第三，该草案明确规定可以对三类专利申请类型（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请求优先审查。另外，该草案中增加了关于延迟审查的规定，申请人可以请求将对

其专利申请的审查延迟１、２或３年。

第四，关于无效程序，在存在多种证据结合方式时，该草案规定无效请求人应

当首先对“最主要”的结合方式进行分析。未明确最主要结合方式的情况下，默认

第一组结合方式是最主要的结合方式。

第五，该草案明确规定“人类胚胎干细胞不属于处于各个形成和发育阶段的人

体”以及“利用未经过体内发育的受精１４天以内的人胚胎分离或者获取干细胞的”

发明创造不违反社会公德。

第六，该草案明确了再分案申请的递交期限并规定了相关形式要求。

第七，该草案进一步规定了专利检索使用的数据库、检索过程、检索策略等等。

第八，该草案还涉及一些形式问题。比如，该草案将图形用户界面外观设计有

关的内容单独形成一节，便于审查员和申请人使用。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ｏ．ｇｏｖ．ｃｎ／ｇｚｔｚ／１１３７０３５．ｈｔｍ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ｗｍ．ｃｏｍ／ｚｈ／ｃ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ｓｅｅｋｓ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ｏｎｐａｔｅｎｔ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２０１９０４１２牽ｔｄｓｏｕｒｃｅｔａｇ＝ｓ＿ｐｃｔｉｍ＿ａｉｏｍｓｇ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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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修改《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

《财政部关于修改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的决定》已经财政部部

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财政部部务会议决定，对《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出租、出

借和担保等应当进行必要的可行性论证，并提出申请，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

同级财政部门审批。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第五十六条另有规定的，依照其

规定。”

二、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除本办法第五十六条及国家另有规定外，事业单位

对外投资收益以及利用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和担保等取得的收入应当纳入单位预

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

三、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除本办法第五十六条另有规定外，事业单位处置国

有资产，应当严格履行审批手续，未经批准不得自行处置。”

四、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房屋建筑物、土地和车辆的

处置，货币性资产损失的核销，以及单位价值或者批量价值在规定限额以上的资产

的处置，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规定限额以下的资产的处置报主

管部门审批，主管部门将审批结果定期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

办法第五十六条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五、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除本办法第五十六条另有规定外，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处置收入属于国家所有，应当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规定，实行‘收支两条线’

管理。”

六、将第三十九条第三项修改为第四项，增加一项作为第三项：“（三）国家设立

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将其持有的科技成果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给国有全

资企业的；”。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条：“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将其持有

的科技成果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给非国有全资企业的，由单位自主决定是否进

行资产评估。”

八、将第五十一条修改为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修改为第五项，增加一项作为第

四项：“（四）通过串通作弊、暗箱操作等低价处置国有资产的；”。

九、将第五十二条修改为第五十三条，将本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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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六条：“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对其持

有的科技成果，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不需报主管部门、财政部门

审批或者备案，并通过协议定价、在技术交易市场挂牌交易、拍卖等方式确定价格。

通过协议定价的，应当在本单位公示科技成果名称和拟交易价格”。

“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转化科技成果所获得的收入全部留归本

单位。”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９０４／０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７９８７４．ｈｔｍ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０日

专题报道

日本发布２０１９年日本专利局工作进展报告

【摘要】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９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发布《２０１９专利局工作进展报告》，

统计分析了日本知识产权发展动向，从 ２０１８年日本专利审查情况、知识产权支

援政策以及相关法律举措等方面展示了日本知识产权制度的现状和推进方向。

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出现与发展，以及全球产业的急剧

变化，日本专利局致力于构建满足日本和海外用户运用需求的知识产权制度。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９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发布《２０１９专利局工作进展报告》，本文汇总

介绍了日本专利局最新的统计信息和政策措施，主要内容如下。

　　１．日本知识产权发展现状

２０１８年，日本发明专利申请数量 ３１３５６７件，比 ２０１７年有所降低，但日本作为

指定国的 ＰＣＴ国际发明专利申请达到６４０１３件，较２０１７年有所增长；２０１８年，日本

专利局受理发明专利审查请求共计 ２３４３０９件，较 ２０１７年略有减少；２０１８年，日本

４１ 知识产权动态



发明专利授权数量１９４５２５件，比２０１７年有所降低。

日本发明专利申请来源国／地区中，日本（２５３６３７件）位居首位，其次是美国

（２３１３６件）、德国（６４３４件）、中国大陆（５４４３件）和韩国（５０８２件）。２０１８年，日本

国内企业发明专利权人排名中，三菱电机位居首位，其次是佳能和丰田汽车；日本

外资企业发明专利权人中，高通位居首位，其次是飞利浦和华为。

２０１８年日本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５３８８件，呈现下降趋势，但日本作为指定国的

ＰＣＴ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达到１９９件，较２０１７年增长显著；２０１８年，日本实用新型专

利授权数量５３０３件，比２０１７年有所降低。日本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来源国／地区中，

日本（３８１０件）位居首位，其次是中国台湾（８０６件）、中国大陆（５４８件）和美国（４７

件）。

２０１８年日本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３１４０６件，有所下降，外观设计授权 ２７６１８件，

有所增长。日本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来源国／地区中，日本（２３４５３件）位居首位，其

次是美国（２２０３件）、中国大陆（１２１２件）和德国（７４８件）。

２０１８年日本商标申请１８４４８３件，商标注册 １１６５４７件。日本商标申请来源国／

地区中，日本（１４５２７４件）位居首位，其次是中国大陆（１０８２０件）、美国（８７８６件）、

德国（２５５７件）和韩国（２４１３件）。

　　２．２０１８年政策实施情况

　　（１）专利

ＪＰＯ一直致力于实现全球最快和最佳的专利审查，一旦申请人在日本获得专

利权，相关审查结果将有助于支持其在海外顺利获得专利权。为此，ＪＰＯ工作重点

是贯彻快速审查、保证审查质量，推进与国外知识产权局的合作。

①审查效果：２０１７年４月至 ２０１８年 ３月，ＪＰＯ加速专利审查，从向 ＪＰＯ提出审

查请求到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的平均时间为 ９３个月，从提出审查请求到获得授

权平均需要１４１个月。

②加速审查：保证专利审查员的数量，２０１８年 ＪＰＯ在职专利审查员 １６９０人；外

包现有技术文献检索，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共有１０家认证检索机构参与现有技术文

