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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湖北省

开展打击知识产权违法百日执法专项行动

8 月 28 日，湖北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联合下发通知，决定自 9 月
1 日起，在全省开展打击知识产权违法百日执法行动，要求加强重点领域执
法检查、加大优势商标保护力度、严厉查办一批典型违法案件、全面提升执
法能力专业水平及健全执法保护长效机制等。（来源：8 月 29 日，湖北省知
识产权局。）

湖北省应邀在 2019 年知识产权信用体系建设培训班作交流汇报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主办的 2019 年知识产权信用体系建设
培训班 20 日至 23 日在山东省烟台市举办。22 日下午，湖北省知识产权行业
信用平台负责人陈阳福以“湖北省知识产权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实践”为主
题作典型经验交流，受到培训班领导专家学员认可。（来源：8 月 26 日，湖
北省知识产权局。）

省知产局赴国知局汇报商标和地理标志工作

8 月 22 日至 23 日，省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程浩、商标和地理标志处负责
人一行专程赴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商标局汇报联系商标和地理标志工作，将牢
记使命、主动担当、整改提高贯穿始终，深刻反映了省知识产权局党组改进
工作作风，扎实推进整改的勇气和决心。（来源：8 月 30 日，湖北省知识产
权局。）

专利代理师“蓝天行动”承诺仪式在十堰举行

8 月 24 日，湖北省专利代理人协会在车城十堰举办省专利代理师业务交
流研讨会。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李述武、十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程义平参加了会议。（来源：8 月 28 日，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省知产权局彭泉局长调研武汉科技大学

8 月 29 日下午，省局党组书记、局长彭泉率相关处室同志一行四人到武
汉科技大学开展高校知识产权培育及转化运用专题调研。调研组参观了该校
中试车间以及中国宝武·武汉科技大学炭材料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并与武汉
科技大学校长倪红卫、副校长刘静及部分科研人员进行了座谈交流。（来源：
8 月 30 日，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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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品牌培育、咨询、诊断、辅导服务（襄阳自贸区）活动

8 月 20 日-23 日，为助力企业树立“品牌引领”的意识，提升湖北品牌
培育能力，根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的部署和要求，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组织品牌服务专家团队在襄阳市开展为期 4天的 2019年度首场全省品牌培育、
咨询、诊断、辅导服务活动。（来源：8 月 28 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知
识产权服务业协会。）

武汉市

光谷举行科创板上市企业知识产权法律风险防范与应对专题培训

8 月 29 日，由武汉东湖高新区知识产权办公室、金融工作办公室（上市
办）联合举办，紫藤知识产权运营（深圳）有限公司和紫藤知识产权管理（武
汉）有限公司协办的“科创板上市知识产权法律风险防范与应对”专题培训
会在光谷科技会展中心举行。（来源：8 月 30 日，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武汉市知识产权服务协会秘书处调研权大师

近日，武汉市知识产权服务协会和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知识产权服务
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前往武汉梦知网知识产权服务有
限公司（权大师）（以下简称权大师）进行工作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来源：
8 月 28 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

东湖高新区知识产权政策宣讲暨企业专利导航分析培训会举行

8 月 23 日下午，2019 年武汉市东湖高新区知识产权政策宣讲暨企业专利
导航分析培训会在武汉软件新城企业服务大厅举行。（来源：8 月 28 日，知
会行。）

第四届长江知识产权青年论坛暨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第五届“创新与法治”论

坛召开

8 月 29 日，第四届长江知识产权青年论坛暨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第五届
“创新与法治”论坛隆重召开。会议由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中国信息通信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由武汉知识产权研究会、武
汉市知识产权服务协会、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承办。
（来源：8 月 29 日，武汉知识产权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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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岸区

岱家山知识产权科创小镇护航中小科创企业“出海”远征

8 月 28 日，武汉岱家山知识产权科创小镇企业市场拓展大会暨“一带
一路”贸易信息交流会，在江岸区岱家山举办。200 多家科创企业负责人将
会场挤得满满当当。（来源：8 月 30 日，湖北日报。）

