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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ＷＩＰＯ发布《知识产权事实与数据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年１月５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发布《知识产权事实与数据２０２０

（ＩＰＦａｃｔｓａｎｄＦｉｇｕｒｅｓ２０２０）》，概述了全球最近一年的知识产权活动。主要内容

如下。

　　１．全球知识产权申请和活跃知识产权

（１）２０１９年，全球专利申请量下降了３％，这是２００９年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下

降。相比之下，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活动分别增长了５９％和１３％。从数

量上看，全球专利申请量为３２０万件，商标申请量为１，５２０万件，工业品外观设计申

请量为１４０万件。实用新型作为专利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申请量增长了９１％，达

２３０万件。

（２）亚洲各主管局受理的申请约占全球专利、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的三

分之二，几乎包括了全球所有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过去十年，亚洲申请上述四类

知识产权的份额大幅增加。

（３）２０１９年，全球约有１，４９０万件有效专利，有效专利量最多的国家依次为美

国（３１０万）、中国（２７０万）和日本（２１０万）。２０１９年，全球约有５，８２０万件有效商

标注册，有效商标数量最多的是中国（２，５２０万）。中国是全球有效工业品外观设

计注册最多的国家，占全球有效外观设计注册总量的４４％。此外，中国有效实用新

型专利数量占比达９４２％。

　　２．专利和实用新型

（１）２０１９年，在全球提交的３２０万件专利申请中，五大知识产权局受理的申请

量占比８４７％。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１４０万件专利申请，占全球总量的

４３４％，其次是美国（６２１，４５３）、日本（３０７，９６９）、韩国（２１８，９７５）和欧洲（１８１，

４７９）。排名前十位的专利局中，印度（＋７１％）、韩国（＋４３％）、美国（＋４１％）

和欧洲（＋４１％）受理的专利申请量均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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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韩国每千亿美元ＧＤＰ居民专利申请量７，７７９件，位居全球首位，其次是中

国（５，５２０）、日本（４，６９１）、德国（１，６４２）和瑞士（１，６３４）。近十年，中国每千亿美元

ＧＤＰ居民专利申请量大幅提高。

（３）中国和美国申请人在计算机技术领域的申请最多，日本和韩国申请人在电

视、电气装置、电能领域的申请最多，德国申请人在运输领域的申请最多。

（４）２０１９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最多的国家。２０１９年，全球

通过ＰＣＴ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２６５，８００件，增长５２％，已连续１０年增长。中

国居民申请人提交 ＰＣＴ专利申请 ５８，９９０件，其次是美国（５７，８４０）、日本（５２，

６６０）、德国（１９，３５３）和韩国（１９，０８５）。

（５）２０１９年，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连续３年位居全球ＰＣＴ申请首位，共计４，

４１１件。其后依次是日本三菱电机（２，６６１）、韩国三星电子（２，３３４）、美国高通（２，

１２７）和中国ＯＰＰＯ（１，９２７）。排名前十位的公司包括中国４席，韩国２席，德国、日

本、瑞典和美国各占１席。

　　３．商标

（１）２０１９年，全球约６５％的商标申请活动（按类别统计）集中在排名前五的主

管局。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商标申请量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５１７％）。

（２）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商标申请量最多（７８０万），其次是美国（６７２，

６８１）。２０１９年，排名前十位的主管局的商标申请活动均有所增长。其中，增幅最大

的是伊朗（＋１８４％）、俄罗斯（＋１６５％）和土耳其（＋１５５％）。

（３）２０１９年，全球共提交了大约６４，４００件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较２０１８年增

长近３５００件（＋５７％），已连续１０年增长。美国通过马德里体系提交的国际商标

申请量最多，２０１９年，美国申请人提交了约１０，０８７件马德里商标申请，同比增长

１４３％。其后依次是德国（７，７００）、中国（６，３３９）、法国（４，４３７）和瑞士（３，７２９）。

（４）中国（３３，６６０）和韩国（１０，３５９）每千亿美元ＧＤＰ居民商标申请量（按类别

统计）位居全球前列。

（５）研究与技术、娱乐和教育以及商业服务是德国和日本商标申请最多的三个

行业，农业和商业服务是中国商标申请最多的行业，健康则是美国商标申请最多的

行业。

（６）２０１９年，商标申请最多的公司是法国欧莱雅（１８９），其次是瑞士诺华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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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５）和中国华为（１３１）。

　　４．工业品外观设计

（１）２０１９年，全球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超过１００万件，其中包含１４０万项外观

设计。２０１９年，全球近７３％的外观设计申请活动集中在排名前五的主管局，仅中

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就占全球总量的５２３％，其次是欧盟知识产权局（８３％）和韩国

知识产权局（５１％）。

（２）在排名前十位的主管局中，土耳其（＋９１％）、英国（＋８７％）、美国（＋

５７％）和欧洲（＋４４％）受理的外观设计申请数量增长最为显著，而意大利（－

１３６％）和法国（－１２％）均出现了大幅下降。

（３）中国（３，０７１）和韩国（２，７８２）以每千亿美元ＧＤＰ居民外观设计申请量位居

全球前两位。

（４）２０１９年，海牙体系共受理５８９４件国际申请，较２０１８年增长８１％。其中

包含外观设计申请２１，８５７项，较２０１８年增长１０６％。排名前十位的来源国中，中

国是２０１９年增长最快的国家，增长率达到 １１３７％，从 ２０１８年的 ３１５件增长至

２０１９年的６７３件，其次是韩国（＋７７％）、意大利（＋５８２％）和英国（＋４７８％）。

相比之下，美国（－１８８％）、瑞士（－１１１％）、法国（－９９％）和日本（－８６％）均

出现了下降。

邓文鼎　检索，安晓慧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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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２０１９年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统计报告

２０２１年１月，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ＩＰ５）发布２０１９年统计报告。报告主要介

绍了２０１９年五大知识产权局的主要工作以及相关统计数据情况。

　　１．数据统计

（１）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球有效专利１３９０万件，同比增长１８％。其中，９１％的

３知识产权动态



全球有效专利分布在五局管辖范围内。

（２）２０１８年，全球共受理了２９０万件专利申请，包括直接国家／地区申请、通过

《专利合作条约》（ＰＣＴ）途径提交的国际申请，其中，９４％来自 ＩＰ５所在的国家／

地区。

（３）２０１８年，全球８９％的专利申请是通过国家直接提交申请。通过 ＰＣＴ途径

提交的申请比例保持稳定。

（４）２０１９年，五局专利申请共计２７０万件，同比减少４０％。

（５）２０１９年，五局专利授权共计１６０万件，同比增长５９％。

　　２．２０１９年五局主要工作进展

（１）ＩＰ５：ＩＰ５第１１次五局局长会议在韩国仁川举行。会上，五局局长达成一

致，启动新兴技术／人工智能工作小组，以响应和探索与全球技术发展有关的未来

联合倡议。各方还同意改善ＩＰ５结构以提高ＩＰ５合作框架的效率。

（２）欧洲专利局（ＥＰＯ）：ＥＰＯ行政委员会批准了以可持续发展和实现卓越为目

标的２０２３年战略计划。２０１９年，欧洲专利申请量达到１８１４万件，增长了４％，欧

洲专利授权量近１３８万件。平均首次审查意见周期由６５个月缩短至５５个月，

平均审查完成周期由３１８个月缩短至２８１个月。

（３）日本专利局（ＪＰＯ）：一直以实现“世界上最快、最优质的专利审查”为目标，

围绕“快速”“高质量专利授权”开展了多项措施。２０１９年，ＪＰＯ共受理３０７，９６９件

专利申请，平均审查完成周期和平均首次审查意见周期分别为１４３个月和９５个

月。此外，ＪＰＯ根据ＰＣＴ申请完成的国际检索报告数量近年来持续增长，创下新高

５１，６６６件。

（４）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专利和实用新型的平均首次审查意见周期为

１０８个月。２０１９年，ＫＩＰＯ共受理５１０，９６８件专利和实用新型申请。韩国提交的

ＰＣＴ专利申请数量从 ２０１８年的 １６，９９１件增长至 ２０１９年的 １８，８８５件，增长了

１１１％，在来源国中排名第五。

（５）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ＣＮＩＰＡ）：牵头制定了《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

见》，提出了９９项针对性措施。２０１９年，中国国际专利局共授权发明专利４５３万

件，增长４８％，发明专利授权平均周期约为２２２个月。

（６）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主办了关于人工智能知识产权政策的会议，由

４ 知识产权动态



来自世界各地的知识产权专家参与。ＵＳＰＴＯ成功地实现了审查目标，平均首次审

查意见周期自２００２年１月以来最低（１３３个月），尽管在此期间申请总量几乎翻了

一番。２０１９年，专利总体授权率上升至７７３％，总上诉率下降至２％。

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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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发布２０２０年产业研发投入记分牌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７日，欧盟委员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发布《２０２０年欧盟产业

研发投入记分牌（２０２０ＥＵ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报

告［１］，旨在衡量欧盟创新驱动产业相对于全球主要同行的表现。报告分析了２０１９

年全球研发投入最多的２５００家公司，总投资９０４２亿欧元，约占全球企业研发投入

总额的９０％。其中，美国公司以３４８０亿欧元位居首位，其次是欧盟（１８９０亿欧元）

和中国（１１９０亿欧元）。上述公司总部分布在全球４３个国家／地区，拥有８０多万家

子公司，２０１９年，各自研发投入均超过３４７０万欧元。

［１］与上一年度相比，本版记分牌中的欧盟指的是不包括英国的２７个国家。

报告调查的公司中，欧盟４２１家上榜，占样本研发投入总额的２０９％，美国７７５

家（３８５％）、日本３０９家（１２７％）、中国５３６家（１３１％）和其他国家／地区４５９家

（１４８％）。信息通信技术（ＩＣＴ）、健康和汽车行业的研发投入连续１０年保持增长。

报告强调，欧盟有必要加快实施支持产业研发和创新的政策，特别是支持从新冠肺

炎（ＣＯＶＩＤ１９）危机中复苏、产业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方面。报告主要结论如下。

　　１．２０１９年，全球研发投资连续１０年显著增长

２０１９年，２５００家公司研发投入较２０１８年增长８９％，与上一年持平。欧盟公

司的研发投入大幅增长（＋５６％），高于日本（＋１８％）和其他国家／地区

（＋５１％），但远低于美国（＋１０８％）和中国（＋２１％）的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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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信息通信技术（ＩＣＴ）和健康等领域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全球研发投入，世界

各地呈现出不同的研发增长模式

产业研发极为集中，排名前四位的行业贡献了７７％的总研发投入，分别是ＩＣＴ

生产（２３０％）、健康（２０５％）、ＩＣＴ服务（１６９％）和汽车（１６３％）。２０１９年，上述

领域的研发投资增长率分别为：ＩＣＴ服务（＋１９８％）、健康（＋１０％）、ＩＣＴ生产

（＋８０％）、汽车（＋２２％）。欧盟的汽车工业比其他地区更为强大，但在健康领

域（尤其是生物技术）落后于美国，在ＩＣＴ领域（主要是软件和互联网）落后于中国，

并远不及美国。因此，欧盟的研发绩效主要取决于汽车领域的研发增长，而美国的

研发则由快速增长的 ＩＣＴ和健康领域主导。中国的研发增长较为突出，一是因为

其拥有更多的新公司，销售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国家／地区；二是中国在 ＩＣＴ领域强

于欧盟和日本。

图１　２０１９年按国家／地区和行业划分的研发投资额和增长率（单位：十亿欧元）

３．研发形成了专业化模式，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尤其是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差

异持续扩大

过去的十年，排名前四位的研发投入领域中，欧盟和美国公司的研发投入显著

增加。但与２０１０年相比，２０１９年美国与欧盟在ＩＣＴ服务和生产两个领域的差异进

一步扩大。此外，细分领域的数据分析发现，欧盟和美国在健康领域（生物技术）和

ＩＣＴ服务领域（软件和互联网）的研发投入存在更显著的差异。２０１９年，美国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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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细分领域上榜的公司更多，美国生物技术公司是欧盟的８６倍，美国软件和互

联网公司是欧盟的８８倍；美国在生物技术以及软件和互联网领域的研发投入更

多，分别为３４３亿欧元和９２７亿欧元，而欧盟则是２６亿欧元和７５亿欧元。

　　４．欧盟公司高度国际化，显示出多元化以及强大的技术和产业基础

欧盟公司在全球几个关键领域的研发中占有很高的份额。欧盟在汽车和健康

领域的研发投入分别占研发总投入的４５％和２０％。欧盟在航空航天和国防领域

的研发贡献比例为４０％，工业领域为２５％，化学领域为２４％，服务和资源密集型等

其他领域为１８％。公司所有权结构和专利组合分析显示，欧盟公司的国际化程度

很高。欧盟的子公司数量超过其他同行，并在世界各地设有办事处。欧盟公司资

助的研发项目中约有２０％在国外进行，由欧盟经营的外资控股公司的研发投入略

高于欧盟公司在海外的投资。

图２　２０１９年按行业和国家／地区划分的研发投入（单位：十亿欧元）

　　５．欧盟在发展绿色技术方面较为突出

绿色技术发明在全球专利申请活动中所占的份额为７％。主要经济体中，欧盟
排名第２，仅次于韩国，占专利申请总量的９５％。此次上榜的２５００多家公司拥有

全球约４０％的专利和５０％的绿色技术专利。欧盟在高价值绿色技术专利（至少受

到两个国家专利局保护）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日本和美国紧随其后。２０００至

２０１６年，欧盟创造了约６万项高价值绿色技术发明专利，约为中国的６倍。２０１０至

２０１６年，欧盟和美国在高价值发明中所占份额最高，其高价值发明平均约占绿色技

术发明总量的６０％；韩国（１７％）和日本（３２％）的份额较低，而中国仅有３％的高价

值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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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大型公司研发投资者以不同的方式并在不同程度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

结果表明，欧盟和日本公司在清洁能源、可持续生产和气候行动等５个关键可

持续发展目标上的平均得分为５４９分和５４１分。中国和美国企业得分较低，分别

为４１２分和３８３分。

邓文鼎　检索，安晓慧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ｉｒｉ．ｊｒｃ．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２０２０ｅｕ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

原文标题：２０２０ＥＵ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ＥＵ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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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８日

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海关知识产权执法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发布了欧盟海关知识产权执法报告，

旨在分析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为海关制定对策提供有用的信息，有助于人们更好地

了解海关知识产权执法的范围和程度。

报告分析了欧盟海关对涉嫌侵犯知识产权（如商标、版权和专利）的执法情况，

包括货物的种类、数量、价值、原产地、运输工具和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类型等。据

统计，２０１９年，欧盟边境查获了零售价值超过７６亿欧元的假冒商品，比２０１８年增

加了２０００万欧元，同期扣押的案件量上升３０％以上。

　　１．产品来源地

中国是涉嫌侵犯欧盟知识产权商品的主要来源国（３３％）。巴基斯坦、摩尔多

瓦、保加利亚、土耳其、中国香港和黎巴嫩是货物来源的其他主要地区。

　　２．产品类别

欧盟海关执法排名前五的货物分别是火柴（２２９％）、香烟（２１３％）、包装材料

（１３６％）、玩具（９６％）及服装（３９％）。向欧盟海关提出执法申请最多的货物是

服装、运动鞋、香水和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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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运输方式

公路运输相关的案件量有所减少，其他运输方式的案件量增幅加大。邮递、空

运和快递仍然是执法案件涉及最多的运输方式（８５％），而海运则是涉案货物量最

大的运输方式。２０１９年，除公路运输外所有运输方式的案件量均有增长。

　　４．知识产权

２０１９年，欧盟海关扣押的大部分物品涉嫌侵犯欧盟商标（ＥＵＴＭ）、国际商标

（ＩＴＭ）或国家商标（ＮＴＭ）。涉嫌侵犯外观设计的情况越来越多。被扣押的涉嫌侵

犯知识产权的产品包括：包装材料、玩具、手机零部件和技术配件、办公文具和鞋

子。其中，涉嫌侵犯版权频率最高的是玩具和家具，侵犯专利最多的是封袋材料和

其他商品，侵犯葡萄酒地理标志最多的是起泡葡萄酒，侵犯植物新品种最多的是水

果和种子。

　　５．海关相关程序

欧盟海关８０％以上的案件是在货物进口时采取的行动。在货物数量方面，过

境和转运所占比例较高。海关启动扣押程序中，８４７％的货物是经货主与权力人

同意按照标准进行销毁的，因提起诉讼扣押的货物占３６％，因刑事诉讼确定侵权

行为的扣押货物占２８％。海关扣留的货物中，７５％已被销毁或正在诉讼阶段；

２２％的扣留货物最终获得放行，包括：权利人没有对海关发出的通知做出回应

（１２％），最终发现物品为原装商品（１０％）以及无侵权（０２％）。

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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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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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局发布专利和第四次产业革命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发布《专利与第四次产业革命（Ｐａｔｅｎｔｓａｎｄ