献检索工作，共承担了约１５２万项检索，其中１１６万项是国外专利检索。

③采用快速和超快速审查制度：快速审查制度适用于同时在一个或者多个国

家提出专利申请的中小企业等，２０１８年，快速审查制度下，从提出审查请求到第一

次审查意见通知平均需要２３个月；ＪＰＯ正在为重要的发明申请提供超快速审查制

度试点，包括已经实施的发明申请以及在一个或多个国家提交发明申请等，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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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６８５个超快速审查请求，从提出审查请求到获得授权平均需要０７个月。

④进一步提升审查质量：在品质保证方面，在审查员向申请人和代理人发送有

关通知和决定等文件之前，审查办公室负责人要对所有文件进行检查；审查员之间

相互咨询，以共享专业技术和知识等，减少审查员之间的检索和决策差异。在质量

验证方面，由质量管理人员审核和检查审查书的内容和格式的符合性和有效性，扩

大用户满意度调查范围等，包括海外企业和小规模企业在内。修改《专利和实用新

型审查指南》和《专利和实用新型审查手册》，例如 ２０１８年对软件相关发明的专利

审查指南／手册的修订，延长了丧失新颖性的例外期限等。

⑤针对不同用户需求的审查措施：２０１８年 ＪＰＯ共开展了 ４１２８次面试审查，其

中现场１１５８次和视频会议１５５次；为支持企业策略，开展针对知识产权组合的集成

性审查，审查员通过内部相互协调对相关的多种类型专利申请（发明、外观设计、商

标）分别进行审查，以支持企业专利权的收购。２０１８年共有 ４１项有关知识产权组

合的集成性审查申请，涉及４６１件发明专利、２件外观设计专利和１项商标注册。

⑥改进现有技术检索基础：ＪＰＯ致力于在专利和实用新型检索系统上收集 ＵＳ

ＰＴＯ、ＥＰＯ、ＷＩＰＯ已创建的英文版专利文献，以及中国和韩国已创建的专利文件的

日语全文本翻译；ＪＰＯ积极提出修订国际 ＩＰＣ分类体系和 Ｆｔｅｒｍ等，２０１８年已经开

展有关机械、化学和电气领域等２０个技术领域的讨论，ＪＰＯ在 ２０１８年对 ＦＩ的主要

组别进行修订，并对８个主题进行了维护，使 ＦＩ符合最新国际专利分类，以便更有

效地检索国内外专利文献。考虑到在不同领域专利文献中检索到物联网（ＩｏＴ）相

关技术，ＪＰＯ提出将新设的广域面分类记号“ＺＩＴ”融入 ＩＰＣ分类体系，目前正在修

订国际 ＩＰＣ分类体系，并与国外专利局积极协商，以便在各国专利文献中都可以进

行检索。

　　（２）外观设计

为保护外观设计，方便用户和增强日本公司竞争力，ＪＰＯ在外观设计方面采取

了快速审查、质量管理和设计驱动管理等措施。

①审查效果：２０１７年４月到 ２０１８年 ３月，从申请人向 ＪＰＯ提出外观设计专利

申请到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平均需要 ５９个月，从提出申请到获得授权平均需要

６７个月。

②加速审查：２０１８年外观设计专利从申请到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平均需要 ２

个月。

③进一步提升审查质量：２０１８年 ３月，ＪＰＯ为 ２０１８年外观设计专利审查质量

制定了量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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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设计驱动”的管理：ＪＰＯ于２０１７年７月与经济产业省共同召开产业竞争力

与设计研讨会，并于 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２３日发布了《“设计经营”宣言》。设立设计经营

项目小组，表彰“设计经营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

　　（３）商标

ＪＰＯ采取了快速审查、审查高速公路、品质管理、授权动态商标等新型商标和

措施保护地域团体商标。

①审查效果：为迅速且适宜地保护商标，推动企业顺利开展业务，ＪＰＯ着力提

升商标审查效率，强化审查体制。２０１７年 ４月到 ２０１８年 ３月，从申请人向 ＪＰＯ提

出商标申请到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平均需要 ６３个月，从提出申请到获得授权平

均需要７７个月。

②加速审查：２０１８年，采用快速审查的商标申请共 ５２７８件，较上一年增长了

５３％。快速审查制度下，从提出商标申请到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平均需要 １７个

月。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共提出１２２４件地域团体商标申请，其中６４５件获得注册。

③审查高速公路：ＪＰＯ对符合条件的商标申请自动启动申请程序，可提前两个

月进行审查。

④进一步提升审查质量：在审查员向申请人和代理人发送有关通知和决定等

文件之前，审查办公室的负责人对所有文件进行检查；审查员之间相互咨询，以共

享知识，进行迅速准确的判断。

⑤非传统商标：ＪＰＯ规定自 ２０１５年 ４月 １日起，非传统商标也可获得商标注

册。非传统商标包括：动态商标、全息图商标、仅由色彩构成的商标、声音商标和位

置商标。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末，共有１７４６件非传统商标申请，其中４３３件获得了注

册。

　　（４）专利审判和上诉

审判和上诉在审查员驳回决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早期知识产权有效

性争议的解决，ＪＰＯ采取的加快和改进措施如下：

①审判和上诉加速审查效果：为应对提早做出裁定的需要，如案件符合特定要

求，ＪＰＯ会加速进行上诉程序，并优先处理对拒绝受理案件的上诉。２０１８年，共有

１８８件专利、２件外观设计和 １１件商标要求加速审查，从审理时间来看，专利平均

需要３８个月，外观设计平均需要１１个月，商标平均需要３５个月。

②修订审判和上诉程序指南：从 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 １日开始，ＪＰＯ采用新修订的审

判和上诉程序指南，指南修改了专利异议申诉程序，明确说明了修订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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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改进程序：为扩充审理形式，ＪＰＯ采取了口头审理、全国巡回审理、当面交流

等形式，并召开审判相关人员研讨会。当事人之间的审判案件（包括无效审判和撤

销审判）中，为切实把握和整理争议焦点，提高当事人对结果的接受程度，积极利用

口头审理程序。２０１８年共实施 ２０２件口头审理。巡回审理，对于地方企业和大学

作为当事人的案件，专利复审委员会合议组应当事人要求前往全国各地，对无效审

判进行口头审理，与当事人当面交流。２０１８年，ＪＰＯ进行了 ３４件全国巡回审理、４１

件当面审理。

④广泛传播审查和上诉制度：ＪＰＯ将审议决定、异议判决等内容翻译成英文，

登载在专利局网站上，以解释相关法律，为实际运用提供参考。２０１８年，ＪＰＯ共提

供了１０５件审议决定的英文翻译。除此以外，ＪＰＯ还在７个巡回专利局进行了模拟

口头审理。

　　３．知识产权活动支援措施和相关法律修正

　　（１）面向初创企业、中小企业、研究机构提供支援措施

为支援初创企业的知识产权活动，ＪＰＯ通过初创企业知识产权加速项目（ＩＰ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ｏｒＳｔａｒｔｕｐｓ，ＩＰＡＳ）派遣专家提供知识产权战略支持；为初创企