襄阳市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办知识产权培训班

为推进襄阳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知识产权工作，促进襄阳市管理部门知
识产权水平提升，进一步加强襄阳市知识产权管理人员队伍建设，8 月 28 日
至 30 日，襄阳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知识产权培训班在襄阳共享国际酒店举办。
（来源：9 月 2 日，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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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动向

湖北省

省市监局、省知产局关于开展打击知识产权违法百日执法行动的通知

省市场监管局、省知识产权局决定从 2019 年 9 月 1 日起，在全省开展打
击知识产权违法百日执法行动开展“百日执法行动”，加强全省市场监管（知
识产权）系统知识产权领域行政执法工作。（来源：8 月 29 日，湖北省知识
产权局。）

关于确定湖北地理标志大会暨品牌培育创新大赛参赛项目的通知

根据各地推荐报送的项目情况，经湖北省地理标志大会暨品牌培育创新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研究，确定“武汉汉绣”等 113 个项目为湖北地理标志大
会暨品牌培育创新大赛参赛项目，并对参赛项目名称进行了统一规范。（来
源：8 月 28 日，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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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

国家级

国务院印发 6个新设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

8 月 26 日，中国政府网站发布了中国（山东）、中国（江苏）、中国（广
西）、中国（河北）、中国（云南）、中国（黑龙江）6个新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总体方案。在 6个新设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共提及 22 次知识产权。（来源：
8月 29 日，IPRdaily。）

《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

8 月 26 日，科技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六部门联合制定印发了《关
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意见》重点提出了八项任务，要求
以新技术、新工艺推动文化传媒行业的发展与建立起我国的大文化数据体系。以
期到 2025 年，基本形成覆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文化和科技融合创新体系，
实现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来源：8月 28 日，知识产权那点事。）

《关于规范商标申请注册行为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规范商标申请注册行为，
规制恶意商标申请，维护商标注册管理秩序，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规
范商标申请注册行为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意见
反馈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9 月 8 日。 （来源：8月 30 日，IPRdaily。）

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关于商标电子申请的规定》

2018 年 11 月 26 日，集商标电子申请和商标文件电子送达等功能于一体的
商标网上服务系统上线运行，为进一步规范相关行为，今年 8月 27 日，国家知
识产权局发布了《关于商标电子申请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今年 9月 1
日起施行。规定共十三条，明确了适用范围和相关概念，对提交商标电子申请的
注意事项、相关要求，商标电子文件送达的规定。（来源：8月 31 日，国方商
标软件。）

《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TISC）建设实施办法》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发布关于印发《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TISC）建设实
施办法》的通知，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以下简称“TISC”）是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以下简称“WIPO”）发展议程框架下的项目，在华 TISC 由 WIPO 和国家知识
产权局共同推广，旨在帮助中国知识产权和创新用户提升技术信息检索能力，更
快地掌握行业动态和新技术信息，促进其增强创新能力。（来源：8月 28 日，
知识产权那点事。）

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公开征集指导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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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7 日，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发布关于公开征集指导专
家的通知，就申报条件、申报要求、评选及遴选进行说明，申请人须在 2019 年
9 月 8 日前发送材料。（来源：8月 30 日，中国知识产权报。）

国知局关于“在大数据时代，加强企业专利管理”提案的答复

8 月 27 日，国知局在提案答复的函中提到，目前国知局正在积极推进国家
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立项工作，将汇聚商标、专利、地理标志、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等各类知识产权基础数据（包含保护、运用数据）、国际交换数据以及各部委
共享数据，形成知识产权基础数据与其他相关信息交互融合的数据资源，为全社
会知识产权行业应用大数据技术提供必要、权威、及时的基础数据，鼓励和引导
对知识产权数据进行社会化、市场化的开发利用，明晰界定公共服务、市场服务
边界，有效推动知识产权大数据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来源：8月 27 日，国家
知识产权局。）