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报告，研究表明第四次产业革命（４ＩＲ）技术创新在

全球显著加速。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全球趋势是由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５Ｇ以及

物联网在内的颠覆性技术驱动，这些技术共同为数据驱动经济发展铺平道路。报

告的主要结论如下。

　　１．第四次产业革命技术创新大幅加速，２０１８年占全球创新的１０％以上

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８年，第四次产业革命技术的专利申请年均增长率接近２０％，而

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９年，这一增长率为１２８％（图３）。自２０１０年以来，第四次产业革命技

术的国际专利家族（ＩＰＦｓ）的年增长率几乎是其他所有领域国际专利家族的五倍。

２０１８年，智能互联对象占全球所有专利活动的１１％以上，仅２０１８年就新增了近４

万项。

图３　第四次产业革命技术创新全球国际专利家族增长率（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第四次产业革命技术相关领域都显现了类似的增长趋势，这些领域之间的融

合也在不断增加。连通性和数据管理领域的专利增长尤为显著，仅２０１８年在这两

个领域的国际专利家族数量分别达到了１４万项和１１５万项，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８年的

年增长率分别为２６７％和２２５％。同期，从智能产业、农业、基础设施到智能服务，

这些受第四次产业革命影响的领域都显现了大量的专利申请。其中，智能消费产

品领域（如可穿戴设备、娱乐、玩具、纺织品）仅在２０１８年就超过了１万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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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韩第四次产业革命技术创新发展迅速，美国仍是全球领导者，欧洲正在被

全球其他创新中心所取代

目前，美国是第四次产业革命技术全球最具创新性的国家，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０年间

美国约占全部国际专利家族的三分之一，并在所有第四次产业革命技术领域都有

强大的影响力（图４）。美国在２０１０年后进一步巩固了这一领先地位，平均年增长

速度达到１８５％，快于欧洲和日本。韩国和中国各占全部国际专利家族的１０％，

在ＩＴ硬件、软件和连通性等核心技术领域的专业化程度更高。尽管中韩两国起步

晚，但其增长速度强劲（平均年增长速度分别为２５２％和３９３％）。

图４　第四次产业革命技术全球创新国家／地区国际专利家族数量（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８年间，德国国际专利家族占全欧洲的２９％，是英国和法国的两倍

多。然而，过去十年，这些国家第四次产业革命技术创新的平均增长率远低于世界

平均水平（１９７％）。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８年间，芬兰和瑞典每百万居民国际专利家族数量

分别为６５１项和５２４项，与韩国（５２５项）相当。瑞典和瑞士的知识产权增长率也达

到甚至超过同期全球平均水平。

３．行业领军企业和区域创新集群的发展促进中韩技术创新崛起，欧洲和日本

增速减缓

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８年，第四次产业革命技术创新国际专利家族申请排名前１０的企

业占比为２３８％，高于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９年的１８５％。其中，包括４家美国公司、２家韩

国公司和２家欧洲公司，而日本和中国各有１家公司。韩国三星（Ｓａｍｓｕｎｇ）和 ＬＧ

在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８年位居首位，分别占比５２％和２９％，在 ＩＴ硬件、电源、智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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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领域拥有类似的专业性。华为自２０１０年后进入前１０名，表明近年来中国

第四次产业革命技术创新的快速崛起。相比之下，欧洲和日本落后于美国和亚洲。

表１　第四次产业革命技术创新国际专利家族申请Ｔｏｐ１０公司（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序号 公司名称 占比 序号 公司名称 占比
变化

１ 三星电子（韩国） ２．８％ １ 三星电子（韩国） ５．２％ ＝

２ 索尼（日本） ２．６％ ２ ＬＧ（韩国） ２．９％ ＋

３ 松下（日本） ２．１％ ３ 高通（美国） ２．７％ ＋

４ 西门子（德国） １．８％ ４ 索尼（日本） ２．４％ －

５ 诺基亚（芬兰） １．８％ ５ 华为（中国） ２．１％ ＋

６ 飞利浦（荷兰） １．７％ ６ 英特尔（美国） ２．０％ ＋

７ 苹果（美国） １．５％ ７ 微软（美国） １．８％ ＋

８ 微软（美国） １．５％ ８ 爱立信（瑞典） １．７％ ＋

９ 佳能（日本） １．４％ ９ 诺基亚（芬兰） １．５％ －

１０ 日立（日本） １．３％ １０ 苹果（美国） １．５％ －

合计 １８．５％ 合计 ２３．８％

创新活动往往以区域集群为中心集聚，典型的大型城市集群通常集中了领先

公司研发生态系统。研究发现，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８年，第四次产业革命技术 Ｔｏｐ２０创新

集群的国际专利家族数量占一半以上（５６３％），是各地区第四次产业革命技术创

新的主要动力。表２显示，１３个创新集群位居亚洲和美国，其次是欧洲和中东（７

个）。

表２　全球第四次产业革命技术创新集群Ｔｏｐ２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排序 创新集群 国家 占比 平均增长率

１ 首尔 韩国 ９．９％ ２２．７％

２ 东京 日本 ９．８％ １０．３％

３ 圣何塞 美国 ６．８％ ２１．１％

４ 大阪 日本 ４．０％ ９．１％

５ 深圳 中国 ３．１％ ２０．６％

６ 圣地亚哥 美国 ２．９％ ２０．２％

７ 西雅图 美国 ２．４％ 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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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排序 创新集群 国家 占比 平均增长率

８ 北京 中国 ２．３％ ３０．５％

９ 纽约 美国 ２．０％ １３．８％

１０ 底特律 美国 １．５％ ２５．８％

１１ 台北 中国 １．４％ １６．５％

１２ 波士顿 美国 １．４％ １２．２％

１３ 洛杉矶 美国 １．３％ １３．７％

１４ 特拉维夫 以色列 １．２％ １５．４％

１５ 埃因霍温 荷兰 １．２％ ８．９％

１６ 伦敦 英国 １．１％ １２．９％

１７ 慕尼黑 德国 １．１％ １６．１％

１８ 斯德哥尔摩 瑞典 １．０％ １５．２％

１９ 巴黎 法国 １．０％ ８．５％

２０ 斯图加特 德国 ０．９％ １１．４％

首尔和东京是第四次产业革命技术两个主要的创新集群，各占全球 ＩＰＦｓ的近

１０％，其次是圣何塞（硅谷）的６８％。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８年，美国、韩国和中国集群的年

增长率达到２０％左右，北京地区的年增长率甚至达到了３０％。相比之下，欧洲和

日本产业集群在同一时期年均增长率仅为８％到１６％。欧洲的创新活动似乎也分

布在位于不同国家的较小区域集群之间。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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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１Ｃ１２５８６３９００５１７Ｂ８８／ＭＹＭＦｉｌｅ／ｐａ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２０２０＿ｅｎ．ｐｄｆ

原文标题：Ｐａ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５日

美国 ＩＰＥＣ发布２０２０年度知识产权报告

２０２１年１月４日，美国知识产权执法协调机构（Ｕ．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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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ＩＰＥＣ）发布了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的２０２０年度知识产权报

告，介绍了美国在知识产权和创新政策方面的措施和成效。主要内容如下。

　　１．与贸易伙伴的关系

美国与全球各国贸易伙伴就知识产权问题展开合作、讨论和谈判等活动，主要

包括：（１）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美国和中国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２）２０２０年１

月２９日，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ＵＳＭＣＡ）实施法案签署，加强商标、版权和专利

保护，以及边境执法力度；（３）２０２０年５月５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与英国就自由

贸易协定展开谈判。

此外，美国还在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

ＰＯ）、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以及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论

坛和二十国集团（Ｇ２０）等多个国际组织和论坛上推动知识产权问题的解决。

　　２．有效利用贸易工具等措施

报告指出，为了赢得２１世纪地缘政治竞争，美国必须在研究、技术和创新方面

处于领先地位，防止知识产权盗窃和不公平的利用，保护国家安全创新基础，确保

技术优势。报告在此部分着重介绍了美国根据其《１９７４年贸易法》（１９Ｕ．Ｓ．Ｃ．

２４１１）３０１条款对中国发起的调查和结论，认为中国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相

关的政策措施对美国贸易造成了负担或限制。报告详细概述了美国在中美贸易争

端中采取的如加征关税、贸易谈判、向ＷＴＯ提起争端解决程序等措施。

此外，美国国会２０１８年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ＦＩＲＲＭＡ），

为审查外国人在美国拥有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提供了更大的权利，并于２０２０年２

月开始生效。２０２０年１０月，新政策将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ＣＦＩＵＳ）的强制性申报

要求与出口控制相结合，进一步加强了对美国技术的保护。据悉，ＣＦＩＵＳ可以有权

单方面发起贸易审查，如确定其存在国家安全风险，可提交美国总统暂停或禁止

交易。

　　３．扩大执法行动与合作

美国联合司法部（ＤＯＪ）、国土安全部（ＤＨＳ）、卫生和公共服务部（ＨＨＳ）、食品

和药品管理局（ＦＤＡ）以及其他行政部门执法机构加强国内外知识产权执法，以保

护美国的创新和知识产权。例如，ＤＯＪ和ＤＨＳ继续重视在健康和安全、商业机密盗

窃或经济间谍活动，以及大规模仿冒和网上盗版等方面的知识产权调查和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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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美国海关执法知识产权扣押案件２６，５０３个，估计零售总价值约１３亿

美元。美国联邦调查局年末在审知识产权调查１３６件，其中，涉嫌商业秘密盗窃５２

件，侵犯著作权４７件，以及侵犯商标权１６件。

　　４．与私营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接触和伙伴关系

２０２０年，美国行政部门与私营机构、行业协会、智库、学术界和其他实体的代表

合作，支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法。这些合作还涉及外国政府官员、国际政

府机构（如国际刑警组织、欧洲刑警组织和ＷＩＰＯ）以及其他国家的私营部门协会和

团体。

在这些合作中，美国强调了加强构建强有力的知识产权环境的重要性，减少假

冒、盗版、商业秘密盗窃和专利侵权，并为政府机构、专利权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提供有效的法律工具。另外，美国还主张加强法治和协作，打击破坏全球供应链的

非法活动，从而保护合法的商业和贸易。

报告还列举了近年来美国各部门与其他机构合作开展的各类活动和计划，如

知识产权圆桌会议、全球知识产权学院（ＧＩＰＡ）等。

张　娟　检索，邓文鼎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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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发布专利申请及市场动向调查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至２０２１年１月，日本专利局针对社会高度关注、需求型技术领域

发布了专利申请和市场动向调查报告。调查主要涉及笔具、生物修复、陶瓷材料电

子零件、人体通信以及智能纺织品五个领域。具体内容如下。

　　１．笔具

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９年，日本笔具领域市场规模约为１４００亿至１５００亿日元。

２００１至２０１８年，全球笔具领域专利申请量２４０６５件，每年保持在１１００至１７００

件左右。日本、美国、中国和韩国的国内专利申请占比较大。２０１１年前，日本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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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较多，２０１２年开始，中国的专利申请剧增，专利申请量位居

首位。专利申请量最多的机构是三菱铅笔株式会社、百乐株式会社（Ｐｉｌｏｔ）、百乐墨

水株式会社（Ｐｉｌｏｔｉｎｋ），申请量均超过１０００件。

从种类来看，圆珠笔相关的申请件数最多（１３６９７件），其次是记号笔与签字笔

（３５９２件）。从圆珠笔的细分类来看，与圆珠笔头、墨水等相关的产品占了相关申

请的一半以上（７３２１件）。按功能划分，与成本相关的功效专利申请较多（９９５２

件）。

笔具相关的外观设计专利共计９６３０件，每年３００至７００件左右。日本、欧洲、

中国和韩国大多数外观设计来自国内。２００７年前，日本的外观设计申请量最多，但

２００８年后，中国升至首位，并在２０１１年以后急剧增加。外观设计专利数量最多的

是百乐文具和派通公司（Ｐｅｎｔｅｌ）。

　　２．生物修复

近年来，有机污染物分解和重金属处理相关的应用研究较为热门。

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８年，生物修复领域中国申请人的专利数量占比最大（７７８％）且增

长显著，其次是美国（６２％）和日本（５４％）。从整体来看，美欧之间的专利申请

流动较为显著。大部分申请人更倾向于在本国／地区申请专利。中国的专利申请

以大学为主，日本则以企业为主。

从技术类别来看，“重金属”是最常见的“净化物质”，其次是“石油烃”和“其他

残留性有机污染物”。２０１５年前，“需氧微生物”相关的专利申请较多，近年来，有

关“植物”的申请有所增加。“净化对象”中，“重金属等”与“营养物质”，“重金属

等”与“其他添加物质”的组合较多。“微生物／植物”中，“植物”与“重金属等”，

“需氧微生物”与“营养物质”的组合较多。

生物修复领域的论文数量呈上升趋势。其中，欧洲发表论文数量占２５％，其次

是中国（２４％）、美国（１２％）和日本（２％）。

　　３．陶瓷材料电子零件

电子零件包括电子元器件、电路板等，陶瓷材料因其高性能在与电子零件相关

的应用中表现良好，并有望在未来实现广泛应用。随着全球对智能手机等电子设

备的需求不断增长，作为实现“社会５０”时代的核心技术（“ＩｏＴ”等），包括陶瓷在

内的电子零件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尤其对多层陶瓷电容器（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ＣｅｒａｍｉｃＣａ

ｐａｃｉｔｏｒ，ＭＬＣＣ）的需求随着物联网和５Ｇ的发展，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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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全球电子零件相关的陶制品先进电子材料的市场规模达到４２万亿

日元，到２０２３年约为４９万亿日元。其中，多层陶瓷电容器市场约１２万亿日元，

到２０２３年将达到１３万亿日元。汽车部件及其他零件（ＡＶ设备、通信设备、ＩｏＴ设

备、各种底板等）的需求将不断扩大。

中国专利申请人占比最大，为３４％，其次是日本（２７８％）和美国（１２２％）。

美日和中日之间的专利申请流动较为突出。日本申请人向其他国家／地区提出申

请较多，中国申请人向本国提出申请较多。包括日本村田制作所、ＴＤＫ、太阳介电

和京瓷在内的大多数日本申请人占据该领域专利申请的前几位，保持着领先优势。

从用途来看，“印刷电路板”相关的申请数量较多。日本在“电容器（多层陶瓷

电容器等）”方面优势显著。从材料来看，“氮化铝、氧化铝”相关的申请量较多。

“钛酸钡”相关的申请中，来自中国申请人的数量正在增加。此外，“电容器（多层

陶瓷电容器等）”和“钛酸钡”，“印刷电路板”和“锆钛酸铅”的组合申请较多。

陶瓷材料电子零件论文发表数量呈上升趋势。从研究者所在国家／地区来看，

中国排名第一，其次是欧洲、美国、韩国和日本。

　　４．人体通信

人体通信是以人体为传输介质，在人体表面或体内的电子设备之间进行通信

的技术，可用于穿戴式信息设备、保健、医疗、汽车工业和认证等领域。全球人体局

域网（ＢＡＮ）市场预计将从２０１９年的９１亿美元增长到２０２４年的１５８亿美元，年平

均增长率将提高到１１７％。

中国专利申请人占比最大，为２８１％，其次是日本（２５３％）和韩国（１８７％）。

人体通信领域专利申请从２０１１年开始逐渐增加，在２０１３年达到顶峰，此后逐渐减

少。从申请人国家／地区来看，日本、韩国、美国和欧洲的申请呈下降趋势，而中国

的申请呈上升趋势。日本公司中，索尼位居首位，尼康位居第５，富士通位居第９，

柯达位居第１０。

从技术类别来看，医用（植入式除外）、与其他通信方法结合以及安全（除了医

用和汽车认证／密钥之外）较多。其中，医用（植入式除外）的比例很高，尤其２０１１

年特别高。

截至２０１５年，人体通信领域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基本持平。日本的法政大学

和东京理科大学在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９年跻身前五名。２０１９年，美国东北大学和中国