业开放超速审查和加速面试审查通道；减轻初创企业各类专利申请费用。面向中

小企业，ＪＰＯ通过贸易振兴机构创新平台（ＪＩＰ）支援其在海外的业务对接。为支援

大学、研究机构的知识产权活动，ＪＰＯ制定覆盖发明创造、专利利用和商业化的综

合性支援措施，向大学、研究机构派遣知识产权顾问促进大学与产业界合作、减免

专利申请费用，以及促进知识产权研究、发展和人才培养等。

　　（２）完善《专利法》和《外观设计法》

为保证日本企业充分行使知识产权，ＪＰＯ不断修正知识产权诉讼制度，主要包

括强化证据收集程序，允许第三方技术专家现场审核；修改赔偿金额计算方法，在

确定赔偿金额时考虑超出专利权人生产／销售能力的部分，允许增加相应的专利赔

偿费等。《外观设计法》中的修改包括：保护图形图像设计，保护空间设计，延长关

联外观设计申请时间等。

　　（３）解决标准必要专利（ＳＥＰｓ）相关纷争

ＪＰＯ于２０１８年６月制定了《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指南》。２０１８年 ４月 １日

起，ＪＰＯ开始运营 Ｈａｎｔｅｉ（咨询意见）系统，邀请 ＪＰＯ技术专家判定特定发明专利是

否满足标准必要专利条件，以促进 ＳＥＰｓ的许可谈判和加快争议解决。２０１８年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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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ＪＰＯ与经济产业研究所（ＲＩＥＴＩ）共同举办国际研讨会，就 ＳＥＰｓ专利谈判方式、

相关费用进行讨论，提出采用国际仲裁方式来解决纷争。

　　（４）引入人工智能辅助 ＪＰＯ工作

２０１８年，ＪＰＯ基于《人工智能技术活用行动计划》修订版采取以下行动：在专利

分类和现有技术检索中引入人工智能；继续在回复咨询、商标检索和商品服务分类

上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将图片检索技术运用于专利图片检索、外观设计图片检

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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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农产品（中药材与肉食品）基因检测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我国是世界上中药材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农业大国。但近年来，以

次充好、以假充真现象在中药材和肉食品中非常常见。仅靠外观和化学方法检

测难以奏效，基因（核酸）检测无疑是最准确可靠的方法。本文基于 Ｉｎｃｏｐａｔ与

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数据库，对农产品（中药材与肉食品）技术专利的申请趋势、

技术主题、主要专利权人等相关专利信息进行了分析。

近年来，基因检测作为与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的技术进入大众视野和生活。基

因测序可应用于医疗领域和非医疗领域。医疗领域的应用主要有生殖健康、遗传

病检测、新药研发、肿瘤诊断及治疗、心血管疾病以及医学基础研究，非医疗领域的

应用主要有环境污染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食品及中药材同源鉴定、农牧业育种

及司法鉴定等。目前主流应用于临床健康研究中，随着基因检测技术发展和成本

下降，未来在非医疗领域的应用空间将更加广泛。

农业生产与储存过程中的外源基因污染、作物病原体、农药残留、重金属、真菌

毒素等问题严重影响农产品产量、品质以及人们的饮食安全，是重大社会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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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其中，对农产品，尤其是中药材和肉食品的基因检测，有助于实现农产品全

程可溯源，对于中药饮片尤其是中药配方颗粒以及肉食品安全而言极为关键。新

版药典也明确提出鼓励建立基于核酸检测的中（成）药质量新标准。

本文以德温特创新专利索引（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ＤＩＩ）数据库和 ＤＩ（Ｄｅｒ

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平台数据为数据源，采用关键词结合 ＩＰＣ分类号的方式构建了农产

品（中药材与肉食品）基因检测相关专利技术检索策略，共检索得到 ８９９项相关专

利。下文将从专利申请态势、主要专利申请人、专利技术主题等方面对中药材与肉

食品相关专利进行分析。

　　１．全球专利申请总体态势分析

截至检索日，全球范围内中药材与肉食品基因检测相关专利（族）共计 ８９９项，

专利数量的年度变化趋势如图５。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８０年代初期，农产品基因检测

领域的专利申请处于萌芽阶段，这个时期由于医疗发展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对于基

因组学以及相关技术的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到９０年代

中期，随着 ＤＮＡ双螺旋结构的解析，荧光标记法检测 ＤＮＡ序列技术出现，基因测

序技术开始逐步发展，基因检测相关专利申请量处于平稳增长阶段。２０世纪末期

以后，得益于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的实施，基因检测技术进入爆炸式快速增长期，

在医药和生物领域全面发展，专利申请量呈几何增长，随着第二代、第三代测序技

术的发展，基因检测技术开始进入成熟期，并且在生育健康、食品安全等领域广泛

应用。由于专利从申请到公开最长有 １８个月的迟滞，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的专利数量

不完整，仅供参考。

图５　全球中药材与肉食品技术专利申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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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优先权国家／地区是指专利申请人就其发明创造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的

国家／地区，反映了技术输出地信息及该国家／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活跃程度。

由图６可知，当前农产品基因检测技术主要来源于中国、美国、韩国和日本。中国

是当前最大的技术输出国，在农产品基因检测应用领域的专利申请远多于其他

国家。

专利受理国家／地区反映了技术接受地信息，是相关技术和产品市场布局的重

要参照。由图７可看出，农产品基因检测相关专利受理国家／地区集中于中国、美

国、欧洲专利局和韩国。中国是中药材和肉食品生产消费的重要市场，对质量安全

的监管检查需求加强了对农产品检测技术创新的要求。美国、欧洲专利局、韩国等

在基因测序及检测领域拥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技术，在农产品应用领域也布局了相

当的专利技术。此外，专利申请人还比较注重 ＰＣＴ专利的申请，以实现国际专利

布局。

　　２．全球专利技术主题分析

图８显示，农产品基因检测全球专利技术分布在 Ｃ部、Ａ部和 Ｇ部相关分类号

中。其中，所有专利的主分类号均分布在 Ｃ部，涉及 ＤＮＡ测序或检测，包括 Ｃ１２Ｑ

（酶或微生物的测定或检验方法）、Ｃ１２Ｎ（变异或遗传工程），Ｃ１２Ｑ尤其是各国技术

人员重点关注的领域。此外，Ｇ０１Ｎ２１（借助于测定材料的化学或物理性质来测试

材料）和 Ａ０１Ｋ６７（畜牧业）中也有分布，这也代表了当前农产品基因检测领域的研

究重点和热点。以上技术分支主要参照 ＩＰＣ分类号划分，一件专利可能具有多个

ＩＰＣ分类号，因此，各技术分支之间可能存在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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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全球中药材与肉食品技术专利申请 ＩＰＣ分类号 Ｔｏｐ１５