中国地理标志产品数字资源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由中国质量标准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出版社）负责建设实施的中国
地理标志产品数字资源服务平台顺利通过结项验收并正式上线。平台以生动的数
字内容为广大读者提供多维度学习中国地域文化的窗口。同时还开辟了新认证地
理标志产品线上提交通道。（来源：8月 30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

三部《反垄断法》配套规章正式实施

2019 年 6 月 26 日，市场监管总局制定出台了《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禁
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暂
行规定》三部《反垄断法》配套规章，9月 1日，这三部规章将正式施行。（来
源：9月 1日，IPRdaily。）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 2019 第二批虚假违法广告典型案件

8 月 26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公布了 2019 年第二批虚假违法广告
典型案件。其中包括北京融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违法广告案、北京世纪卓
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虚假违法广告案等。（来源：8月 26 日，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局。）

新增 24 家无专利代理资质机构名单

8 月 27 日，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网站发布了关于配合“蓝天”行动联
合开展专利代理行业自律监督整治行动系列之四的通知，将截至 2019 年 8 月 26
日，协会自“蓝天”行动以来筛查出的第四批 24 家无专利代理资质机构名单予
以公布，其中湖北有 8家。（来源：8月 26 日，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

四部门协同加快推动热线平台整合工作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组织召开“12315、12358、12365、
12331、12330”号码平台整合专题工作会，会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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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监督管理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研究推进相关号码平台整合相关工作。（来源：
8月 26 日，中国专利信息中心。）

最高院知识产权法庭首次向地方调派技术调查官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调派其法庭机械领域
技术调查官丁雷参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免耕式双垄沟全铺膜覆土联合作业机”
发明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审理。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首次调派技术调查
官支援地方法院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工作。（来源：8月 30 日，中国保护
知识产权网。）

上海市

人工智能知识产权国际交易中心宣布成立

8 月 29 日，2019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在上海开幕，中共上海市委常
委、上海市常务副市长陈寅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志军为上海（浦东新区）
人工智能知识产权国际交易中心揭牌。（来源：8月 29 日，中国保护知识产权
网。）

江苏省

高院发布十大最严格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实行最严格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为高质量发展提
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于 8月 22 日公布。与此同时，江苏法院同步发布近年
来通过裁判确定侵权人高额赔偿且全额支持权利人赔偿请求的十件典型案例，以
明晰江苏法院运用精细化裁判思维厘定高额损害赔偿额的具体思路。（来源：8
月 26 日，IPRdaily。）

浙江省

发布电商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情况

8 月 29 日，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举行电商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情
况通报会，发布了全省电商知识产权保护情况。下一步，浙江省将在市场监管互
联网执法办案平台试点成功的基础上继续迭代优化，并进一步延伸执法领域，适
时在长三角区域内推广运行，加快推动长三角区域网络监管执法一体化。（来源：
8月 30 日，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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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参议院提出立法以解决女性和少数族裔专利申请偏少的问题

美国参议员已提出一项议案，旨在解决美国女性和少数族裔专利申请人面临
的挑战。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指出，美国仅 12%的专利发明人为女性。根
据《2019 年促进经济发展发明人多样性法》（IDEA）提案，USPTO 将搜集和整理
专利发明人自愿提交的人口数据，并基于这些数据形成报告。（来源：8月 31
日，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新加坡

为创新企业进军全球市场提供助力

8 月 27 日，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部长陈振声在年度知识产权周开幕式上宣
布成立新加坡知识产权局（IPOS）的附属机构——IPOS 国际。该新机构是在 IPOS
多年来所创建的深厚专业技能和广泛网络的基础上建立的，其任务是支持企业和
行业借助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的商业化来推动自身业务的发展。（来源：8月 29
日，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推出全球首款商标注册手机 app

近期，新加坡推出了全球首款用于商标注册的手机应用程序（app），对商
标注册的方式进行了改革。这款由新加坡知识产权局（IPOS）开发的、名为“IPOS
Go”的 app 将允许企业和创业者通过手机设备递交商标申请以在该国寻求商标保
护。（来源：8月 26 日，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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