清华大学位列前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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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智能纺织品

随着柔性传感器的普及，以智能纺织品为基础的穿戴式终端受到关注，具有电

子功能、可监测生物信息的智能纺织品正在全球范围内开发和销售。日本智能纺

织品市场规模预计较去年增长１７１５％，达到４８７亿日元，预计到２０２５年将增长
至５６４亿日元，２０３０年达到２２６８１亿日元。

智能纺织品专利申请数量整体呈增长趋势。中国专利申请人占比最大

（４０８％），其次是美国（２５１％）和欧洲（１１９％）。中国申请人专利申请量增长显
著，美欧之间的专利申请流动较为突出。中美日三国的申请人势均力敌，从排名来

看，专利申请最多的是美国Ｎｉｋｅ和中国东华大学，日本东丽等３家公司排名靠前。
欧美申请人向其他国家／地区提出申请较多，而中国申请人更注重本国的专利
申请。

从技术类别来看，传感（生物信息）最多，其次是通信和接口。其中，传感（生物

信息）领域，中国申请人数量增长较多，日本申请人数量较少，但在稳步增加。

智能纺织品领域发表论文的数量近年明显增加。欧洲研究人员论文数量最多

（５８７４），其次是中国（３６２８）与美国（３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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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ＮＩＳＴＥＰ发布日本大学区域产学合作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１日，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ＳＴＩＨｏｒｉｚｏｎ》杂志发布了
《２０１９日本大学区域产学合作报告》。报告基于日本产学合作数据，特别是大学从
民间企业获得的研究经费（含共同研究、委托研究），统计分析了三大都市圈（东京

圈、中京圈和关西圈）以及地方圈的产学合作现状，以探讨产学合作对区域科学技

术政策的影响。

　　１．日本大学从民间企业获得研究经费不断增长

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７年，大学从民间企业获得研究经费呈增长趋势。２０１７年为７３０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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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较２０１３年增长４８％。其中，大型企业５９０亿日元，较２０１３年增长了４７％；中

小企业１４０亿日元，较２０１３年增长了５３％。两者均呈现增长。

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７年，大学与企业产学合作的数量不断增长。２０１７年为３３万件，

较２０１３年增加３５％。其中，大型企业２３万件，较２０１３年增长了３２％；中小企业１

万件，较２０１３年增加４０％，两者均呈现增长。

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７年，产学合作平均研究经费呈增长趋势。２０１７年为２２０万日元，

较２０１３年增长１０％。其中，大型企业２６０万日元，较２０１３年增长了１１％；中小企

业１４０万日元，较２０１２年增长了９％。

　　２．日本县域内产学合作研究经费不断增长

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７年，大学从同一县域企业获得的产学合作研究经费呈增长趋势。

２０１７年为２２０亿日元，较２０１３年增长５２％。其中，大型企业１６０亿日元，较２０１３

年增长５３％；中小企业６０亿日元，较２０１３年增加了５０％。

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７年，大学与企业产学合作的数量也显著增长。２０１７年为１万件，

较２０１３年增长３４％。其中，大型企业０６万件，较２０１３年增长了３４％；中小企业

产学合同０４万件，较２０１３年增加３４％，两者均呈现增长。

　　３．三大都市圈及地方圈产学合作

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７年，三大都市圈产学合作研究经费呈增长趋势。２０１７年，三大都

市圈为５００亿日元，较２０１３年增长了４３％。地方圈为２４０亿日元，较２０１３年增

加５２％。

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７年，三大都市圈的大学与企业产学合作的数量均呈现增长。２０１７

年，三大都市圈为２万件，较２０１３年增加了３５％。地方圈为１３万件，较２０１３年

增加了３４％。

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７年，产学合作平均研究经费呈增长趋势。２０１７年，东京圈为２４０

万日元，较２０１３年增长１２％；中京圈为２４０万日元，关西圈为２８０万日元，地方圈

为１８０万日元。２０１７年，东京圈大学从大型企业获得的平均研究经费为２６０万日

元，中京圈大学为２８０万日元，关西圈大学为３３０万日元，地方圈大学为２１０万日

元。东京圈大学从中小企业获得的平均研究经费为１８０万日元，中京圈大学为１４０

万日元，关西圈大学为１６０万日元，地方圈大学为１１０万日元。

从产学合作平均研究经费来看，东京圈大学与大型企业合作的平均研究经费

逐年增加，中京圈在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５年间呈现下降，２０１６至２０１７年有所回升。关西

９１知识产权动态



圈大学与中小企业合作的平均研究经费呈增长趋势，特别与大型企业的合作显著

增多。地方圈大学获得的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平均研究经费均有增长。

卢雨欣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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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ＦＩ分析２０２０年美国专利活动趋势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２日，美国专利数据库供应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ＦＩ）公司发

布了２０２０年美国专利授权Ｔｏｐ５０名单和全球专利活跃资产 Ｔｏｐ２５０名单。研究发

现，尽管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对日常生活造成了巨大干扰，但２０２０年的美国专利申请活

动略有增长，预计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对专利申请真正的影响可能会在２０２１年年末或

之后出现。主要结论如下。

（１）２０２０年，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共受理４１３，１７６件专利申请，较２０１９年

（３９４，３４９）增长５％。２０２０年，ＵＳＰＴＯ专利授权量为３５２，０１３件，较２０１９年（３５４，

４２８）下降不到１％，是除２０１９年以外专利授权量最多的一年。

（２）２０２０年，ＵＳＰＴＯ专利授权最多的国家是美国（１６４，３７９），其次是日本（５２，

４２１）、韩国（２２，４００）、中国（１８，７９２）和德国（１６，２２２）。自２０１９年来，中国是 ＵＳＰ

ＴＯ专利授权量增长最快的国家（１１３１％），韩国和英国略有增长，而其他主要国家

都有所减少。

（３）从合作专利分类（ＣＰＣ）来看，２０２０年，美国专利授权中排名前两位的技术

领域分别是Ｇ０６Ｆ（电子数字数据处理）和Ｈ０４Ｌ（数字信息传输）。年增长率较高的

是Ｇ０６Ｋ（数据识别；数据表示；记录载体；记录载体的处理），约为１７％，Ｇ０６Ｔ（一般

的图像数据处理或生成）约为１４％，Ｇ０６Ｑ（数据处理系统和方法）约为６％。２０２０

年，美国专利申请增长最显著的是Ｇ０６Ｎ（基于特定计算模型的计算机系统）。

（４）ＩＢＭ连续２８年蝉联专利授权冠军。２０２０年，ＩＢＭ公司在美国专利授权

Ｔｏｐ５０中再次蝉联第一，专利授权量９１３０件，较２０１９年（９２６２）减少１％左右。据

悉，ＩＢＭ公司２０２０年的专利技术主要包括云和混合云（３０００）、人工智能（２３００）和

数据安全（１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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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除 ＩＢＭ公司之外，美国专利授权 Ｔｏｐ５０排名前５的公司还包括三星电子

（６４１５）、佳能（３２２５）、微软（２９０５）和英特尔（２８６７），其美国专利授权量均在逐年递

减。其中，佳能公司的降幅最大，较２０１９年（３５４８）减少了９％。相比之下，排名第

６至９位的公司在２０２０年专利数量都有所增加：台积电（２８３３）增长了２２％；ＬＧ电

子（２８３１）增长了１％；苹果（２７９１）增长了１２％；华为（２７６１）增长了１４％。２０２０年，

增长幅度最大的是排名第２４位的起亚汽车（２７９１），达到４４％，其次是排名第３２位

的夏普（１０４２），增长了２７％。

（６）美国专利授权量增长最快的１０大技术领域：首先是基于生物模型的计算

机系统领域，２０１６至２０２０年的复合年增长率（ＣＡＧＲ）为６７２８％，这一领域涵盖了

一系列人工智能（ＡＩ）和神经网络技术，近５年的专利申请量以 ＩＢＭ为首的２７８９

件，其次是谷歌（１４５１）、三星电子（１２５３）、英特尔（１１０２）和微软（１０４４）。电子烟设

备领域位居第二，２０１６至２０２０年的复合年增长率（ＣＡＧＲ）为５５０８％。菲利普莫

里斯（ＰｈｉｌｉｐＭｏｒｒｉｓ）近５年保持了巨大的领先优势，共计１６８８件专利申请，是排名

第二的奥驰亚（７０１）的两倍多，紧随其后的是雷诺（ＲＡＩ）（６５８）、Ｎｉｃｏｖｅｎｔｕｒｅｓ（４８３）

和英美烟草（４７４）。增长速度第三的科技领域是被子植物。领军公司包括孟山都

（１３５９）、先锋（９０５）、Ｓｅｍｉｎｉｓ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ｅｅｄｓ（４８５）、先正达（３９２）和ＤｕｅｍｍｅｎＧｒｏｕｐ

（２９８）。

（７）全球专利活跃资产Ｔｏｐ２５０名单［２］显示，三星电子在全球所有权上占据主

导地位，具有领先优势，拥有８０，５７７项活跃的专利家族，是 ＩＢＭ（３８，５４１）的两倍。

近年来，ＩＢＭ活跃的专利家族数量减少主要是因为一些重大交易，例如，２０１４年

ＩＢＭ将芯片业务出售给了格罗方德半导体公司（ＧｌｏｂａｌＦｏｕｎｄｒｉｅｓ）。

［２］美国专利授权Ｔｏｐ５０名单关注的是专利公开时的所有人，而全球专利活跃资产Ｔｏｐ２５０名单不仅关注实际
拥有专利的公司，还会汇总母公司旗下子公司持有的专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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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律所解析抗病毒药物专利管理经验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６日，美国律所ＧｌｏｂａｌＰｒｉｏｒＡｒｔ公司针对ＳＡＲＣｏＶ（２００３年）和

ＭＥＲＳＣｏＶ（２０１５年）两次疫情中的专利申请态势进行横向分析，以便总结知识产

权组合管理在应对病毒流行方面的经验。

报告检索确定了近３５００个相关专利家族，针对专利申请的病毒株（ＳＡＲＳＣｏＶ

和／或ＭＥＲＳＣｏＶ）、专利申请重点方向（如诊断、医疗设备、疫苗和治疗方法）以及

专利申请人（如行业、政府、非营利研究实验室、个人发明者）进行进一步分析。研

究结果表明，各实体正利用两次疫情期间研发的药物来应对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行。超

过１７９种 ＣＯＶＩＤ１９候选疫苗正在研制中，其中约５６种处于人体试验阶段。关于

ＣＯＶＩＤ１９关键抗病毒治疗的几种技术已获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ＦＤＡ）批准或

正在进行临床试验（如瑞德西韦 Ｒｅｍｄｅｓｉｖｉｒ、法匹拉维 Ｆａｖｉｐｉｒａｒ），这些技术可追溯

到前两次疫情爆发后申请的专利。此外，结构生物学（如冷冻电子显微镜）、计算机

辅助药物设计以及高通量筛选方面的最新进展有助于加快识别和重用有前景的药

物，这是ＣＯＶＩＤ１９流行时期抗病毒知识产权开发的核心推动力。

在针对ＳＡＲＳＣｏＶ和ＭＥＲＳＣｏＶ的治疗性专利中，有相当大比例的专利涉及范

围很广（即包括整个病毒家族）和（或）使用了重用的化合物。这反映出传染性疾

病的不可预测性以及新药开发通常超过１０年的历史特点。专利横向分析可以深

入了解过去１０至１５年里针对冠状病毒药物的知识产权管理演变过程、重要的专

利权人以及其最大限度地利用之前的研发进展来应对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行的能力。

图５　ＣＯＶＩＤ１９专利申请重点方向（截至２０２０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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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疫苗技术公司可能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但疫苗技术专利并不是ＳＡＲＳＣｏＶ

和ＭＥＲＳＣｏＶ相关知识产权的主要构成部分。

治疗是研发的最前沿，抗病毒药物是许多专利的主要核心。抗病毒药物（通常

是小分子）以病毒进入细胞并复制为主要手段。根据作用机制，这些化合物有可能

广泛应用于许多感染性微生物。事实上，大量ＳＡＲＳＣｏＶ和ＭＥＲＳＣｏＶ的相关专利

申请保护化合物重用，包括羟氯喹（Ｈｙｄｒｏｘｙｃｈｌｏｒｏｑｕｉｎｅ）、瑞德西韦、法匹拉维、洛匹

那韦（Ｌｏｐｉｎａｖｉｒ）和利托那韦（Ｒｉｔｏｎａｖｉｒ）。

研究发现，控制专利组合的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ＳＡＲＳＣｏＶ抗病毒专利中拥有

大量的股份（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ＩＨ或美国政府是最大的知识产权所有者），但

并非大多数都如此。尽管没有一家公司在专利家族数量上拥有绝对优势，但有超

过９０个不同的行业申请人，主要来自大型制药公司和小型生物技术公司。流行病

的不可预测性可能是原因之一。

图６　治疗技术的技术分支数量（单位：项）

图７　ＳＡＲＳＣｏＶ和ＭＥＲＳＣｏＶ抗病毒开发（单位：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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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ＳＡＲＳ抗病毒治疗专利权人类型

研究进一步分析了ＳＡＲＳＣｏＶ的专利组合管理，发现大量参与者启动了解决医

疗供给不足的计划。但由于ＳＡＲＳＣｏＶ疫情减弱，并在２００４年之后没有患者感染

病例，从临床前药物测试到临床药物测试的过渡变得非常困难，这也是为什么没有

一个实体拥有大量 ＳＡＲＳＣｏＶ抗病毒知识产权的原因。此外，超过６０％的 ＳＡＲＳ

ＣｏＶ特异性抗病毒药物专利被放弃或撤回。这表明了新兴疾病药物研发的风险。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中同样也出现了大量参与者公开宣布加入抗疫的情况。如果

这种病毒成为地方流行病，分析预计知识产权最终将由少数申请人掌控，并获得商

业上的成功（例如治疗艾滋病和肝炎的吉利德）。但如果 ＣＯＶＩＤ１９被根除，很可

能会出现与ＳＡＲＳＣｏＶ类似的专利格局。因此，了解现有的专利组合、对知识产权

资产进行精细化管理，显然是保持领先的关键。

李姝影　检索，安晓慧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ａｍ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ｈｏｗ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ａｒｅ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ｄｒｕｇｐａｔｅｎｔｓｃｏｖｉｄ１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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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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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通知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

通知。主要内容如下。

　　一、明确工作目标

着力引导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需求和科技创

新能力相适应，科学设定各项工作指标，强化质量导向，切实发挥高质量发展指标

引领作用。进一步调整完善资助和奖励等政策，全面取消对专利申请的资助，重点

加大对后续转化运用、行政保护和公共服务的支持。清理规范专利申请秩序，坚决

打击和有效遏制不以保护创新为目的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推动知识产权事业高

质量发展。

　　二、把握工作重点

实施下列不以保护创新为目的的非正常专利申请（以下简称该类申请）行为

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予以从严打击、从严处置。

（一）《关于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若干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第７５号局令）第

三条规定的六种情形；

（二）单位或个人故意将相关联的专利申请分散提交；

（三）单位或个人提交与其研发能力明显不符的专利申请；

（四）单位或个人异常倒卖专利申请；

（五）单位或个人提交的专利申请存在技术方案以复杂结构实现简单功能、采

用常规或简单特征进行组合或堆叠等明显不符合技术改进常理的行为；

（六）其他违反民法典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不符合专利法相关规定、扰乱专利

申请管理秩序的行为。

以上“单位和个人”包括同一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和同一实际控制人。

　　三、强化工作措施

对该类申请行为，除依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对提交的专利申请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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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处理之外，应视情节采取下列处置措施：

（一）对申请人不予减缴专利费用。已经减缴的，要求补缴已经减缴的费用。

情节严重的，自本年度起五年内不予减缴专利费用。

（二）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府网站以及《中国知识产权报》予以通报。

（三）在专利申请数量统计中扣除该类申请数量。

（四）取消申报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和优势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备案企业资