图９利用 ＤＩ（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分析工具绘制了农产品（中药材与肉食品）全

球相关专利技术主题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日益严峻以及

分子生物学基因扩增技术发展，以核酸为基础的鉴定方法，特别是聚合酶链式反应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Ｃｈａ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ＣＲ）技术正逐步成为中药材、肉类食品等鉴定分析的

主要方法。相关技术主题包括对传统 ＰＣＲ方法的改进，例如 ＰＣＲＲＦＬＰ，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ＤＮＡ条形码技术等，对不同的动植物物种样品进行特异性基因序列扩增；基

于功能核酸探针的可视化检测方法的研究，建立灵敏度更高、扩增速度更快、特异

性更强的基因鉴别快速检测技术不断发展。

图９　全球中药材与肉食品专利技术主题分布图

　　３．全球主要专利申请人分析

图１０展示了全球中药材与肉食品基因检测技术专利申请 Ｔｏｐ１０机构。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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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数量上来看，前十的申请人拥有的专利数量未形成龙头效应，中药材与肉食品基

因检测技术专利的分布相对比较分散，并没有形成技术垄断局面，这为中小型科技

企业的生存及竞争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图１０　全球中药材与肉食品基因检测技术专利申请人排名 Ｔｏｐ１０

从国家分布上来看，中国机构占 ８席，韩国机构 ２席，农产品（中药材与肉食

品）基因检测领域的专利申请中，中国申请人最活跃。国内在基因检测领域的研究

仍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主，企业虽然也有相应的研发动态，但在科技成果的产出上

仍差距较大。东阿阿胶公司作为道地阿胶原产地“东阿县”的国药准字号阿胶生产

企业，将 ＤＮＡ全检技术引入阿胶生产质控，此外，与其合作的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也

在中药源性 ＤＮＡ分支鉴定上积累了较多的科技成果。

图１１　全球中药材与肉食品基因检测技术重要申请人技术布局

图１１是农产品（中药材与肉食品）全球专利申请量前 １０位的机构申请人在前

２０位 ＩＰＣ小类中的分布情况。各申请人的技术布局热点集中在 Ｃ１２Ｑ１／６８（核酸测

定或检验方法）和 Ｃ１２Ｎ１５／１１（ＤＮＡ或 ＲＮＡ片段及其修饰形成的基因工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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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中医科学院和华中农业大学在 Ｃ１２Ｎ１５／１０（核酸检测的 ＤＮＡ或 ＲＮＡ的

分离、制备或纯化方法）上有少量布局，其余技术分支的分布较为零散。从单个申

请人技术布局来看，华中农业大学和东阿阿胶股份公司的农产品基因检测专利技

术分布较广泛，在其他技术分支都有少许专利布局。

　　４．在华主要专利权人分析

图１２显示，在华专利中，排名前十的申请人均来自国内，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是

中药材的产地大国和肉食品的消费大国，技术需求旺盛。另一方面也表明，随着基

因测序技术的发展和精准医疗理念的提出，国内基因测序及检测相关技术成为研

发热点。从机构类型来看，前十位申请人包括 ４家科研单位、２所大学、３家与检验

检疫相关行政事业单位以及１家企业。中国中医科学院在农产品基因检测领域的

申请量居全国第一位，此外，中国医学科学院、山东农科院在农产品基因检测领域

的研究也处于国内的领先地位。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企业中专利申请数

量最多的企业，其专利主要涉及其阿胶动物源性成分的鉴定。

图１２　在华中药材与肉食品技术专利申请人排名 Ｔｏｐ１０

图１３是农产品（中药材与肉食品）在华专利申请量前 １０位的机构申请人在前

１０位 ＩＰＣ分类大组号的分布情况，进一步显示了在华重要申请人的技术布局重点。

各申请人的技术布局热点较为集中，集中在 Ｃ１２Ｑ１（包含酶或微生物的测定或检验

方法）和 Ｃ１２Ｎ１５（突变或遗传工程）。

　　５．技术转移转化情况

投资并购是基因检测企业快速扩充产品线、切入新市场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

基因检测专利技术转让、许可的重要途径。随着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张和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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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在华中药材与肉食品技术重要申请人技术布局重点

的不断优化，基因检测行业不断受到资本市场的关注和青睐。据艾瑞咨询统计，

２０１１年至 ２０１５年，中国基因测序行业累计获得 ３７笔投融资，累计披露投资 １７８

亿美元［１］。占据全球基因测序仪７０％以上市场份额的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公司也不断通过并

购迅速进入基因检测全产业链，并依靠专利的高技术壁垒成为了基因测序行业的

“苹果”。

［１］广证恒生．ＩＶＤ分子诊断行业专题研究

此外，也有较多科研院所的专利成果转化事件。２０１６年，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

化与细胞所关于病毒检测的一项基因检测技术以 １０００万元许可给深圳中瑞国际

公司。

表１列出了农产业（中药材和肉食品）基因检测在华专利技术相关转移转化情

况，共计６例转让，１例许可。从表中可以看出，作为高新技术产业，高校和科研院

所无疑是发展和推动技术转移转化的主要动力，企业的技术储备相对不足，知识产

权产业化进程相对缓慢低效。

表１　农产品（中药材和肉食品）基因检测在华专利技术转移转化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方式 转让人／许可人 受让人／被许可人

１ 利用基因芯片检测黄芪甲苷诱导

ＲＭＭＶＥＣｓ基因表达谱的方法 转让 北京农学院
北京中农劲腾生物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 一种鉴别绵羊肉和山羊肉的方法

