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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湖北省

首届湖北地理标志大会暨品牌培育创新大赛会议召开

9 月 20 日，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在武汉市召开首届湖北地理标志大会暨品
牌培育创新大赛会议。（来源 9 月 23 日，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彭泉局长调研恩施知识产权工作

9 月 25 日，省知识产权局彭泉一行赴恩施州调研知识产权工作，调研组
先后深入恩施州平安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恩施市润邦国际富硒茶业有限
公司及恩施州中心医院开展调研，并与恩施州市场监管局进行交流座谈。（来
源 9 月 26 日，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省知局深入三岔口村开展送医送药扶贫活动

9 月 24 日，地处深山的鹤峰县太平镇三岔口村热闹非凡。在省知识产权
局党组书记、局长彭泉的带领下，省知识产权局联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这里开展送医送药扶贫活动。（来源 9 月 26
日，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新一代湖北专利信息检索与分析系统访问登录次数全国排名第二

近日，经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湖北“新一代专利信息检索及分析系统”
运行半年来，我省累计登录次数超过广东和江苏，居全国排名第二。（来源 9
月 27 日，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湖北省企业家知识产权高级研修班圆满举办

为纵深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化知识产权高质量创
造、高水平保护、高效率运用，进一步提升我省企业家知识产权意识，2019
年 9 月 26 日至 28 日，湖北省企业家知识产权高级研修班在武汉市圆满举办。
（来源 9 月 29 日，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武汉市

洪山区市监局深入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及重点企业调研

9 月份以来，洪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科邹国华
科长一行先后来到了武汉市红宝石、红讯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和港迪电气、中
铁科工集团、智慧地铁等 5 家企业开展调研及政策宣讲活动。（来源 9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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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孝感市

孝感开展专利执法集中检查行动

9 月 18 日—20 日，孝感突出“护航民生”主题，孝感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组织市县两级执法人员拉开“打击知识产权违法百日执法行动”帷幕，在
孝南区、孝昌县和应城市持续开展了专利执法检查行动。（来源 9 月 25 日，
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恩施州

恩施州举办 2019 年企业知识产权培训班

9 月 24 日，恩施州企业知识产权培训班开班，全州 8 个县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分管领导及相关工作人员、各县市在专利、商标工作业绩突出的企业负
责人共 107 人参加培训。（来源 9 月 27 日，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随州市

召开知识产权“三大工程”推进会暨全市市场监管系统知产工作人员培训

为大力推进省知识产权局三大工程申报工作，提高知识产权岗位工作人
员业务能力，9 月 26 日，随州市市场监管局在齐星湖会馆组织召开知识产权
“三大工程”推进会暨全市市场监管系统知识产权工作人员培训。（来源 9 月
29 日，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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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动向

湖北省

省知局关于公布湖北地理标志大会暨品牌培育创新大赛比赛结果的通知

湖北地理标志大会暨品牌培育创新大赛比赛圆满结束，省知局于 9 月 24
日发布有关湖北地理标志大会暨品牌培育创新大赛比赛结果的通知。（来源：
9 月 24 日，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关于申报东湖高新区 2019 年数字经济和创新创业相关政策奖励补贴的通知

为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推进创新创业发展，做好 2019
年专项资金预算执行工作，我们将东湖高新区互联网+、软件信息服务业等产
业政策，众创空间、孵化器、大学生创业就业等创业政策，以及“新黄金十
条”政策中支持“创业新四军”、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政策条款，统筹
兑现，集中申报。（来源 9 月 26 日，光谷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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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

国家级

国知局：修改后的《专利审查指南》11 月 1 日起施行

为适应新技术快速发展的需要，回应创新主体对审查规则和审查模式的新诉
求，提高专利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对《专利审查指南》作
出修改。现予以发布，自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来源：9月 23 日，国家知
识产权局。）

国知局商标局商标评审庭首次开展商标巡回评审

国知局商标局商标评审庭走进上海商标审查协作中心，对“沪江”“沪江网
校”“沪江英语”及“上海故事”商标无效宣告请求案进行口头审理。据悉，这
是自 2017 年开启商标评审案件“口审模式”以来，商标局首次在京外进行商标
评审案件口头审理，也是开展商标评审案件巡回评审试点工作的首次尝试。（来
源：9月 29 日，中国知识产权报。）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开展地理标志保护资源普查的通知》印发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开展地理标志保护资源普查的通知》印
发。《通知》指出，为全面加强地理标志保护，准确掌握我国地理标志保护资源
信息，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地理标志保护资源普查。（来源：9月 27 日，中国
知识产权报。）