格，以及中国专利奖申报、参评或获奖资格。

（五）各级地方知识产权部门对申请人和相关代理机构不予资助或者奖励。已

经资助或者奖励的，全部或者部分追还。情节严重的，自本年度起五年内不予资助

或者奖励。涉及骗取资助奖励涉嫌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六）各级地方知识产权部门对代理该类申请、严重扰乱专利工作秩序的专利

代理机构，根据认定情况，依法加大查办力度。中华全国专利代理师协会对从事和

涉及该类申请的专利代理机构以及专利代理师采取行业自律措施。

　　四、加强协同治理

（一）提高考核指标的科学性。各级地方知识产权部门要牢固树立高质量发展

理念，积极协调有关部门进一步改进完善与专利工作相关的考核指标体系，提高考

核的科学性、有效性，核查并剔除不符合实际的增长率评价指标，避免将专利申请

数量作为部门工作考核的主要依据。不得设置专利申请量的约束性考核评价指

标，不得以行政命令或者行政指导等方式向地方、企业和代理机构等摊派专利申请

量指标。不得相互攀比专利申请（包括《专利合作条约》（ＰＣＴ）途径专利申请）数

量。一经发现以上行为，视情取消国家知识产权运营项目申报资格、国家知识产权

局授予的示范城市等各类称号和优惠政策等。

（二）调整专利资助政策。２０２１年６月底前要全面取消各级专利申请阶段的

资助。各地方不得以资助、奖励、补贴等任何形式对专利申请行为给予财政资金支

持。地方现有资助的范围应限于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包括通过ＰＣＴ及其他途径

在境外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资助方式应采用授权后补助形式。资助对象所获得

的各级各类资助总额不得高于其获得专利权所缴纳的官方规定费用的５０％，不得

资助专利年费和专利代理等中介服务费。对于弄虚作假套取专利资助的，应限期

收回已拨付资金。“十四五”期间，各地方要逐步减少对专利授权的各类财政资助，

在２０２５年以前全部取消。各地方要着力优化专利资助相关财政资金的使用管理，

强化专利保护运用，重点加大对后续转化运用、行政保护和公共服务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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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出专利申请质量导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定期通报或公布各地方高质量

专利申请和该类申请占比数据。该类申请占比连续两个季度上升、高质量专利申

请占比连续两个季度下降的，通报地方知识产权部门。连续三个季度出现以上现

象的，通报地方党委政府，并把相关信息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府网站及《中国知识

产权报》公布。连续一年出现以上现象的，取消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示范城市等

各类称号、优惠政策等。各类涉及专利的奖励不得简单将专利申请、授权数量作为

主要条件。

（四）加强专利申请领域信用监管。修改专利法实施细则，依法推动将该类申

请行为作为失信行为纳入知识产权信用监管。各级知识产权部门在制定知识产权

信用监管政策文件时，应着重考虑将该类申请行为纳入监管范围。加强对严重违

法失信代理机构的协同治理，对因代理该类申请受到处罚的专利代理机构，在有关

激励奖励政策、行业评优评奖等方面予以联动约束，强化监管效果。

（五）加强专利交易的规范与监管。各级地方知识产权部门要落实规范知识产

权交易的属地监管责任，坚决遏制明显不以技术创新和实施为目的的专利申请权

和专利权转让行为，对各级政府部门支持建设的知识产权（专利）交易运营平台和

机构加强监管和引导，对辖区各类专利交易服务机构和平台加强指导，做好交易标

的和交易方背景审核，严防该类申请通过交易进行牟利和洗白。国家知识产权局

将加强专利转让、许可等登记备案数据监控，会同有关地方及时依法处置异常专利

运营行为。

（六）加强跨部门信息通报。对于该类申请的相关详细信息，各级地方知识产

权部门要商相关部门，主动及时向科技等管理部门通报，支持和协助科技管理等部

门加强涉及专利申请的行政管理工作，确保该类申请不被利用骗取高新技术企业

等国家各类优惠政策。对无参保人员、无实缴资本、无研发经费的“三无”空壳公司

申请专利的，要及时将有关信息转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严格监管。

　　五、完善工作机制

（一）工作对接机制。国家知识产权局持续监测、认定该类申请行为，并及时向

地方通报和转交该类申请行为相关信息，地方知识产权部门加强行政指导，要求涉

事单位和个人以及代理机构主动撤回相关申请，对积极主动撤回的，可酌情从轻处

置。涉事单位和个人以及代理机构拒不撤回又不提出申诉意见并提供充分证据

的，由地方知识产权部门根据情节处理，并依法将相关线索信息转市场监管部门、

公安部门、信用监管部门依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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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筛查机制。专利审查部门单位要严格审查并依法驳回该类申请，及

时发现、汇总、报送相关线索信息。专利代办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知识产权快速

维权中心等严格筛查该类申请，并将相关线索及时报送国家知识产权局。

（三）举报和核查机制。鼓励单位和个人向各级地方知识产权部门举报该类申

请行为以及违规的指标设置和申请资助政策。各级地方知识产权部门要设立专线

专网接受举报。接到举报后，要及时核查和处理，并呈报国家知识产权局。

（四）正面引导机制。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提升专利申请质量的宣传报道，加

强对积极投入创新、科学合理布局专利的企业和个人的激励，进一步提升全社会专

利申请的战略布局意识和质量意识，切实提高专利申请质量。

　　六、推动工作落实

（一）开展专项治理。２０２１年全年，集中开展打击该类申请行为专项整治。对

已经发现线索的相关行为严厉打击。力争到２０２１年底，专利申请秩序进一步规

范，该类申请明显减少，高质量专利申请占比持续提高。国家知识产权局将根据工

作效果和相关情况，不定期部署开展专项治理。

（二）加强自查自纠。各级地方知识产权部门要围绕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认

真深入开展自查，全面梳理指标设定、资助政策等情况，查找存在的不足和突出问

题，提出整改措施，制定工作方案和政策措施，按时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报送自查结

果，重大线索和重点案件情况及时报送。

（三）加强组织领导。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对各地方政策修订情况、案件处理情

况等进行跟踪指导和案件督办。各级地方知识产权部门要高度重视严厉打击该类

申请行为的重要意义，向地方人民政府作专题汇报，由主要负责人负责，建立领导

协调机制，综合研判本地专利申请状况，明确工作重点目标和重点环节，制定专项

工作计划，明确具体责任人和工作联系人，设立专班，深入持续开展相关工作。

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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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印发《知识产权基础数据利用指引》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为贯彻落实《关于新形势下加快建设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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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体系的若干意见》（国知发服字〔２０１９〕４６号），提升知识产权信息传播利用效能，

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数据生产要素作用和战略性资源价值，提高知识产权信息公共

服务能力和社会公众、创新创业主体知识产权数据利用水平，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

室印发《知识产权基础数据利用指引》（下称《指引》）。

《指引》所介绍的知识产权基础数据主要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开公布的专利数

据、商标数据、地理标志数据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数据。《指引》明确了知识产权基

础数据利用原则，明示了知识产权基础数据获取途径，阐述了知识产权基础数据蕴

含的信息、价值、作用，以帮助社会公众和创新主体提高知识产权基础数据利用的

效率、质量和水平，使其能够更便捷有效地获取、解读、利用知识产权基础数据，从

而更好地满足新形势、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知识产权基础数据需求，提升知识

产权支撑引领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优化我国知识产权创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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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印发《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与
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２０２１）（试行）》

２０２１年２月７日，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做好战略性新兴产业

专利活动的统计分析和动向监测，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印发《战略性新兴产业分

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２０２１）（试行）》。本参照关系表适用于对“十三五”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发展状况进行宏观统计监测；适用于各地方、有关部门开

展相关产业专利统计监测工作。针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

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数字创意产业、

相关服务业等９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以及脑科学、量子信息和区块链等关键核

心技术领域，建立与国际专利分类的参照关系。经合并去重，共建立关系 １８７２条，

涉及国际专利分类表８个部、８９个大类、３１７个小类、２８９３个大组、３５４７３个小组。

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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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发布中日韩 ＣＯＶＩＤ１９相关专利审查对策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３日，日本专利局根据第七届中日韩审判与上诉联合专家会议

（ＪＥＧＴＡ）中的信息交换，整理了中日韩应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制定的专利审理和补救

对策。

表３　中日韩应对ＣＯＶＩＤ１９口头审理和补救措施

措施 中国 日本 韩国

举办

在线

口头

审理

初期停止一切线下口头审

理，均采用网络形式。此后，

主要以线上口头审理为主、

线下口头审理为辅。

采取防护措施进行线下口头

审理。因 ＣＯＶＩＤ１９影响不
能参加口头审理，可在双方

当事人同意下，以在线口头

询问代替。目前正尝试推进

线上口头审理。

ＩＰＴＡＢ调整口头审理的
日程（延迟、取消等）。

如果不可避免进行口头

审理时，建议使用在线视

频形式。只有在审判合

议庭认为绝对必要时

（包括当事方要求或双

方同意），才进行面对面

的口头审理。

网上

查证

（查

证证

人、

文件

等）

证人证言结合网上审核，但

必须提供书面内容。各方可

以邮寄，经合议庭批准后，由

其代为核实。

正在修订法律，允许当事人

参加网上证据审查。

所有参与者都必须出席

ＩＰＴＡＢ的视频审理。如
果证据需要在口头审理

时提交，可以利用文件相

机进行验证。若合议庭

要求，则必须向另一方当

事人提交证据副本。

人数

限制

不得超过４人。线上口头审
理无限制。

不超过３人。特殊情况传唤
４人以上，当事人席位不超
过３个。要求尽可能减少证
人或听众等相关人员。

原则 上 不 做 限 制，但

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政府的社
交距离级别提高至２级，
建议将各方人数限制在

２人以内。

延长

期限
无特殊期限延长

可以申请延长指定期限：提

交“延长期限”和“具体原

因”等书面申请；依职权延

长指定期限（无需手续费）；

延长期限以１个月为限，必
要时，可再次申请延长。

当事人以 ＣＯＶＩＤ１９为
由提出延长指定期限、更

改口头审理时间、中止手

续等申请，应尽可能批准

申请。对于优先审判和

迅速审判，原则上指定期

限只能延长 １次。但若
延 期 申 请 是 由 于

ＣＯＶＩＤ１９引起的，应尽
可能批准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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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措施 中国 日本 韩国

逾期

补救

当事人因 ＣＯＶＩＤ１９影响超
出了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

定的或指定的期限，或国家

知识产权局规定的期限，导

致其权力的损失，当事人应

于ＣＯＶＩＤ１９影响消失之日
起的两个月内，最迟在截止

日期之后的两年内申请恢复

权利。申请恢复权利无需任

何费用，但需要提交恢复权

利申请书，说明理由，并附上

相应的证明材料，并在权利

结束之前完成相关手续。

可以申请指定期限及法定期

限的逾期补救：①因非人为
原因而逾期。②申请人必须
在期限届满后的６个月内提
出申请，并在办理手续后的

１４天内（对于非居民，则在
２个月以内）提出申请。③
未能按程序办理的理由，必

须在有关程序的问卷或书面

声明中说明具体情况。

受 ＣＯＶＩＤ１９影响，因非
人为原因逾期，可申请补

救措施：①因超出审判
和／或申请修改的补正期
限而导致的审判无效；②
超出驳回申请决定的上

诉申请期限。补救措施

必须从影响消失之日起

２个月内，或从程序无效
的补正期间或驳回决定

的上诉申请期限届满之

日起１年内提出。

文书

减免
无

免除超出法定期限需要补救

时的书面证据（受ＣＯＶＩＤ１９
影响的证明文件）。

仍需提交超出法定期限

需要补救时的文件证明。

手续

的中

止等

无

紧急情况下暂停：①需要人
证／验证／鉴定的情况；②需
要通过直接确认原始文件的

案件。

如果一方由于 ＣＯＶＩＤ１９
感染而请求暂停审理，则

尽可能批准。对于任何

一方当事人身在国外的

情况，如果国际邮件被暂

停，可依职权停止审判

程序。

书面

审理

如果案件并不复杂，且符合

《审查指南》的有关规定，将

进行书面审理。

切换到书面审理的情况：①
根据紧急状态声明（２０２０年
４月７日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５
日），原则上改为书面审理；

②在此期间，如有必要，进行
线上会议或线上口头听证。

审判长可以选择口头审

理或书面审理。即使当

事人要求进行口头审理，

如果审判长认为可以基

于书面审理进行审判，则

无需进行口头审理。如

果决定进行书面审理，建

议使用电话或线上会议

和／或说明会。

线上

会议

不与参与者进行线上会议。

合议庭内部进行线上会议。

使用线上会议系统举行会

议。通过电子邮件提交回复

材料。经当事人同意，省略

会议记录的签名。

可以使用在线视频会议

系统进行线上会议。经

当事人同意，可以省略当

事人在会议／说明会中的
签名。

卢雨欣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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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日中韩の审判におけ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

策の比较表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３日

１３知识产权动态



韩国２０２１年知识产权制度改革

２０２１年１月４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２０２１年知识产权制度的新变化，将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支援中小企业以及提高知识产权申请便利性。主要包括实施惩

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减免中小企业专利调查和分析费用及引入移动专利申请系统

等措施。

　　１．加强信息技术时代知识产权作为核心资产的保护

（１）改善商标法、外观设计保护法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方
式［３］。对于故意盗取他人创意的情况，赔偿损失额最高可认定为权利人损失金额

的３倍；对于超出权力人生产能力的销售额也将纳入损失赔偿计算范围内。

（２）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纠正劝告不予理睬，将官方公开相关事实。如果产

业产权纠纷调解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行政调查同时进行，将暂停行政调查，并根据

纠纷调解结果决定是否进行二次调查。怀疑商业秘密泄露而进行民事和刑事诉讼

的中小企业可获得数字取证支持。

　　２．在知识产权领域支援中小、中坚企业，减少ＣＯＶＩＤ１９造成的损失

（１）韩国中小企业向“产业产权诊断机构”［４］支付的专利调查和分析费，将享

有研发免税和减税。所有与中小企业进行合作研发的主体都将享受减免手续费的

优惠，并享有知识产权申请费、审查费、注册费减免５０％的优惠。

（２）加强对原材料、零部件、装备领域出口企业应对知识产权纠纷的支援，扩大

知识产权纠纷信息的监测范围，为相关企业预判风险、提供咨询，以及建立应对

战略。

（３）加强对韩国全球范围内ＩＰ明星企业［５］海外知识产权申请的支持，将商标、

外观设计也纳入海外知识产权审查和申请费用援助中。

［３］计算公式＝（权利人及被侵权人的可生产数量×单位利润额）＋（超过部分×合理实施费率）。
［４］根据韩国《发明振兴法》，将一些高质量的民间专利调查和分析机构指定为“产业产权诊断机构”。
［５］特指韩国出口竞争力较强的中小企业。

　　３．提高知识产权申请的便利性

（１）人们可以利用智能手机实时、迅速地进行知识产权申请，网上查询和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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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申请费等手续费，并可以通过手机端接收审查通知书、查询审查进度以及

发放知识产权证书等。

（２）韩国将针对新型商标和现有非典型商标（例如动作、色彩商标等）制定相

关的审查细则。

（３）放宽“一揽子审查［６］”的申请条件，扩大申请对象，包括同类产品组成的

“产品群”、数字服务、创业公司等。

（４）鼓励采用“临时清单”制度［７］，降低知识产权申请费用，还将食品、日用品、

包装、珠宝首饰等纳入外观设计审查。

［６］“一揽子审查”指的是对包括服务在内的同类产品组成的“产品群”，其多项专利申请可根据申请人的要求
统一审查。

［７］“临时清单”制度允许直接提交外语研究材料（包括研究论文等）作为清单，进一步简化了清单格式要求，
为研发较多的企业及研究所的专利申请带来便利。

（５）此外，重新启动针对高级退休员工应用知识产权技术创业的支持，扩大知

识产权远程视频、通话审查比例。

据悉，韩国希望在后疫情时代，迅速应对快速变化的国内外环境，重点发挥知

识产权的“火车头”引领作用，开展数字新政新时代。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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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月４日

专题报道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２０２０全球竞争力报告》

【摘要】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６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２０２０全球竞争力报告》。报告