及其试剂盒
转让 王兰萍 盐城师范学院

３ 鱼肉制品中鳕鱼种源的检测方法 转让
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青岛捷安信检验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

４ 聚合酶链式反应鉴别熊胆粉真伪

的方法
许可 辽宁医学院

长春普华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５２知识产权动态



（续表１）

序号 专利名称 方式 转让人／许可人 受让人／被许可人

５ 评价暑热证及中药药效的基因

芯片
转让 北京农学院

中悦民安（北京）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６
ＰＣＲｍｔＤＮＡ检测总禽源性成分
的扩增引物及其检测试剂盒和使

用方法

转让 张利平；张慧霞 甘肃农业大学

７ 内切酶片段多态性在中药材鉴别

中的应用
转让 王骏 香港中文大学

　　６．小结

（１）世界范围内，农产品（中药材与肉食品）基因检测专利技术日趋成熟，并得

到广泛应用。当前农产品基因检测技术主要来源于中国、美国、韩国和日本。中国

作为中药材和肉食品生产消费的重要市场，在农产品基因检测应用领域的专利申

请远多于其他国家。美国、韩国等在基因测序及检测领域拥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技

术，在农产品基因检测应用领域也布局了相当的专利技术。

（２）基因检测技术主题分布主要集中在基因检测方法上，包括酶或微生物的测

定或检验方法、诊断技术中涉及变异或遗传工程等。ＰＣＲ核酸检测成为中药材与

肉食品检测的基础鉴定方法，包括了对传统 ＰＣＲ方法的改进、可视化检测方法的研

究等。

（３）主要专利权人中，中国的科研院所和大学申请了较多的专利，包括了中国

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及甘肃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东阿阿胶股份有

限公司是国内企业中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企业，其专利主要涉及其阿胶动物源性

成分的鉴定。

李婧（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区域发展咨询部）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张亚平调研中国科学院在三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５日至２６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张亚平调研中科院驻

６２ 知识产权动态



海南三亚单位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情况。

在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海南热带海洋生物实验站（三亚站），张亚平一行考

察了珊瑚礁生态模拟实验室和海洋生物繁育试验基地，听取海洋生物关键物种珊

瑚、砗磲、海藻的生理生态研究和人工繁育增殖成果介绍。张亚平赞赏南海海洋所

相关工作，指出三亚站有着海洋生物繁育科研实验所需的优越地理位置和自然条

件，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平台作用，希望能继续优化条件和功能，更好地为海洋生态

环境研究提供服务。

在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张亚平一行考察了“超高压模拟实验装置”，

４５００米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万泉号、天涯号等深海科考装备，听取深海所建

设发展过程和取得的科研成果汇报。他对深海所在短时间内取得的突出成果给予

肯定，并对研究所的国际合作、工程实验平台、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工作给予指导。

在南繁科技城，张亚平考察了“中科院种子创新研究院”选址用地，听取了南繁

科技城整体建设规划的介绍。他指出，种子创新研究院入驻南繁科技城将吸引带

动中科院涉农的研发力量，要发挥理论和技术创新优势做好示范与应用。

在中科院空天信息研究院海南研究院，张亚平考察了空天院三亚卫星数据接

收站，听取了该站建设情况和数据应用、空天院在海南的科研成果转化、与三亚市

共建的遥感信息产业园等工作汇报，观看了卫星数据在海南经济社会发展中应用

的三维演示系统等成果展示。他对空天院在海南开展成果转化模式创新、科技平

台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勉励科研人员再接再厉，发挥优势，用科技

力量促进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海南自贸区（港）的建设贡献力量。

海南省政协副主席、省科学技术厅厅长史贻云，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广州

分院负责人等陪同调研。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８９９

关于组织参加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的通知

院属各单位：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评选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的通知》（国知发运字

〔２０１９〕２０号），院组织参加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的评选，现将有关事宜通知

７２知识产权动态



如下：

一、推荐名额

我院作为推荐单位，推荐名额为 １５项。各单位可通过院里进行推荐，每个单

位限申报１项（特别注意申报获得过国家发明奖或科技进步奖的核心专利）。院将

在各单位申报的基础上，择优推荐参加中国专利奖的评选。

二、申报时间

凡拟通过院里推荐参加中国专利奖评选的项目，请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５日前，将申

报材料电子版报送至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知识产权管理处，发送邮箱：ｌｉａｎｇｄｏｎｇ＠

ｃａｓｈｑ．ａｃ．ｃｎ（注：超大附件务必在院网站发送）

三、材料下载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评选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的通知》，请到国家知识产

权局网站下载（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ｏ．ｇｏｖ．ｃｎ／），《中国专利奖评奖办法》和《中国专利奖

申报书》（注：申报书不得变更电子版本）请到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中国专利奖”

专栏下载（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ｐａ．ｇｏｖ．ｃｎ／ｚｔｚｌ／ｚｇｚｌｊ／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联系人：梁栋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８５９７２５４，１３６８３２８４２２８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５２号（邮编：１００８６４）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２０１９年４月９日

２０１９年中国科学院专利成果拍卖会四川专场活动举行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９日，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年专利成果拍卖会四川专场活动在四川

德阳举办。这是中科院专利竞价（拍卖）首次进入四川。

活动中，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和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西南中心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提升中科院系统单位与四川省技术转移机构在科技交流、成果转化等

方面的合作；德阳中科育成中心牵线中科院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与德阳

万达机械厂签约数字化车间建设项目。

在技术需求现场挑战环节，３家企业对三聚氰胺项目提出技术需求，中科院成

都有机化学公司研究员刘绍英针对企业需求提出整体解决方案。

８２ 知识产权动态



本次拍卖会重点拍卖了“一种高结构完整高分散石墨烯／金属复合材料的制备

方法”等１２件与四川产业结合度高、市场前景好的专利成果，现场成交专利 ９件，

成交金额达３１０万元。其中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木基木塑复合材料”专利成果

以２１０万元获得单项成果拍卖最高价。

本次活动由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成都分院，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德阳市人

民政府主办。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主任隋雪青表示，中科院通过专利拍

卖形式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希望以此为切入口，推动中科院创新链和地方产业链

有效联动，推动省院一体化合作与创新发展。成都分院分党组书记、常务副院长王

学定表示，成都分院在院省双方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围绕四川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

布局，积极组织全院创新资源支持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在集聚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推动成都科学城和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建设、优化中科院科研院所在川战略