暂停了长期以来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专门阐述复苏和复兴的优先事项，评估

了哪些国家为复苏和未来经济转型做了最充分准备，并提出了四个促进经济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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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和转型的行动领域：有利环境、人力资本、市场机制和创新生态系统。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６日，世界经济论坛（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Ｆｏｒｕｍ）发布《２０２０全球竞

争力报告专题：国家经济复苏之路》（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２０：Ｈｏｗ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ＲｏａｄｔｏＲｅｃｏｖｅｒｙ）。报告分析了竞争力相

关的历史发展趋势以及对未来优先事项的最新思考，针对三个阶段提出了建议：

（１）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之前的优先事项；（２）未来１２年复苏阶段：应对ＣＯＶＩＤ１９即时

危机之外、重启经济所需的优先事项，并将人民和地球生态纳入经济政策；（３）未来

３５年的转型阶段：在较长时期内，重启经济体系所需的优先事项和政策，以实现未

来具有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繁荣发展。报告主要结论如下。

　　１．促进经济振兴和转型的四个行动领域

　　（１）政策环境

从政府权利制衡和透明度指标下降或停滞的趋势来看，复苏阶段，政府应首先

提高内部的长远思考能力，强化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包括加大公共服务的数字化。

转型阶段，政府应努力确保公共机构内化强有力的治理原则，并通过为公民服务来

重新获得公众信任。

紧急情况和刺激措施已将公共债务推至前所未有的水平，而税基也在不断减

少或转移。在复苏阶段，优先事项应是为负债沉重的低收入国家制定支持措施，并

为未来的公共债务去杠杆化制定计划。从长远来看（转型期），各国应集中精力转

向更累进的税制，重新思考企业、财富和劳动力的征税方式，这将需要国家改革和

国际合作框架的建立。

　　（２）人力资本

ＣＯＶＩＤ１９危机爆发前，技能不匹配、人才短缺和对员工的激励和奖励失衡一

直被认为是影响生产力、繁荣和包容的问题。随着永久或暂时性的失业和收入损

失进一步加剧，在复苏阶段，各国应集中精力逐步从休假计划过渡到新的劳动力市

场机会，扩大技能培训，重新思考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在转型阶段，领导者应

努力更新教育课程，扩大对未来市场就业所需技能的投资，同时，反思新经济下的

劳动法，利用新的人才管理技术适应劳动力的新需求。

此外，ＣＯＶＩＤ１９危机凸显了医疗系统的能力落后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和老

龄化的问题。为了应对这一趋势，在复苏阶段，各国应提高卫生系统的能力，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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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流行病和未来医疗需求的双重负担。从长远来看（转型期），应该努力扩大老年

保健、儿童保育，提高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和创新。

　　（３）市场机制

在过去的十年中，虽然金融体系比金融危机前更加稳健，但仍然表现出一定的

脆弱性，包括企业债务风险的增加和流动性不匹配。此外，尽管近年来努力提升包

容性（包括通过金融科技应用），但融资渠道仍不够广泛。在此背景下，复苏阶段，

各国应优先考虑加强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同时开始引入金融激励措施，鼓励企业进

行可持续和包容性的投资。在转型阶段，应将注意力转向创造激励机制，将财政资

源用于长期投资，加强稳定性，继续扩大包容性。

危机爆发前，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各行业的顶尖公司与其他公司之间的生产

力和盈利能力差距很大，而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和相关衰退的影响可能会加剧这些趋

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复苏阶段，各国应在支持企业的持续措施和防止过度行

业整合之间取得平衡，并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在转型阶段，各国应重新考虑第四次

产业革命所需的竞争和反垄断框架，确保地方和国际市场准入。作为一项补充政

策，特别在公私合作的领域，各国应促进建立“明日市场”。

另外，贸易开放度和国际人口流动不断减少。在复苏和转型阶段，各国应奠定

基础，更好地利用供应链中的地方繁荣和战略复苏来平衡商品和人员的国际流动。

　　（４）创新生态系统

过去十年，企业家文化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但新公司和突破性技术的发展

却停滞不前，技术在解决能源消耗、排放问题和满足包容性社会服务需求方面尤其

落后。为了应对这些复杂情况，在复苏阶段，各国应扩大研发的公共投资，鼓励风

险资本和私营部门的研发，并支持现有技术的推广，有助于在未来的市场上创建新

公司和促进就业。从长远来看（转型期），国家应制定鼓励措施，鼓励对研究、创新

和发明的耐心投资，支持创造新的“明日市场”，并激励企业接受多样性、公平性和

包容性，以增强创造力。

　　２．经济转型的准备情况评估

报告综合分析了经济转型阶段的１１个优先事项，提供了各国“转型成熟度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的初步衡量标准。在这一框架中，报告使用最新的现有

统计数据来衡量３７个国家在这一进程中的地位。评估结果表明，在当前可衡量的

政策体系中，“北欧”模式是最有希望朝着高效、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经济体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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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

现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在创造充满活力的商业环境方面准备较为充分，并且

在反垄断框架和促进多样性两个领域名列前三，但报告指出，中国必须在提高公共

机构的质量和愿景、改善基础设施和加速能源转型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３．评估中断和恢复能力

意见调查显示，当前的疫情危机对企业领导者的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发达经济体中，跌幅最大的前５个领域是：网络服务竞争、公司合作、专业服

务竞争、零售服务业竞争以及寻找熟练员工的容易程度。

在新兴经济体中，跌幅最大的前５个领域是：犯罪和暴力的商业成本、司法独

立、有组织犯罪、市场支配程度、政治家的公信力。

发达经济体中上升最快的前５个领域是：政府对变化的反应、公司内部合作、

风险投资可用性、社会安全网保护、发达经济体银行的稳健性。

在新兴经济体中，上升最快的前５个领域是：公司内部合作、政府对变化的反

应、列车服务效率、风险投资可用性、国家吸引新兴经济体人才的能力。

意见调查还有助于发现一些共同特征，以帮助各国更好地控制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

行对其经济和人民的影响。根据对企业领导者的评估，经济数字化和数字技能、安

全网和财务稳健性、治理和计划，以及卫生系统和研究能力有助于各国应对健康

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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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中国商标和专利调查报告

【摘要】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３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发布题为“中国的商标和专

利：非市场因素对申请趋势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影响（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ｓａｎｄＰａｔｅｎｔ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Ｆｉｌ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ｓａｎｄＩＰＳｙｓｔｅｍｓ）”报告，

分析了政府补贴和其他非市场因素对中国专利和商标申请的影响，并探讨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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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实体不断增长的专利和商标申请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发

明人向国外申请专利保护的比例较低，专利发明的商业化率较低，恶意商标申请

和假冒商标的比例较高。

中国商标和专利申请量创历史新高，美国专利商标局针对这一趋势开展了调

查分析，发布题为“中国的商标和专利：非市场因素对申请趋势和知识产权制度的

影响”的报告。调查分析指出，除了通常推动各国专利申请的市场因素外，中国的

专利申请还受到包括补贴、政府指令、恶意商标申请和防御性申请等非市场因素的

影响。报告分析了中国申请数量增加的原因，包括这些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并强调

了申请数量是如何夸大创新和品牌创造的。此外，报告还探讨了非市场因素驱动

的专利商标申请对ＵＳＰＴＯ、中国专利商标审查制度和扰乱注册的影响。

　　１．中国商标与专利申请趋势

２０１９年，中国受理的商标申请７８０万件，专利申请４３０万件。国际上，中国申

请人通过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和《专利合作条约》（ＰＣＴ）提交的商标和专利申请数

量不断增长，２０１９年首次超过美国。２０１９年，世界各国受理的商标申请中（按类别

计数），中国受理商标申请占全球一半以上（５１４％）。图９显示，２０１８年中国受理

的商标注册数量超过了其他世界五大商标局（ＴＭ５）［８］。中国申请人提交的马

德里协议申请量正在增长，但与中国庞大的国内申请量相比仍然较低。根据世界

图９　２０１８年世界五大商标局（ＴＭ５）国家／地区商标申请数量

［８］世界上五大商标局（ＴＭ５）：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ＣＮＩＰＡ）、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韩国知识产权局
（ＫＩＰＯ）、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和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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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２０１８年国家申请数据，美国在马德里协议申请中领先，其次

是德国和中国。

专利申请方面，２０１８年，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申请量约占中国专利申请总量的

６４％，占专利授权总量的８２％。ＷＩＰＯ数据显示，尽管２０１８年发明专利申请仅占中

国专利申请的约三分之一，但其数量仍超过１５０万件，占２０１８年全球发明专利申请

量的近一半（４６４％）。图１０显示，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７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远远超过

其他世界五大专利局（ＩＰ５）［９］和其他国家。如前所述，中国最近的ＰＣＴ申请量也超

过了其他国家。

［９］世界五大专利局（ＩＰ５）：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ＣＮＩＰＡ）、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
ＰＯ）、日本专利局（ＪＰＯ）和欧洲专利局（ＥＰＯ）。

图１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ＩＰ５和其他国家提交的发明专利申请（单位：件）

　　２．影响商标申请数量的非市场因素

报告认为，包括补贴、政府指令、恶意注册以及防御性申请在内的非市场因素

推动了中国的商标申请。

（１）补贴。据报道，中国出台的地方性商标补贴政策７０多项，包括国内和国外

的申请和注册。由于这些补贴的金额往往超过注册商标成本，理性的经济行为人

可能会选择商标申请，而无意在商业上使用该商标。

报告以深圳的具体情况为例分析了中国补贴对外国商标申请的影响。２０１３

年，深圳对包括美国在内符合条件的外国商标注册给予５０００元（约合７５０美元）补

贴。２０１５年，ＵＳＰＴＯ全电子商标申请费用降至２２５美元，大大低于补贴金额。如图

１１所示，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７年，中国在美国的商标申请增加了１２６４％，其中来自深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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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占２０１７年中国在美国商标申请总量的４２％以上。

图１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财年ＵＳＰＴＯ受理中国商标申请类别数量和增长率

一项学术研究调查了２０１７年中国在ＵＳＰＴＯ提交的商标申请，仅在服装类商品

中出现欺诈样本的频率约为三分之二，这些商标并没有用于商业用途。２０２０年１

月６日，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布“清理”知识产权补贴，取消对商标补贴。

（２）政府指令。中国地方政府在继续支持非市场的激励措施，尤其针对国际

申请。

（３）恶意注册。当事人试图通过恶意注册商标获利的情况较多。不诚信的申

请人缺乏合法使用商标的意识。没有商业用途或商誉的商标是没有价值的，还会

扰乱商标注册。报告称，中国商标保护和执法的某些方面使恶意申请人可以在该

国注册大量商标。报告称，商标恶意注册主要包括：①向商标所有人“勒索”；②利

用商标良好的声誉“搭便车”，未经授权出售与商标类似的商品或服务；③阻止商标

所有人进入中国市场或阻挠其从电子商务平台上下架侵权产品。

（４）防御性申请。善意注册未使用的商标，以防他人恶意注册。某些拥有足够

财力的品牌方在多个跨商品和服务的类别下提出先发制人的防御性申请，而无意

将商标用于商业用途。例如，中国商标数据库检索发现，索尼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２６日在所有４５个类别中申请了“索尼”商标。

　　３．产生的影响

　　（１）对商标制度的影响

由非市场因素驱动的商标注册行为，损害了商标注册的可靠性，商标申请的补

贴加重了中国商标审查和复审机构的负担，扰乱了中国商标注册的秩序。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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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行为不利于执法，并可能缩小商标所有人可获得的保护范围。

恶意注册是合法商业的障碍，直接导致了商标的防御性申请增多。尽管防御

性申请可能被视为一种合法的反制措施，但无形中增加了成本。

　　（２）补贴和政府指令的影响

报告认为，中国各种补贴和政府指令等非市场因素影响了中国的专利申请趋

势，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专利的商业价值相对低于其他国家。据悉，中国多

个省市都有专利补贴政策，且许多专利补贴提供的财政奖励大于获得专利的成本，

这可能是中国ＰＣＴ申请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与商标一样，补贴可能鼓励当事人为获得补贴申请专利，而不是保护创新。同

样也会促进将单件专利拆分为多件专利的行为，以达到特定的创新指标。

　　（３）对中国专利制度的影响

非市场因素对中国专利申请的影响，使人们对随后发布的专利商业价值产生

了质疑。从多项指标来看，中国专利的商业价值低于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其中

两项指标包括：国内发明人国外专利申请的比例和发明人专利商业化的程度。

①中国发明人寻求海外保护的频率低于美国

中国作为世界主要商品的出口国（包括全球高科技产品出口），只要出口商品

涉及中方的专利技术，就应该申请国外专利保护。但数据显示，中国专利申请人寻

求国外专利保护的可能性远低于美国。

图１２　２０１８年ＩＰ５国家国外专利申请与国内专利申请的比例（单位：％）

２０１８年，每１００件中国专利申请中仅有５件申请了国外专利保护。相比之下，

每１００件美国专利申请中有８０件申请了国外专利保护。图１２显示了ＩＰ５的国外

专利申请比例。中国国外专利申请占比５％，低于其他 ＩＰ５国家（４２％至２０２％）。

尽管中国发明人在中国提交的专利申请量远多于美国发明人在美国提交的专利申

请量，但美国发明人提交的国外专利申请量却更多。以此衡量，２０１８年，美国以２３

万多件国外专利申请量排名全球第一，中国以６６４２９件国外专利申请量排名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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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认为，中国相对较低的海外专利申请量很可能反映出海外申请的投资回报不

足以抵消外国申请相关的费用成本。

②中国发明人在知识产权商业化方面落后于美国

许可是知识产权商业化的主要手段。根据 ＷＩＰＯ《２０２０年全球创新指数》，美

国的知识产权收入占贸易总额的比例排名第一，而中国在这一比例上排名第４４

位。２０１９年，美国占全球许可总收入的３２５％，中国这一比例为１７％。图１３显

示了２０１９年ＩＰ５国家／地区的知识产权许可收入（不包括国内许可）。中国知识产

权许可收入占贸易总额的比例，显示出中国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价值相对较低。

图１３　２０１９年ＩＰ５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许可收入（单位：十亿美元）

　　４．结论

近年来，中国的商标和专利申请量超过了全球竞争对手。一些观察者认为，一

个国家的商标和专利申请量可以反映其品牌创造和创新强度。虽然中国在数量上

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与其在这些领域的强度有关，但没有其他的支撑背景下，

不应得出这方面的结论。中国出现的补贴、政府指令和恶意注册等非市场因素以

及由此产生的应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商标和专利申请活动。如果不考虑

非市场因素的作用，基于商标和专利申请绝对值的国家比较很有可能高估了中国

的品牌创造和创新活动。这些非市场因素不利于国内外注册和专利保护，加重了

专利和商标审查机构的负担，缩小了合法权利人可获得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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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法匹拉韦药物全球专利分析

【摘要】法匹拉韦（Ｆａｖｉｐｉｒａｖｉｒ）是日本富士胶片集团旗下的富山化学工业株式会

社研发的一种广谱抗ＲＮＡ病毒药物。本文从Ｃｏｒｔｅｌｌｉｓ、ＰｕｂＣｈｅｍ、Ｉｎｃｏｐａｔ数据库

中获取相关专利数据，基于专利计量分析方法，主要分析了法匹拉韦药物相关专

利的布局时间、专利技术方向、专利申请国家／地区分布、国家／地区专利技术布

局方向、专利申请人以及在华专利许可情况，揭示法匹拉韦药物的专利布局

态势。

法匹拉韦（Ｆａｖｉｐｉｒａｖｉｒ）是由日本富士胶片集团旗下的富山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研发的一种广谱抗ＲＮＡ病毒药物，化学名为：６氟３羟基吡嗪２甲酰胺，英文化学

名为：６Ｆｌｕｏｒｏ３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ｙｒａｚｉｎｅ２ｃａｒｂｏｘａｍｉｄｅ，分子式为 Ｃ５Ｈ４ＦＮ３Ｏ２，２０１４年３月

在日本批准上市［１０］。其作用机制如图１４所示，是通过抑制病毒 ＲＮＡ聚合酶进而

阻断病毒ＲＮＡ的合成，从而起到抗病毒的作用［１１］；同时，法匹拉韦对哺乳动物细胞

内的ＲＮＡ合成不产生抑制作用，因此是一种相对安全有效的抗病毒药物［１２］。研究

发现法匹拉韦对ＨＩＶ、ＳＡＲＳ、埃博拉病毒、西尼罗病毒、黄热病病毒、黄病毒、沙粒病

毒、布尼亚病毒、甲病毒、肠道病毒和裂谷热病毒等都有一定的体内或体外抗病毒

作用［１３］。

［１０］魏娜，王彩霞，刘喜宝，等．抗病毒新药法匹拉韦研究进展［Ｊ］．医药导报，２０１６（２）：１６８１７０．
［１１］赵旭，周辛波，钟武，等．抗病毒药物———法匹拉韦［Ｊ］．临床药物治疗杂志，２０１５（０４）：２２２６．
［１２］刘葵葵，邓玉晓，封静，等．法匹拉韦中有关物质的 ＨＰＬＣ法测定［Ｊ］．中国药师，２０１８，２１（４）：
７３９７４２．
［１３］王先，孙娜，陈志海．法匹拉韦抗病毒治疗研究进展［Ｊ］．中国新药杂志，２０１９，２８（１５）：１８２４１８２７．

本文基于专利计量分析方法，从法匹拉韦药物相关专利的布局时间、专利布局

技术方向、专利申请国家／地区分布、国家／地区专利技术布局方向、专利申请人以

及在华专利许可进行分析，揭示法匹拉韦药物的专利布局态势。本文的数据来源

于科睿唯安Ｃｏｒｔｅｌｌｉｓ药物数据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ＰｕｂＣｈｅｍ数据库和合享新

创Ｉｎｃｏｐａｔ专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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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法匹拉韦作用机制［１４］

［１４］医药魔方．海正药业回应：法匹拉韦流感适应症已报产，考虑申请新冠肺炎临床试验［ＥＢ／ＯＬ］．［２０２０
０２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ｈａｒｍｃｕｂｅ．ｃｏｍ／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４７００？ｉｎｄｅｘ＝ｎｅｗｓ．

　　１．专利布局趋势

从法匹拉韦专利及其申请年度分布（图１５）中发现，法匹拉韦药物的专利申请

呈现波动性增长趋势，首件专利申请是１９９９年日本富山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的“含

氮杂环羧酰胺衍生物或其盐以及含有二者的抗病毒药”，该专利在全球２５个国家

或地区均提交了专利申请，属于法匹拉韦药物的基础发明；随后富山化学工业株式

图１５　法匹拉韦专利申请年度分布（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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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社持续对药物进行研究，专利申请也在同步跟进，在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４年和

２００８年均申请了药物化合物或组合物的专利。直到２００８年，美国 Ａｄａｍａｓ药物公

司作为除日本富山之外的第一家公司开始布局该药物相关专利，申请了“用于治疗

流感的组合物和试剂盒”。从整体申请趋势看，２０１１年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最多，包

括日本富山化学工业株式会社３件、中国台湾卫生研究院２件、美国的吉利德公

司、Ｋｉｎｅｔａ公司、Ａｄａｍａｓ药物公司、Ａｌｉｏｓ生物药公司、ＢｉｏＣｒｙｓｔ制药公司各１件，其

中富山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的专利主要围绕法匹拉韦药物的化合物制备方法及改

进，中国台湾卫生研究院主要围绕治疗病毒感染的香豆素化合物、喹啉化合物。中

国关于该药物最早的专利申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

在２０１２年申请的“３烷氧基取代２吡嗪甲酰氨类化合物及其用途”，该发明中的化

合物具有生物利用度高，体内作用时间长等明显优点，属于药物的改进。

图１６　法匹拉韦专利布局技术方向（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２．专利布局技术方向

从法匹拉韦逐年专利布局技术方向（图１６）中发现，该药物的专利技术布局年

度趋势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２０１０年之前，这个阶段的专利申请均

围绕药物的化合物及组合物，处于药物的研发初始阶段，专利申请时间不持续；第

二个阶段是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４年，这个阶段仍旧以化合物及组合物为主，但是开始出现

少量药物的制剂和用途专利，如日本富山化学工业株式会社２０１０年申请的药物片

剂专利（ＵＳ１３２５６０７５），美国格穆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０年申请的用于治疗甲型

流感病毒（例如Ｈ１Ｎ１、Ｈ３Ｎ２和Ｈ５Ｎ１，及其突变）或冠状病毒（例如引起严重急性

呼吸综合征的病毒，“ＳＡＲＳ”）的用途专利，属于药物的研发成长期。第三阶段是

２０１４年之后，这个阶段出现较多的制剂、晶型、制备工艺专利，化合物及组合物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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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明显下降，处于药物研发的成熟期。

　　３．专利申请国家／地区分布

结合图１５的分析结果，对国家／地区专利申请年度分布（图１７）进行分析发现，

在法匹拉韦专利布局的三个阶段中，第一阶段（２０１０年之前）的主要技术布局是日

本，美国从２００８年后开始着手布局相关专利；第二阶段（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４年），专利布

局仍以日本和美国为主，中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丹麦开始布局相关专利；第三阶

段（２０１４年之后）研发成熟期，中国的相关专利布局力度显著提升，日本和美国也

在持续布局，英国和法国加入。

图１７　法匹拉韦专利申请国家／地区分布（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４．国家／地区专利技术布局方向

通过分析国家／地区法匹拉韦专利技术布局方向（图１８）发现，日本既是该药

物的研发国，也是主要布局国，布局技术方向主要是化合物、制剂及组合物，相关专

利布局持续进行，显示出日本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美国位居第二，主要布局

化合物和用途；中国专利布局数量位居第三，以制备工艺和制剂为主，化合物专利

布局力度较弱，唯一的化合物专利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

研究所２０１２年申请，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在法匹拉韦药物原始创新和基础

研发方面的薄弱。

　　５．专利申请人

通过分析法匹拉韦药物的专利申请人分布（表４）发现，全球共有２８家机构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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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　法匹拉韦国家／地区专利技术布局方向

绕法匹拉韦申请专利，其中日本富山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是主要专利申请人，共申请

２１项，占全部专利的３２３％，专利技术方向为化合物、组合物和制剂；随后是美国

Ａｌｉｏｓ生物药公司，申请专利５项，占比７７％，专利技术方向为化合物和用途；再次

是我国山东省药学科学院、威海贯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国台湾卫生研究院分

别申请３项。此外，成都新恒创药业有限公司、郑州大学、北京阜康仁生物制药科

技有限公司、济南大学、南京华威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大连鸿凯化工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石药集团中奇制药技术（石家庄）有限公司、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和中南大学等１０家机构也围绕该

药物进行了专利布局，但是申请专利技术方向以晶型、制剂和制备工艺为主。

表４　法匹拉韦专利申请人分布

排序 专利申请人
国家／
地区

专利申
请量（项）

占比 技术方向

１ 富山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日本 ２１ ３２．３％ 化合物、组合物、制剂

２ Ａｌｉｏｓ生物药公司 美国 ５ ７．７％ 化合物、用途

３ 美国Ａｄａｍａｓ药物公司 美国 ３ ４．６％ 组合物

４ 威海贯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３ ４．６％ 晶型、制剂

５ 山东省药学科学院 中国 ３ ４．６％ 制备工艺

６ 中国台湾卫生研究院 中国台湾 ３ ４．６％ 化合物、组合物、用途

７ 格穆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美国 ２ ３．１％ 用途

８ ＢｉｏＣｒｙｓｔ制药公司 美国 ２ ３．１％ 化合物、组合物

９ 日本曹达株式会社 日本 ２ ３．１％ 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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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排序 专利申请人
国家／
地区

专利申
请量（项）

占比 技术方向

１０ 法国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院 法国 ２ ３．１％ 用途

１１ 康拜那托雷克斯（新加坡）股份有限
公司

新加坡 ２ ３．１％ 组合物

１２ 南京华威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 １ １．５％ 制备工艺

１３ 石药集团中奇制药技术（石家庄）有
限公司

中国 １ １．５％ 制剂

１４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 １ １．５％ 制剂

１５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
药物研究所

中国 １ １．５％ 化合物

１６ 郑州大学 中国 １ １．５％ 制备工艺

１７ 中南大学 中国 １ １．５％ 制备工艺

１８ 富士胶片公司 日本 １ １．５％ 化合物

１９ Ｋｉｎｅｔａ公司 美国 １ １．５％ 化合物

２０ 阿森迪斯药物骨疾病股份有限公司 丹麦 １ １．５％ 化合物

２１ 成都新恒创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 １ １．５％ 组合物

２２ 北京阜康仁生物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１ １．５％ 制备工艺

２３ ＴＲＥＫ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ＰＢＣ 美国 １ １．５％ 用途

２４ 大连鸿凯化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 １ １．５％ 制备工艺

２５ 美国埃默里大学 美国 １ １．５％ 用途

２６ 葛兰素史克 英国 １ １．５％ 组合物

２７ 吉利德公司 美国 １ １．５％ 用途

２８ 济南大学 中国 １ １．５％ 制备工艺

　　６．在华专利布局

基于法匹拉韦药物专利的中国同族信息，对其在华布局情况进行分析（表５）。

可以发现，日本富山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是在华专利的主要持有者，专利布局数量较

其他机构具有明显优势，而且专利布局类型以化合物和组合物专利为主，共布局２４

项；其次是我国的威海贯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山东省药学科学院，分别布局３项

专利，技术方向涉及晶型、制备工艺和制剂；日本曹达株式会社布局２项专利，排名

第４，均为化合物专利；其他机构均布局１项专利。在华专利布局机构中，共有日本

机构３家，中国机构１２家，丹麦机构１家，英国机构１家。日本在华布局专利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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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虽然数量少，但是申请专利为２７项，占比６０％，具有显著的技术优势，而我国虽

然开展专利布局的机构数量较多，但是布局较为分散，需进一步整合研发力量实现

技术突破。

表５　在华布局专利机构及技术方向

专利申请人
国家／
地区

技术方向

化合物 晶型 制备工艺 制剂 组合物 总计

富山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日本 ２１ １ ２ ２４

威海贯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１ ２ ３

山东省药学科学院 中国 ３ ３

日本曹达株式会社 日本 ２ ２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
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

中国 １ １

大连鸿凯化工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中国 １ １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 １ １

阿森迪斯药物骨疾病股份
有限公司

丹麦 １ １

北京阜康仁生物制药科技
有限公司

中国 １ １

成都新恒创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 １ １

石药集团中奇制药技术
（石家庄）有限公司

中国 １ １

富士胶片公司 日本 １ １

郑州大学 中国 １ １

葛兰素史克 英国 １ １

中南大学 中国 １ １

济南大学 中国 １ １

南京华威医药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中国 １ １

总计 ２６ １ ９ ５ ４ ４５

　　７．对华专利许可

日本富士胶片集团是法匹拉韦基础核心专利持有者。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３日，该公

司就法匹拉韦有效成分的专利与中国浙江海正药业签订了专利授权（许可）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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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富士胶片首次就其专利与国外制药商签订许可协议［１５］，允许该公司在中国区

域（不包含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使用其含“法匹拉韦”相关专利（包含化合物专

利及用途专利等）来研发、制造、销售抗流感病毒药物，授权期限为专利到期时间，

未获得授权的专利待授权后再许可。该许可协议共涉及５件中国发明专利［１６］（如

表６），这些专利均是由日本富士胶片及其旗下富山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持有，其中专

利“ＺＬ９９８０９８９７．３”、“ＺＬ２００４１００３２５５０．８”是法匹拉韦基础专利的同族专利，已经

在２０１９年８月因期满失效；专利“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０２４６５６．１”在转让尚未获得授权，后于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３日获得专利授权，将于２０２８年失效；另外２项将分别在２０３０年和

２０３１年失效。该专利许可为海正药业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６日取得法匹拉韦药物上市批

件中发挥重要作用，日本富士专利打包许可、未授权专利许可等专利运营策略值得

我国科研机构或企业参考借鉴。

［１５］马丽．日本富士胶片与中国企业签订“法匹拉韦”专利授权协议［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６２３］．ｈｔｔｐ：／／ｊａｐ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１６／０６２３／ｃ３５４６３２８４７２５６８．ｈｔｍｌ．
［１６］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日本富士胶片株式会社签署抗流感病毒药“Ａｖｉｇａｎ片”相关专利授
权合同的公告［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２２６］．ｈｔｔｐ：／／ｐｇ．ｊｒｊ．ｃｏｍ．ｃｎ／ａｃｃ／ＣＮ＿ＤＩＳＣ／ＳＴＯＣＫ＿ＮＴ／２０１６／０６／２５／１２２０９４＿ｌｓ
＿１２０２４０７８７７．ＰＤＦ．

表６　浙江海正获得专利许可清单

专利号
专利申
请时间

当前法
律状态

专利到
期时间

专利名称
专利
权人

ＺＬ９９８０９８９７．３ １９９９．０８．１８ 失效 ２０１９．０８．１８
含氮杂环羧酰胺衍生
物或其盐以及含有二
者的抗病毒药

富山化学工
业株式会社

ＺＬ２００４１００３２５５０．８１９９９．０８．１８ 失效 ２０１９．０８．１８ 含氮杂环羧酰胺衍生
物或其盐

富山化学工
业株式会社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０２４６５６．１２００８．０９．２５ 有效 ２０２８．０９．２５
６氟３羟 基２氰 基
吡嗪的有机胺盐及其
制备方法

富士胶片富
山化学株式
会社

ＺＬ２０１０８００１１８７６．６２０１０．０３．１２ 有效 ２０３０．０３．１２
含有 ６氟３羟基２
吡嗪甲酰胺的片剂和
粒状粉剂

富山化学工
业株式会社

ＺＬ２０１１８００５３８１６．５２０１１．１１．１１ 有效 ２０３１．１１．１１ 吡嗪并［２，３ｄ］异
唑衍生物

富士胶片株
式会社；富
山化学工业
株式会社

　　８．结论与分析

本文以法匹拉韦药物为研究对象，利用 Ｃｏｒｔｅｌｌｉｓ药物数据库、ＰｕｂＣｈｅｍ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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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Ｉｎｃｏｐａｔ专利数据库的数据，基于专利计量分析方法，从法匹拉韦专利布局时间、

专利布局技术方向、专利申请国家／地区分布、国家／地区专利技术布局方向、专利

申请人分析以及对华专利许可情况几个角度展示了法匹拉韦药物的专利布局态

势，得到如下结论。

（１）法匹拉韦药物的专利申请始于１９９９年，申请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围绕

化合物及组合物发明的研发初始阶段（２０１０年之前）、出现少量药物制剂和用途专

利的研发成长阶段（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４年）和制剂、晶型、制备工艺专利大量涌现的研发

成熟阶段（２０１４年之后）。

（２）法匹拉韦药物的基础专利是日本富山化学工业株式会社１９９９年申请的

“含氮杂环羧酰胺衍生物或其盐以及含有二者的抗病毒药”，该专利同时在全球２５

个国家或地区进行了专利保护，显示了日本企业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中国的

相关专利布局时间相对较晚，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第三阶段，最早的专利是由中国

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在２０１２年申请的“３烷氧基取代２吡

嗪甲酰氨类化合物及其用途”专利。

（３）日本既是法匹拉韦的研发国，也是主要布局国。日本富山化学工业株式会

社是法匹拉韦主要的专利持有者，技术方向是化合物、组合物和制剂。２０１６年，日

本富士胶片与中国海正药业签订专利许可协议获取法匹拉韦有效成分专利收益。

美国专利布局数量位居全球第二，布局了较多用途专利，如美国格穆斯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２０１０年申请了该药物用于治疗甲型流感病毒或冠状病毒（如ＳＡＲＳ）的用途

专利。中国的专利布局数量位居全球第三，以制备工艺和制剂为主。

（４）我国的科研机构、企业和大学围绕法匹拉韦已经进行了一定数量的专利布

局，但是起步较晚，且主要集中在制备工艺和剂型的改进上，基础化合物专利布局

力度较弱。虽然国外公司申请的部分化合物专利已经失效成为公知技术，但是仍

有较多外围专利对其技术进行保护，直接使用这些技术面临较高的专利壁垒，因

此，我国需要对药物的原始创新和基础研发能力进行适度强化。

（５）法匹拉韦专利许可案例对我国机构开展药物研发和生产具有一定的启示，

即善用专利打包许可、未授权专利许可等专利运营策略，这对于专利权人运用自有

专利或者引入外部技术加快药物研发和获批具有积极作用。

吕璐成，郑丽丽，赵亚娟（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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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中科院２０２０年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亮点工作发布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在全院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