布局、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希望四川省不断深化

合作，促进四川科技创新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助推四川高质量发展。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ｍ．ｃａｓ．ｃｎ／ｙｘｄｔ／２０１９０４／ｔ２０１９０４０２＿４６８７５３３．ｈｔｍｌ牽ｔｄｓｏｕｒｃｅｔａｇ＝

ｓ＿ｐｃｑｑ＿ａｉｏｍｓｇ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

２０１９年中国科学院《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内审员培训班举办

为贯彻落实《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推动科研组织知识产权

贯标工作，促进中科院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建设，２０１９年 ３月 １９至 ２１日，中国科

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举办中科院《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内审员上海站培

训班，来自上海硅酸盐所和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合

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的 ９７名学员参加培

训。上海硅酸盐所对贯标工作高度重视，所长宋力昕、副所长杨建华、王东、董显林

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孙兴伟、贺天厚、韩金铎等参加了此次培训。培训由中科院

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中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承办、上海硅酸盐所协办。

３月２６至２８日，由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中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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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中心承办、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协办的中科院 ２０１９年《科研组织知识产权

管理规范》内审员培训班（武汉站）在水生所举办。来自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长春

应用化学研究所、心理研究所、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武汉分院、武汉植物园、武

汉物理与数学所、水生所等１６家单位共计 １０１位学员参加培训。院科发局知识产

权处主管崔勇、梁栋以及水生所殷战副所长（主持工作）、胡炜副所长、科研处贺锋

处长等人出席了会议。

培训班围绕国家知识产权局对科研机构贯标的工作部署、《科研组织知识产权

管理规范》概论与解读、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立与文件编写、内部审核管理评审和

认证实务、内审模拟练习、研究所贯标过程经验介绍等内容展开。

中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组织了内审员资格考试，上海站宋力昕等 ９７

位学员参加考试，武汉站８２位学员参加考试。通过考试的学员将获得“科研组织知

识产权管理规范内审员证书”，并将在研究所知识产权体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８９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ｂ．ｃａｓ．ｃｎ／ｘｗ／ｇｚｄｔ／２０１９０４／ｔ２０１９０４０２＿５２６５８５２．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４日

近代物理所召开《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贯标工作启动会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７日，近代物理所组织召开《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ＧＢ／

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贯标工作启动会。会议邀请中科院科发局知识产权管理专家及贯

标咨询专家组成员参会。近代物理所所长徐瑚珊，副所长胡正国及工作组全体成

员共４０余人参加了会议。

徐瑚珊在动员讲话中强调了知识产权贯标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并要求全体

工作组成员通力合作，以贯标工作为契机，建立科学、系统、规范的知识产权管理体

系，实现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提升知识产权运营及科技成果转化成效。会上，中

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副主任崔勇介绍了贯标工作的背景情况和中科院贯标

工作的整体部署与安排；胡正国对贯标工作内容、管理架构以及推进计划等方面进

行了部署；长春应化所邹志德律师对《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做了详细解读；

０３ 知识产权动态



大连化物所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杜伟详细介绍了大连化物所贯标的实践经验和取

得的成果。通过各位专家的解读和经验分享，参会人员对标准条款和贯标流程有

了整体了解，对贯标工作的重要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ＧＢ／Ｔ３３２５０－２０１６）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

科学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共同起草，于２０１７年１月 １日起实施。２０１８年 １月，中

国科学院下发《关于贯彻 ＜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国家标准有关工作的通

知》，面向全院分期分批开展贯标工作，要求特色研究所和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重点专项（“弘光专项”）项目承担单位必须开展贯标工作。近代物理所作为首

批３２家贯标单位之一，将按照中科院的要求全面推动贯标工作，建立符合研究所

未来发展需求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实现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建立以重大项目为

导向的专利分析与布局，全面提升研究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ｚｂ．ｃａｓ．ｃｎ／ｒｃｊｙ／２０１９０４／ｔ２０１９０４１９＿５２７７８６８．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４日

信息扫描

ＷＩＰＯ域名抢注案件增长１２％再创新高

２０１８年，商标所有人根据《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ＵＤＲＰ）》向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ＷＩＰＯ）仲裁与调解中心提交了３４４７起案件，创历史新高。ＷＩＰＯ认为假冒销

售、欺诈、网络钓鱼和其他形式在线商标滥用网站的激增是主要原因。ＷＩＰＯ２０１８

年受理的案件总数为５６５５个域名，涉及在新通用顶级域名（ｇＴＬＤｓ）注册的域名纠

纷约占１３％，其中“．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ｆｅ”和“．Ａｐｐ”最为常见，传统的“．ｃｏｍ”依旧是最

主要的形式，占比达７３％。案件原告共涉及１０９个国家，美国以 ９７６起案件位居首

位，其次是法国（５５３）、英国（３０５）、德国（２４４）和瑞士（１９３），中国作为案件的被告

位居第二，相对于２０１６年减少了 ５３％。纠纷涉及最多的三个行业是银行和金融

（１２％）、生物技术和制药（１１％）以及互联网和信息技术（１１％）。此外，ＷＩＰＯ仲裁

与调解中心共受理调解、仲裁、鉴定案件 ６０件，比上年增长 １５％，其中最常见的是

与专利有关的纠纷，其次是信息和通信技术、商标与版权纠纷。欧洲仍然是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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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发生最频繁的地区（５３％），其次是北美、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

李姝影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ｐｒｅｓｓｒｏｏｍ／ｅ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０１９／ａｒｔｉｃｌｅ＿０００３．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ＷＩＰＯＣｙｂｅｒｓｑｕａｔｔｉｎｇＣａｓｅｓＧｒｏｗｂｙ１２％ ｔｏＲｅａｃｈＮｅｗ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２０１８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８日

ＷＩＰＯ推出人工智能商标图形检索工具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推出新的基于人工智能（ＡＩ）的

图形检索技术，有助于更快速、简便地确定商标在目标市场的独特性。早期的图形

检索工具主要通过识别商标的形状和颜色来确定商标图形的相似性。ＷＩＰＯ利用

人工智能改进了这项技术，利用深度机器学习来识别图形中的概念组合，例如苹

果、老鹰、树、皇冠、汽车、星星等，以发现已注册的类似商标。这项新技术使潜在近

似商标的查找结果更窄、更精确，使人们在设计新的图形商标时更有把握，监测潜

在的误导性或冲突注册也更方便，还可以节省商标审查员、律师和律师助理、行业

从业者和研究人员的劳动成本。ＷＩＰＯ推出的新人工智能检索技术利用了深度神

经网络和来自国际商标注册马德里体系及几大商标局的图形元素分类数据。目

前，所有用户都可以通过 ＷＩＰＯ的全球品牌数据库搜索引擎免费访问。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ｐｒｅｓｓｒｏｏｍ／ｚｈ／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０１９／ａｒｔｉｃｌｅ＿０００５．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产权组织推出先进人工智能商标图形检索工具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４月２日