下，重大科技成果不断产出，并持续通过成果转移转化服务国民经济主战场。经中

科院有关职能部门和专家推荐，同时参考广大网民意见，中科院２０２０年度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亮点工作最终确定，予以正式发布，共６项：

１．千吨级“液态阳光”合成项目示范成功

２．中国科大“托珠单抗＋常规治疗”进入新冠肺炎第七版诊疗方案

３．中国首台无烟煤原料循环流化床气化装置成功投运

４．中科院合作研发新冠重组蛋白疫苗及中和抗体进入临床

５．中科院联合研发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进入临床三期试验

６．自动分拣设备让“汗水物流”变“智慧物流”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２１１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３日

中科院２０２０年度科技成果路演活动于线上举行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日，２０２０年度“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路演

活动于线上举行。活动由中科院、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导，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中科院科学传播局、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中科院

上海分院主办。活动以“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围绕服务民生改善、产业关键

技术突破和产业转型升级，向社会发布一批中科院应用科技成果，希望与行业企

业、投融资机构不断深化合作，促进科技与资本的深度融合，共同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中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张涛发表活动致辞，希望更多的社会资本、企业家共

同关注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也呼吁更多的

科研主力军挺进国民经济主战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中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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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工作会议也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列为２０２１年经济工作的首要重点任务。

中科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加快突

破关键核心技术，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在打通科技创新价值链的道路上积极探

索，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和模式，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

有力的科技支撑。

本次活动发布了源自中科院的“合成气制备乙醇技术”“黑水虻转化有机废弃

物”“非结构化大数据智能分析处理”“碳化硅晶体生长和加工”“龙芯处理器”等一

批技术转化成果；路演展示了包括中合气化、数据地平线、中科驭数、矽睿科技、鑫

醇科技等十家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优秀企业；线上平台集中展示了中科院百余项

最新的科技前沿技术成果，覆盖生物、芯片、信息、材料、能源、制造等公众关注

领域。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ｃｎ／ｓｙｇｚ／２０２１０１／ｔ２０２１０１２０＿４７７５２３８．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

中科院１５件高价值发明专利在渝成功拍卖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０日，由重庆市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

共同主办的中国科学院高价值专利成果网上拍卖会在重庆举办。中国科学院系统

内单位的２５件高价值发明专利参加拍卖，共计成交１５件，成交金额４８．４万元。来

自重庆、北京、江苏、广东、安徽等地的２０余家企业参加了拍卖会。

本次线上拍卖活动是重庆市知识产权局与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

共同推动中国科学院高价值专利在渝转化运营，建立完善高价值专利在渝运营转

化常态化对接机制的重要举措之一。

通过前期的成果筛选、匹配和对接，本次拍卖活动参拍高价值专利共２５件，其

中专利包２个，均为中国科学院系统的授权发明专利。主要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能源、物联网、新材料等多个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拍卖会上，共有１５件高价值专利被成功拍出。重庆中纳科技有限公司、重庆

南派克仪表科技有限公司、重庆智慧之源科技有限公司参与竞拍，获拍专利３件。

拍卖会后，交易双方将签订线下高价值专利转让协议并办理转让手续。

下一步，重庆市知识产权局将加强与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的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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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合作，共同研究推进专利运营发展的工作安排，加强工作联动和资源整合。

重庆市知识产权局也将全面加强知识产权运营工作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

围绕知识产权运营的关键环节，充分发挥第三方市场化运营机构的功能作用，不断

加强运营机制创新、运营模式创新。此次拍卖会的成功举办，也将进一步促进中科

院高价值专利成果在渝落地转化和有效运用，助力重庆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和转

型升级，助推重庆区域经济高价值发展。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２０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３日

中科院２家院属机构进入安徽省发明专利百强榜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３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经济和信息

化厅在《安徽日报》联合公布了２０２０年安徽省发明专利百强排行榜（以下简称“百

强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２家院属机构继续上榜，分别位

居第四位和第六位。

此次发布的百强榜入榜单位中，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分别有７４家、１６家和１０

家，共拥有有效发明专利３１３８９件，占全省有效发明专利数的３３．６％；入榜单位最

低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为５０件，较去年增长了５件；有１４家单位首次进入百强榜，

展现出安徽省企事业单位专利创造稳中有进、量质齐升的发展态势。自２０１４年开

始，安徽省发明专利百强排行榜已连续公布了七个年度，旨在引导和鼓励安徽省企

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不断提升知识产

权创造质量，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ａｍｒ．ａｈ．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５２４８９２６／１４５５３６６８１．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

空天院召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宣贯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日，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空天院”）科技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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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处组织召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宣贯暨代理机构宣讲会。科研部门近６０名职

工参会。会议由科技促进发展处处长滕启治主持。

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知识产权处处长田永生受邀参会，并作了题为《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与知识产权相关工作情况》的专题报告，就国家对知识产权管理最新动

态、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环境、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案例以及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等方面进行详细的政策解读和数据分析。科技促进发展处副处长姚海琴对空天院

历年知识产权数据和运营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对空天院２０２１年知识产权管理工作

重点进行了介绍。入选空天院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的１２家单位负责人向与会人员

详细介绍了自身业务和优势服务。

通过召开此次宣贯会，科研人员进一步了解了空天院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和流

程，对提升空天院知识产权管理工作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２１７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９日

上海应物所首次实现超千万知识产权现金转让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１日，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与上海氢程科技有限公司完成氢能技

术领域制氢材料相关专利技术的知识产权交易，这也是上海应物所首个超千万的

现金转让知识产权项目。

本次知识产权交易的主要内容涉及固体氧化物电解制氢相关的核心专利和技

术，该技术的落地转化将有力推动高效电解水制氢技术的发展。交易通过上海市

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进行，以市场运作的方式，实现了从技术研发向产业应

用的转化，打通了科研产出与生产实践通道，使科技成果更好地与地方产业相融

合，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

在上海应物所实行科研与产业化“两条腿走路”战略发展的新时期，本次知识

产权交易为科技产业化工作提供了更多可参考的模式，并为后续科技转化工作开

创了良好开端。期待未来以此为契机，继续发展高温制氢核心技术，推动能源低碳

转型，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发展，实现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２０３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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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２０６０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作出国立研究机构应有的贡献。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２１６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９日

自动化所康复机器人项目获得全国机器人
专利创新创业大赛特等奖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１日，第四届全国机器人专利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暨高峰论坛在

安徽省芜湖市成功举办，自动化研究所“强化神经协同参与的全周期下肢康复机器

人”项目摘得本次大赛特等奖桂冠。

“强化神经协同参与的全周期下肢康复机器人”项目研制了国际首款可以在完

整康复周期内为下肢障碍患者提供训练的全周期下肢康复机器人，主要用于由脑

卒中、脊髓损伤造成下肢瘫痪的患者。该机器人首次融合康复早期的坐卧式踏车、

中期的电动直立床以及后期的步态训练设备功能，创新建立了基于人体意图识别、

多重感觉反馈的强化神经协同参与技术，克服了已有下肢康复机器人只能用于特

定康复阶段的弊端，可以有效提高设备的使用效率，实现标准统一的康复评定，为

评定与康复一体化设计以及康复处方的全周期优化打下基础。该项目的推广应用

有望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相关专业人才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产生显著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２０１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３日

武汉分院举办第二届知识产权发明创新大赛

为进一步激发研究所创新创造活力，鼓励和引导科研人员、研究生开展知识产

权发明创新活动、有效提升申请数量和质量，发挥专利在促进产业发展、科技创新

等领域的重要作用，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主办，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承办了以“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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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价值，创新推动发展”为主题的“２０２０年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第二届知识产权

发明创新大赛”。大赛吸引了院属在汉研究所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参与，共收到来自

各所１９个参赛课题组的２３６件参赛专利，涉及到光电子、生物医药、资源环境等多

个研究领域。经研究所推荐申报、法律状态检索、信息查询及专家评审等程序，本

次大赛共评出了“专利之星”奖项２项、“专利先进团队”奖项４项和优秀组织工作

者５名。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第二届知识产权发明创新大赛表彰

会”举行，会议由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江洪研究员主持，武汉分院科技合作处

王勇处长为本次大赛获奖专利、团队代表和个人颁发荣誉证书。活动还特别邀请

了资深专利代理专家做了题为《专利挖掘、布局与高价值专利培育》的主题讲座，讲

座深入浅出，结合实际案例阐述了如何挖掘、布局专利，以及如何写好专利申请文

本，做好知识产权保护。最后，与会代表就科研工作中如何进行专利挖掘、申请与

保护的心得进行了交流和研讨。

知识产权发展和保护的成效直接关系国家利益。近年来，武汉分院各研究所

不断创新，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专利，为研究所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本次

活动将进一步强化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观念，鼓励和引导科研人员积极开展创造

活动，对研究所专利管理工作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ｂ．ａｃ．ｃｎ／ｘｗ／ｇｚｄｔ／２０２０１２／ｔ２０２０１２３０＿５８４８５３６．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

工程热物理所召开知识产权工作总结交流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召开知识产权工作总结交流会。研究所

党委书记黄从利出席会议，科技发展处处长白鹭主持会议，各实验室负责人以及知

识产权人员共近３０人参加会议。

首先，由知识产权主管徐圆圆对研究所２０２０年知识产权工作整体情况进行汇

报。２０２０年是研究所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标认证后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正式运行的第一年。研究所以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为抓手，在平台建设、能力

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开展了知识产权信息运用、专利分级质量管理、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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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成果转化等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

知识产权专员是研究所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力量。随着研究所知识产权工作

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提升，对知识产权人员的专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循环流化

床实验室李百航分享了她从一个小白成长为一名优秀知识产权专员的经历，通过

与科研团队紧密结合，开展制度建设、风险监控、检索布局等工作，为重大科研项目

的执行和成果转化提供了有效的支撑和保障。其他知识产权专员们也分享了他们

在知识产权工作中的收获和成长。各实验室负责人纷纷表示，此次交流对知识产

权工作的意义和知识产权专员的价值有了更加充分的理解和认识，要向优秀实验

室多学习，提前做好知识产权的规划，把重视知识产权落到实处。

黄从利总结指出，知识产权是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重要产出和保障，要重视

知识产权成果的质量，产出实实在在有价值的专利。专员的工作是一个经验积累

的过程，要稳定知识产权专员队伍，重视知识产权专员人才的培养，使更多的知识

产权专员能够为实验室和科研团队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李姝影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２１５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

信息扫描

美国专利商标局２０２０年度回顾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０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发布了２０２０年度回顾，总结了

其在２０２０年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效，将其工作亮点概括为新的检索工具、更短的审

查时间以及出乎意料的高申请量。

专利审查改进方面，ＵＳＰＴＯ推出的专利端到端（ＰＥ２Ｅ）检索工具，为审查人员

提供了更多获取现有技术的方式。另外，ＵＳＰＴＯ制定的一项针对审查员的最新绩

效评估计划，为提高专利质量提供了路线图，包括更加注重检索、提高书面记录的

清晰度。缩短专利审查时间方面，ＵＳＰＴＯ继续减少平均专利审查时间，由去年的

２３．８个月缩短至 ２３．３个月。商标方面，商标申请全电子处理的覆盖率上升到

８８７％，使处理过程更高效、错误率下降并且更具成本效益。其次，ＵＳＰＴＯ连续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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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完成商标审查周期和质量目标，共计注册４０多万个商标。

邓文鼎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ｓｐｔｏ．ｇｏｖ／ａｂｏｕｔｕｓ／ｎｅｗｓｕｐｄａｔｅｓ／ｕｓｐｔｏｙｅａｒｒｅｖｉｅｗ

ｎｅｗ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ｏｌｓｈｏｒｔｅｒ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ａｎｄ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原文标题：ＵＳＰＴＯｙｅａｒｉｎｒｅｖｉｅｗ：Ｎｅｗ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ｏｌ，ｓｈｏｒｔｅｒ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ａｎｄ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ｈｉｇｈｅｒｆｉｌｉｎｇｖｏｌｕｍｅａｍｏｎｇ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ｏｆ２０２０ｆｏｒＰａ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月２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 ＣＯＶＩＤ１９救济计划进展

为应对ＣＯＶＩＤ１９大流行，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今年早些时候启动了优先

专利和商标审查试点计划。ＵＳＰＴＯ通过这些计划向符合条件的专利申请人批准优

先审查请求，针对满足条件的 ＣＯＶＩＤ１９医疗产品和服务相关的商标申请，允许加

快初步审查，而无需支付与其他优先审查相关的费用。

自救济计划实施以来，ＵＳＰＴＯ已经累计批准专利申请优先审查２５１件，专利授

权３３件，商标注册１２９件。在优先审查的专利申请中，有一半以上是针对医疗、疫

苗和诊断技术的，其余的应用则是呼吸机、个人防护设备（ＰＰＥ）以及其他与

ＣＯＶＩＤ１９相关的技术。在商标申请中，几乎一半是用于 ＣＯＶＩＤ１９检测和治疗的，

另一半用于个人防护用品和医疗用品，以及与ＣＯＶＩＤ１９有关的医疗服务。

李姝影　检索，邓文鼎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ｓｐｔｏ．ｇｏｖ／ａｂｏｕｔｕｓ／ｎｅｗｓｕｐｄａｔｅｓ／ｕｓｐｔｏｙｅａｒｒｅｖｉｅｗ

ｎｅａｒｌｙ４００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ｅｄ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原文标题：ＵＳＰＴＯｙｅａｒｉｎｒｅｖｉｅｗ：Ｎｅａｒｌｙ４００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ｅｄ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ＵＳＰＴＯ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ＣＯＶＩＤ１９ｒｅｌｉｅｆ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２日

欧盟保护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计划取得进展

欧盟保护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计划ＩＰＡ４ＳＭＥ自２０１９年５月成立以来，已成功帮

助中小企业开展知识产权增值利用，来自３０个国家１０００多家中小企业已从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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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中受益。ＩＰＡ４ＳＭＥ为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提供价值１．５万欧元的一系列与知识

产权相关的服务，包括免费知识产权预诊断服务、专家定制化知识产权业务战略报

告，并就如何高效、安全地利用其知识产权资产提供建议。此外，相关资助还可以

报销知识产权保护费用，特别是知识产权律师费和欧洲专利申请费。

据调查，９７％的申请人有兴趣获得额外的支持，８７％的受益中小企业对其知识

产权及价值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９０％认为知识产权预诊断报告是有用的资源，９１％

表示会向其他创新型中小企业推荐知识产权预诊断服务。

邓文鼎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ｅｕ／ｎｅｗｓ／ｉｐａ４ｓｍ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ｓｍａｌ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原文标题：ＩＰＡ４ＳＭ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ｔｓｍａｌ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２月４日

德国启动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资助计划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１日，德国专利商标局（ＤＰＭＡ）网站发布消息，“中小企业创意

助力基金（ＴｈｅＩｄｅａｓＰｏｗｅｒｅｄｆｏ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ＭＥＦｕｎｄ）”将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生效。

该计划为期一年，将为欧洲中小企业（ＳＭＥ）利用知识产权提供２０００万欧元的资

助，帮助其在国家、地区或欧盟层面上制定知识产权战略和保护知识产权。每个中

小企业（ＳＭＥ）最多可获得１５００欧元的补贴：（１）对德国和欧盟商标和外观设计的

注册费用补贴５０％；（２）对早期知识产权审计［１７］费用补贴７５％。此外，欧盟委员

会与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将在短期内为受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提

供资金支持和费用减免。

［１７］早期知识产权审计：大约两小时的定向咨询，包括企业知识产权的价值创造和风险规避。

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ｐｍａ．ｄ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ｓｍｅ／ｗｈｅｒｅ＿ｃａｎ＿ｉ＿ｆｉ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ａ９

原文标题：Ｕｐｔｏ１，５００ＥＵＲｇｒａｎｔｆｏｒ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ＳＭＥｓ）

ｆｏｒ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ｃｙｏｎａｎｄ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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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知识产权局保留对欧盟知识产权的保护

２０２１年１月４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发布指南，将为在欧盟注册的知识

产权提供与英国相同的权利和保护。英国脱欧过渡期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结束。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英国正式退出欧盟，现有的欧盟商标（ＥＵＴＭ）、注册共同体外