欧洲签署加强标准与专利领域合作备忘录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８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欧洲标准化委员会（ＣＥＮ）和欧洲电工

标准化委员会（ＣＥＮＥＬＥＣ）签署谅解备忘录（ＭｏＵ），三方将共同致力于加强对欧洲

及其他地区的行业和利益相关者在标准必要专利（ＳＥＰｓ）领域的支持。这项合作的

目的是支持不同技术领域的发明人、创新者、研究人员和产业界人士致力于 ＳＥ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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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造和保护，促进相关专利技术的技术标准传播。ＥＰＯ主席表示这将有助于提

高 ＳＥＰｓ的透明度和专利质量，确保专利制度持续支持企业竞争和创新。此外，

ＣＥＮ和 ＣＥＮＥＬＥＣ也表示将积极支持欧洲创新，使其有效地整合到欧洲标准化体系

中，并通过创新计划提供的快速流程将研究成果推向市场，以保障欧洲经济在全球

知识经济中更具竞争力。

李姝影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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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９日

欧洲专利局发布专利研究项目资助指南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０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发布专利相关研究项目资助指南，将为

获资助项目提供最高１０万欧元的资助。项目研究主题涵盖了经济学、知识产权管

理和数据科学等多个学科，具体包括：评估专利对创新的影响、专利在技术转移、商

业化和／或投资决策中的作用、专利服务与中介机构、专利和颠覆性技术（人工智

能、区块链、３Ｄ打印等），公共政策和监管环境对欧洲中小企业专利利用的影响，专

利和减缓气候变化技术，ＰＡＴＳＴＡＴ、专利检索和分析的高级运用（例如分类、ＩＰ开放

数据的潜力）。据统计，２０１７年和 ２０１８年共收到来自欧洲 ２１个国家的 １１０份提

案，其中１１个项目获得资助。ＥＰＯ希望通过研究项目资助鼓励更多关于专利在欧

洲经济中作用的学术研究，并促进研究成果的传播。

李姝影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ｐｏ．ｏｒｇ／ｎｅｗｓｉｓｓｕｅｓ／ｎｅｗｓ／２０１９／２０１９０４１０．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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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１日

美国总统签署打击假冒和盗版商品交易备忘录

２０１９年４月３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打击假冒和盗版商品交易备忘录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ｏｎ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ｉ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ｅｉｔａｎｄＰｉｒａｔｅｄＧｏｏｄｓ）”。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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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假冒和盗版商品交易损害了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阻止制

造、进口和销售假冒和盗版商品是联邦执法机构的优先事项，应扩大和加强联邦政

府对通过第三方机构进行假冒和盗版商品在线交易的打击力度。备忘录还提出自

４月３日起的２１０天内组织相关部门编制假冒和盗版商品交易状况报告，通过分析

现有数据，加深对在线第三方市场和中介机构进口和销售假冒和盗版商品情况的

了解，评估现行政策和程序，研究遏制在线第三方市场进口和销售假冒和盗版商品

最有效的措施等。

李姝影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ｓ／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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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４月８日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技术转移成效显著

利兹商学院商业研究部门（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ｅｅｄｓＳｃｈｏｏｌ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影响力研究报告显示，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８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Ｂｏｕｌｄｅｒ）的技术商业化贡献了近 ２０亿美元的经济价值，获得

１０１０万美元许可收入、４８７０万美元商业化资助、１５１１亿美元技术许可销售收入以

及５９３６亿美元初创企业资金资助。报告显示，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与企业

就大学创新商业化签署了２２３份许可和协议，大学的研究人员和学生创办了 ４０家

初创公司。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前身技术转移办公室（ＴＴＯ）重组为投资合作公司

（ＶｅｎｔｕｒｅＰａｒｔｎｅｒ），为大学创业者提供支持，与商界建立伙伴关系，提供指导、合作

机会和培训。该公司负责人表示，自重新制定策略、采取综合措施以来，发明披露、

许可和初创企业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

李姝影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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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ＲｅｐｏｒｔｓｈｏｗｓＵｏｆ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Ｂｏｕｌｄｅｒ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ｏｒｔ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ａｌｍｏｓｔＭＹＭ２ｂｉｌｌ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ｙ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４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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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专利商标局重组专利审查机构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５日，德国专利商标局（ＤＰＭＡ）发布公告，计划通过重组专利审

查机构的措施来提高审查效率，并认为从长远来看，该重组行动将显著地缩短审查

程序。ＤＰＭＡ还将设立 ７个新的专利部门：专利机构 １８（混合驱动、阀门、振动力

学）、专利机构２８（陆地车辆 ＩＩ）、专利部门 ３８（电子元件和系统、信号、汽车电学）、

专利机构４１（医学工程）、专利机构 ４２（电池和燃料电池）、专利机构 ５７（信息技术

与数据处理 ＩＩ、图像处理、指示装置、控制）、专利机构５８（机动车安全、检测／材料性

能测试）。此次重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有专利审查机构的职责，也相应地调整

了机构名称，并将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１日起生效。ＤＰＭＡ主席表示，重组是 ＤＰＭＡ应对

创新活力大幅增强的方式，ＤＰＭＡ预期将缩短处理程序的时间、保持高质量审查水

平作为重点优先事项。

李姝影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ｐｍａ．ｄ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ｏｕｒ＿ｏｆｆｉｃ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ｎｏｔｉｃｅｓ／ｎｏｔｉｃｅ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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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Ｏｆｆｉｃｅ

检索日期：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６日

日本专利局支援中小企业取得海外知识产权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４日，日本专利局杂志《专利》介绍了日本专利局为支援中小企业

海外发展中的知识产权活动所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１）免费一站式知识产权咨

询：４７个都道府县均设置知识产权综合支援窗口，为企业免费提供电话咨询、窗口

咨询和上门服务；企业可以利用“新兴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数据库”了解海外知识产