观设计（ＲＣＤ）和欧盟指定的国际注册将只覆盖除英国之外的２７个欧盟成员国。

根据退出协议条款，ＵＫＩＰＯ参照脱欧过渡时期的保护，将在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为每

个注册共同体外观设计（ＲＣＤ）和国际外观设计（ＥＵ）重新注册英国外观设计，为每

个欧盟商标（ＥＵＴＭ）和国际商标（ＥＵ）重新注册英国商标。这些新的知识产权将被

视为是根据英国法律申请和注册的权利。此外，ＵＫＩＰＯ还提供了一些关于如何查

找新的知识产权相关信息的指导，以及如何选择退出和延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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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更新专利合作条约申请人指南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最新指南介绍了根据《专利合作条约》

（ＰＣＴ）提交国际专利申请。最新的指南介绍了ＰＣＴ制度、申请的国际阶段和国家／

地区阶段、公开、国际专利申请的撤回、国际专利初步审查等内容。英国知识产权

局将作为英国的国际局受理ＰＣＴ申请，申请人需填写ＰＣＴ／ＲＯ／１０１申请表，选择或

指定ＰＣＴ国家或地区办事处。指南还针对ＰＣＴ专利申请的常见问题进行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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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将改善 ＡＩ相关发明审查环境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２日，日本专利局（ＪＰＯ）成立了一个人工智能（ＡＩ）审查支援小

组，致力于改善ＡＩ相关发明的审查环境。近年来，以深度学习为中心的ＡＩ相关技

术迅猛发展，与ＡＩ技术相关的发明专利申请不断增加。日本专利局采取了增加并

公开与ＡＩ技术有关的审查案例等措施，以提高审查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ＡＩ相关

技术是典型的融合技术，不仅需要了解与ＡＩ相关的技术，还必须准确掌握ＡＩ在各

个技术领域的应用情况等。因此，ＡＩ审查支援团队将开展跨技术领域合作，以积累

和分享最新ＡＩ技术知识和审查案例，商讨相关的专利审查措施。ＡＩ负责人员将收

集各个审查部门的知识见解，解答来自审查员的咨询，为实现高效和高质量的 ＡＩ

相关发明审查提供支持。

卢雨欣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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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０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２０２１审查手册》

２０２１年１月６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了《２０２１审查手册》（第１３版），新规则

按照权利类别细化了审查标准，进一步强调了证据调查工作，并增加了最新判例。

审查手册作为业务说明书，向知识产权审查员、审判人员和专利代理人等公众介绍

了专利、实用新型、商标、外观设计相关的审查事务、审查程序以及审查标准。此修

订版还增加了２０１７年３月以后的行政法规等修改事项和审判实务中需要注意的

判例，详细收录了证据调查方法、商标认知度问卷调查指南、网上证据资料收集方

法等具体的处理步骤和方法，便于审查员以此为基础全面深入地掌握相关信息，进

行充分审查。尤其是在确定权利范围和无效审查存在纠纷时，审查员和专利代理

人可以通过审查手册查询判例和审查标准。据悉，为保持专利审判的一致性和正

确性，需要以法律、制度、体系为后盾，新版审查手册将是提高审查标准一致性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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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环节。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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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开通移动端知识产权申请系统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３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完成知识产权电子申请系统的升级，正式

开通移动端“知识产权申请系统”。韩国知识产权局于３月１６日在全球首次引进

并使用移动端的商标专利申请服务系统，从１２月２３日开始，专利、实用新型、外观

设计也可以通过移动端访问知识产权申请系统。人们可以利用智能手机实时、迅

速地进行知识产权申请、网上查询和缴纳知识产权申请费等手续费，并可以通过手

机端接收审查通知书、查询审查进度和获取知识产权证书等。此前，在韩国没有经

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必须要通过书面申请全

权委托给专利代理人，现在可通过该系统进行网络移动端申请。代理知识产权的

申请和变更均需要申请人的电子签名或者手机认证。据悉，今后韩国将加速专利

服务的数字化转型，最大限度提高便利性和满意度。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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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修订软件商标申请审查标准

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韩国知识产权局修订软件商标申请审查标准，自２０２１年１

月起，申请软件相关商标时必须注明软件用途。韩国知识产权局综合了相关业界

的意见，参照美国等外国商标审查标准，对软件相关的商标审查标准进行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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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记载用途的软件商标才可以注册。此前允许注册包括“电脑软件”“手机应

用”等软件名称的商标，因此，商标的保护范围被广泛认定为“所有用途的软件”。

但是商标所有人一般只使用某一类特定用途的软件，不区分用途的商标保护限制

了其他类似商标的申请。韩国知识产权局为解决该问题，修改了商标专利审查标

准，今后只有明确注明用途的商品才可以申请专利，例如“游戏软件”“汽车导航软

件”。在数字转型时代，此次审查标准的修订将为制定符合软件产业交易实际的合

理商品标准做出贡献，同时还将为期望打入市场的企业获得与软件相关商标提供

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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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ｉｐｏ．ｇｏ．ｋｒ／ｋｐｏ／ＢｏａｒｄＡｐｐ／ＵｎｅｗＰｒｅｓｓ１Ａｐｐ牽ａ＝＆ｂｏａｒｄ＿ｉｄ＝
ｐｒｅｓｓ＆ｃｐ＝＆ｐｇ＝＆ｎｐｐ＝＆ｃａｔｍｅｎｕ＝ｍ０３＿０５＿０１＆ｓｄａｔｅ＝＆ｅｄａｔｅ＝＆ｓｅａｒｃｈＫｅｙ＝

＆ｓｅａｒｃｈＶａｌ＝＆ｂｕｎｒｙｕ＝＆ｓｔ＝＆ｃ＝１００３＆ｓｅｑ＝１８６６９
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月８日

韩国制定数字新产业领域专利授权标准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９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制定数字新产业领域专利授权标准，以降

低人工智能、物联网服务和生物技术等数字新产业领域专利申请的难度。为了应

对数字新产业领域急剧扩张的现状，韩国针对数字复合技术相关的专利申请，制定

出更加明确、具体的专利标准，使相关领域的专利申请和授权更加容易。在相关的

审查实务指南中，针对人工智能、物联网服务和生物技术等五大核心领域，以融合

技术为中心制定了判断可专利性的条件、不同类别专利的申请授权标准以及具体

的判断案例。此次制定的标准与韩国政府推进数字新政的方向一致，延续了一直

以来推行的“考虑产业特性的定制化审查政策”。未来相关标准还将扩展到自动驾

驶、智能机器人等未来增长潜力较高的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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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司法部批准大学技术许可计划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３日，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宣布，已完成一项针对联合专利许

可池的审查，该专利许可池被称为大学技术许可计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ｉｃｅｎ

ｓ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ＵＴＬＰ）。ＵＴＬＰ是由１５家美国大学提出的一项行动，为特定新兴技术

领域大学的物理科学相关专利提供许可，允许打包入池大学的互补专利，并通过

ＵＴＬＰ对外许可，将大学没有许可或实施的发明商业化。根据美国司法部商业审查

程序，申请人向反垄断部门提交一项行动提议，可获得一份由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

门出具的商业审查函，预先批准拟议的行动。

审查结论认为，联合专利许可计划损害竞争的可能性较小。该商业审查函仅

适用于ＵＴＬＰ，不适用于大学或其他实体与专利许可相关的其他任何协议或倡议，

如拟议行动被证明其目的或效果存在反竞争，将根据反垄断法保留对拟议行动提

出挑战的权利。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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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土安全部启动联邦资助技术加速器

美国国土安全部（ＤＨＳ）科技局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启动了首个国土安全创业

计划，以促进联邦政府资助的国土安全技术的商业化。国土安全创业工作室将组

建企业家团队，并将他们与科技局资助的技术相匹配，以评估其商业潜力，并探索

创立公司。该计划最终可能包括来自其他机构和实验室的技术。据悉，创业工作

室的目标是为团队提供基本的创业知识和技能，以快速评估国土安全部和商业化

的潜力，快速建立创业公司和分拆公司，使他们能够成功地许可技术并直接影响美

国的安全态势。该项目是与联邦科技公司ＦｅｄＴｅｃｈ合作成立的，ＦｅｄＴｅｃｈ是一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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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加速器，专注于国防部、ＮＡＳＡ、能源部、联邦实验室和大学等任务驱动组织的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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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启动加速器支持国防科技初创企业

２０２１年１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ＩＵ）推出“学术加速器”（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ｃｃｅｌｅｒａ

ｔｏｒ），以促进和支持国防高科技初创企业的发展。该加速器是由该大学、技术转让

公司Ｅｃｃａｌｏｎ和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家安全创新网络（ＮＳＩＮ）联合发起，将识别有

潜力的应用研究项目，并支持它们从实验室向市场转化，使其在商业和国防领域的

实际应用成为可能。印第安纳大学是首批加速新技术发展的４所大学之一，其他３

所大学分别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圣路易斯的华盛顿

大学。

学术加速器将利用大学的商业化资源，将大学的研究人员与潜在客户联系起

来，以获得反馈，还将利用大学在区域防务和创业生态系统中强大的合作伙伴关

系，确保参与者有足够的资金、人才和客户渠道。

邓文鼎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２１／０１／２０／ｉｎｄｉａｎａｕ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

ｆｏｒ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ｉｕ．ｅｄｕ／ｓｔｏｒｉｅｓ／２０２１／０１／ｉｕ／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１４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ｐｒｏｇｒａｍ

ｌａｕｎｃｈ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ＩｎｄｉａｎａＵ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ｆｏｒ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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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曼彻斯特大学重组 ＴＴＯ

２０２０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重组技术转移机构ＵＭＩ３［１８］，建立“创新工厂（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ｙ）”。该举措是由技术转移办公室（ＴＴＯ）的新任首席执行官安德鲁·

威尔金森（Ａｎｄｒｅｗ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发起，通过重塑品牌和机构重组，涵盖大学所有的商

业化活动。

［１８］ＵＭＩ３以三个子机构闻名，包括知识产权管理公司（ＵＭＩＰ）、孵化器公司（ＵＭＩＣ）和创新创业公司（ＵＭＩ３）。

“创新工厂”包括四个主要职能团队：（１）运营团队负责主动识别、评估和寻求

有创造价值潜力的机会，包括创办成功的衍生企业、对外许可、制定商业计划和知

识产权保护。（２）业务发展与投资团队负责推动大学知识产权许可或投资衍生企

业产生的商业交易，创造收入和价值，并与全球的被许可人和投资者建立联系。

（３）财务、法律和资产组合团队负责管理所有与财务、法务、资产组合管理、人力资

源和人才相关的活动，在商业规划过程中、创建新的衍生公司或签署许可协议后，

提供财务、法律和人力资源支持。（４）信息与数字营销团队负责内外部信息、通信

和市场情报的管理，保证组织的有效运作，并使其能够与全球各地的被许可人、投

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

赵颖会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２０／１２／１６／ｕ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ｕｎｖｅｉｌｓｎｅｗ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ｙａｓｉｔｒｅｂｒａｎｄｓ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ｔｔｏ／

原文标题：Ｕ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ｕｎｖｅｉｌｓｎｅｗ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ｙａｓｉｔｒｅｂｒａｎｄｓ，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ＴＴＯ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４日

创投基金支持美国大学食品技术商业化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早期替代蛋白质领域创投公司ＢｉｇＩｄｅａＶｅｎｔｕｒｅｓ（ＢＩＶ）宣布

启动１．２５亿美元“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ｏｄＲｕｒ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ＧＦＲＰ）”基金，并选择美国北卡罗

来纳州立大学作为首个合作伙伴。ＧＦＲＰ基金将专注在食品、农业技术和蛋白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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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等领域，支持大学相关知识产权商业化，助力美国农村社区的经济发展。ＧＦＲＰ

基金将建立至少５个创业中心以促进与美国多所顶尖大学的合作。ＢＩＶ创投中心

将与大学合作，共同识别和评估最具有商业化潜力的新成果，并对突破性的研究投

资成立新公司。ＧＦＲＰ初创公司的总部将设在合作大学附近的农村社区，旨在将资

本带到农村社区，并将企业家留在当地，以推动美国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ＧＦＲＰ

基金将推动科学家开展研究，鼓励其他企业家在美国农村风险投资中心创建公司。

赵颖会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ｌｏｂｅｎｅｗｓｗｉｒｅ．ｃｏｍ／ｎｅｗ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２０２１／０１／２８／２１６６０３０／０／ｅｎ／Ｂｉｇ

ＩｄｅａＶｅｎｔｕｒｅｓ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ＮｅｗＦｕｎｄｔｏ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Ｐａｎｄ

ＧｒｏｗＲｕ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ＢｉｇＩｄｅａＶｅｎｔｕｒｅｓ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ＮｅｗＦｕｎｄｔｏ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Ｐａｎｄ

ＧｒｏｗＲｕ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２月４日

ＲＰＸ：中国专利无效诉讼成功率约６０％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０日，知识产权交易公司ＲＰＸ统计分析了近１０年中国专利无效

案件，发现中国专利无效诉讼成功率约６０％。ＲＰＸ的统计涵盖了２０１０至２０２０年

间约２５万件中国专利无效案件，数据显示：（１）中国专利无效诉讼的数量增加了

约３倍，由２０１０年的不到１４００件增长至２０１８年的３８００多件；（２）在此类诉讼中，

大约６０％的专利被宣告无效。专利宣告无效后，不得对同一件专利提出基于同一

证据的相同论点。与美国不同，中国法院宣告的无效案件需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

局（ＣＮＩＰＡ）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门单独提起行政诉讼，一般需要六个月左右。

无效诉讼只能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有可能进一步向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

法庭提出上诉。

李姝影　检索，赵颖会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ｐｘｃｏｒｐ．ｃｏｍ／ｄａｔａｂｙｔ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ｔｅｎｔ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ｓｕｃｃｅｅｄａｂｏｕｔ６０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

原文标题：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ｔｅｎｔ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ＳｕｃｃｅｅｄＡｂｏｕｔ６０％ 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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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睿唯安发布２０２１全球商业调查报告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科睿唯安（Ｃｌａｒｉｖａｔｅ）发布“２０２１年全球商业调查报告：域名

在ＩＰ中日益重要的作用（２０２１Ｇｌｏｂ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ｕｒｖｅｙ：Ｔｈｅｇｒｏｗｉｎｇｒｏｌｅｏｆｄｏｍａｉｎｓｉｎ

ＩＰ）”。结果显示，２０２０年，三分之一的品牌在其域名上遭受网络攻击，域名安全被

认为是域名管理中最大的挑战。主要结论如下：（１）数字化使域名等数字空间的知

识产权成为网络犯罪的目标；（２）域名管理保护品牌价值，域名数量对品牌价值有

直接影响；（３）域名是宝贵的知识产权资产，是电子商务战略成功的关键。报告分

析发现，２０２０年，５３％的机构已经注册了新的 ｇＴＬＤ（通用顶级域），例如．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和．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而２０１９年这一比例为３９％。

李姝影　检索，邓文鼎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ｃｌａｒｉｖａｔｅ．ｃｏｍ／ｎｅｗ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ｈｅｂｉｇｇｅｓｔ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ｉｎｄｏｍａ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ｓ２０２０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ｒｉｓｅｉｎｄｏｍａｉ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ｃｙｂｅｒａｔｔａｃｋｓ

ｓａｙｓｎｅｗｃｌａｒｉｖａｔｅｒｅｐｏｒｔ／

原文标题：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ｈｅＢｉｇｇｅｓｔ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ｉｎＤｏｍａ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ｓ２０２０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ＲｉｓｅｉｎＤｏｍａｉ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ＣｙｂｅｒＡｔｔａｃｋｓ，ＳａｙｓＮｅｗＣｌａｒｉｖａｔｅＲｅｐｏｒｔ

检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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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承办的

《知识产权动态》遵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相关规定，保护知识产权，保障著作权人的

合法权益，并要求参阅人员及研究人员认真遵守中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严禁将

《知识产权动态》用于任何商业或其他营利性用途。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

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同意，用于读者个人学习、研究目的的单篇

稿件的使用，应注明版权信息和信息来源。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

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允许，院内外各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整期转载、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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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管理中心发送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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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