权信息。（２）发放应对海外知识产权风险的参考书籍：“日本海外知识产权诉讼风

险对策指南”、“模拟对策指南、知识产权侵害判例和案例集、调查报告书”。（３）支

持海外知识产权的取得：日本专利局将为中小企业获得国外知识产权提供 ５０％申

请费用的资助；为减少 ＰＣＴ国际申请费用，日本减免了一定比例的调查手续费、送

交手续费和初审费，同时还提供国际申请促进补助金。（４）帮助解决海外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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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日本专利局针对海外仿冒品、抢注商标以及侵权诉讼所产生的费用给予 ２／３

的资助，并额外补助５０％的海外知识产权保险费。

黄　未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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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知财を活用した海外展开を支援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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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研讨２０１９知识产权推进计划要点

２０１９年３月 １５日，日本知识产权战略总部针对《知识产权推进计划 ２０１８》相

关实施举措和制定《知识产权推进计划 ２０１９》相关意见召开了第四次会议。会议

主要探讨了通过设计经营［２］促进创新产出和品牌建设，正确评价《经营设计清

单》［３］在知识产权商业中的价值，加速开放创新相关问题。相关研讨要点如下：

（１）修正外观设计法，支持扩大受保护对象的范围；慎重进行相关审查，制定并遵守

相关审查准则，营造良好的审查环境，培育审查人员；就工业产权外观设计相关制

度，应参考产业界的意见，开展谨慎充分的讨论。（２）日本专利局通过试行实施的

《企业对接报告》分析各企业间专利信息匹配度，企业可通过查看报告，找到契合的

合作对象，由此促进企业与大学技术转移机构的匹配，今后将考虑将企业对接报告

与经营设计清单相结合，发挥更大的作用。（３）除探讨开放创新研究之外，也希望

通过研究反映近期技术开发方式的变化。

［２］设计经营是指日本经济产业省为提升企业价值的一项倡议，要求企业在开展业务时把设计作为重要的经
营资源加以利用。

［３］《经营设计清单》由日本内阁府制定，要求企业在清单上写明目前的资源状况、对未来的构想以及实施战
略，以助力设计经营。

王雯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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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ＰＯ和 ＥＰＯ计算机相关专利审查比较报告发布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９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与欧洲专利局（ＥＰＯ）联合发布计算机实

施专利／软件相关专利审查比较报告（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主要结论如下：（１）ＪＰＯ对软件相关或计

算机实施的发明授权条件较 ＥＰＯ更为严格，例如，ＥＰＯ规定以计算机、网络和互联

网等技术手段为基础的权利要求均符合发明专利授予的条件。（２）在判断发明是

否具有显著进步方面 ＥＰＯ更为严格，例如 ＪＰＯ并未考虑技术要素和非技术要素的

区别，ＥＰＯ则认为非技术要素必须要对技术要素产生贡献才具备进步性。

王雯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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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会发布商业秘密保护指南

２０１９年４月９日，根据欧盟和美国最近关于商业秘密保护相关立法所产生的

法律和技术影响，国际商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发布指南报告，为企

业商业秘密保护和各国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报告概述了欧盟和美国的法律差

异，指导企业识别可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信息、评估风险和确保充分的保护，并向

全球政策制定者提出建立或改革商业秘密保护的框架。框架提出的五项政策建议

包括：（１）重视商业秘密；（２）考虑商业秘密被窃取时取证困难的解决办法；（３）确

保商业秘密在诉讼等司法程序中的保密性；（４）确保可通过法律给予损害赔偿；

（５）制定披露商业秘密的例外情况，与公共政策保持平衡。

李姝影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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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ＰＸ发布２０１９年美国专利诉讼和市场报告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０日，知识产权交易公司 ＲＰＸ发布 ２０１９年美国专利诉讼和市场

报告。主要结论如下：（１）２０１８年专利诉讼被告数量较 ２０１７年减少 ５％，由非执业

实体（ＮＰＥｓ）提起诉讼的比例由 ５５％降至 ４７％；ＮＰＥｓ诉讼的主要市场是电子商务

和软件（３３％）、消费类电子产品和个人电脑（１７％）和网络（１５％）；实体运营公司

诉讼比例最高的是消费品（４２％）、生物技术和制药（２１％）。（２）特拉华州是 ２０１８

年新增被告最多的地区，其次是德克萨斯东部；２０１８年诉讼量最多的 ＮＰＥｓ是 ＩＰ

Ｅｄｇｅ和 ＬｅｉｇｈＭ．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３）自 Ａｌｉｃｅ案判决发布以来，截至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３１

日，美国各地方法院累计宣布约 ６４％的专利申请无效。（４）２０１３至 ２０１８年，ＮＰＥ

诉讼案件平均补偿性赔偿金额（不包括违约和合意判决）略高于 ２００万美元。（５）

２０１８年，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ＰＴＡＢ）共受理 １７８７份审查申请，

与２０１７年相当。（６）２０１８年，高智发明公司（ＩＶ）的一系列主张剥离专利资产的诉

讼活动继续成为新诉讼的驱动因素。（７）２０１８年联邦巡回法院审理案件９７５件，其

中近一半的联邦巡回上诉来自地区法院，其次是 ＰＴＡＢ。（８）中国专利诉讼制度与

美国在专利制度结构、诉讼程序和可获得的救济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与美国

的专利案件相比，中国获得的赔偿金低很多，绝大多数不超过 １０万美元，而中国专

利案件的禁令率远高于美国。

李姝影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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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分析人工智能技术专利申请和诉讼趋势

２０１９年４月３日，德国专利数据公司 ＩＰｌｙｔｉｃｓ发布了人工智能（ＡＩ）技术专利申

请和诉讼趋势报告。报告显示，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９年 １月，ＡＩ技术专利申请数量呈现不

断上升趋势，专利申请数量从 ２００８年的 ２２９１３件增长到了 ２０１８年的 ７８０８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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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Ｍ公司、微软公司和三星公司是人工智能相关领域专利家族数排名前三的专利

权人，其次是谷歌公司、西门子公司和英特尔公司。从专利地域分布来看，美国专

利商标局受理的 ＡＩ专利数量为 ２７９１４５件，远超其他国家／地区，位居榜首。排名

前１０位专利权人的市场覆盖指标都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而其中一半公司的技术相

关性指标高于平均水平。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８年间，美国人工智能相关领域专利诉讼案件

共计１１３９起。通过比较首次转让和首次诉讼的时间发现，６８９％的涉诉专利在诉

讼前已经发生过转让，其中１７３％的专利转让与诉讼在同一年进行。报告指出，人

工智能技术的专利申请数量正在急剧增加，ＡＩ专利转让和诉讼也日益增多。

李姝影　检索，黄玉茹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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