国知局公布“2019 年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考站选择通知”

2019 年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考站选择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29 日 0 时－10 月
7 日 24 时，在此期间，参加考试的人员在报名考点城市提供的考站中选择，考
站以考位数量为限，按照选择完成的先后，排满即为不可选状态，请及时进行选
择。（来源：9月 26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

实用新型审查部：为发明提供“快又实”专利保护

为落实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部署要求，贯彻国家知识产权局党组关于
知识产权提质增效的部署要求，满足创新主体的需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实
用新型审查部（下称新型部）明确工作目标，制定有效措施，强化责任担当，深
入推进提质增效实施方案落实。（来源：9月 25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知局：驳回"同意式"专利意见陈述

为进一步促进专利申请和专利代理行业高质量发展，规范专利代理师履职不
到位等行为，国知局有关部门筛查出一些专利代理机构在代理专利申请过程中存
在的“同意式”意见陈述情况线索信息。（来源：9月 23 日，知产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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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中国 5G 标准必要专利数全球第一

9 月 20 日下午，国新办就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举行发布
会。工信部部长苗圩在发布会上表示，而今，我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
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工业增加值从 1952 年的 120 亿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30 多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增长约 971 倍，年均增长 11%。（来源：9
月 23 日，IPRdaily。）

2019 年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培训班在汉举办

近日，为期两天的 2019 年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培训班在华中师范大学
开班。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及全国 28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
产权管理部门的有关负责人等约 130 余人齐聚江城武汉，共商新时代中小学知识
产权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共话青少年知识产权教育的今天与未来。（来源：9月
27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

2020 年国知局专利审查协作中心招聘计划

2020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协作中心将面向机械、电学、通信、医
药、光电、材料等各类理工科及相关设计专业，招聘 2610 名专利审查员。（来源：
9月 26 日，IPRdaily。）

上海市

上海自贸区版权服务中心和国际艺术品保税服务中心启动运行

作为上海自贸区深化改革、扩大服务业开放的重要内容，9 月 24 号下午，
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版权服务中心和上海国际艺术品保税服务中心启动运行，
将为上海自贸区的文化服务业对外开放、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提供重要
载体和支撑。（来源：9月 26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

深圳市

《深圳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操作规程》公布

近日，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深圳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操作规程》的通知。通知提到，为规范深圳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
金的使用，切实加强中央财政资金管理和实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推动国家知
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制定本操作规程。（来源：9月 24 日，IPR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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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解码区域品牌建设的“四川经验”

近年来，四川省大力实施品牌强农战略，深入开展农产品品牌建设“孵化、
提升、创新、整合、信息”五大工程，不断强化对区域品牌的构建、经营、培养
和管理，深入挖掘区域品牌发展潜力，对推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与精准扶贫、
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来源：9月 24 日，中国
知识产权报。）

浙江省

浙江公布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9 月 17 日，浙江
省高院、浙江省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在义乌召开浙江省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
研讨会，会上发布了浙江省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200 余件。（来
源：9月 22 日，IPRdaily。）

山西省

专利推广实施可获资金资助

山西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省级专利推广实施资助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山西省级专利推广实施资助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山西省行政区域内注册
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实施专利转化。（来源：9月 25 日，IPRdaily。）

内蒙古

内蒙古新增 16 所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校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教育厅、科协联合印发《关
于确定第三批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校的通知》（内市监知发
字〔2019〕258 号），确定呼和浩特市南马路小学等 16 所学校为第三批“内蒙古
自治区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校”，试点期间自 2019 年 9 月至 2021 年 9 月。
（来源：9月 25 日，IPRdaily。）

湖南省

湖南省知识产权局入驻湘博会提供知识产权综合服务

日前，2019 年湖南省第十届农业机械、矿山机械、电子陶瓷产品博览会（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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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湘博会）在娄底举行。湖南省知识产权局入驻展会，设立知识产权服务工作站，
开展专利申请、专利缴费、优先审查、专利质押登记和专利维权援助等综合咨询
服务。（来源：9月 25 日，IPRdaily。）

美国

高通：5G 领先地位来源于长期的基础研发投入，专利价值应通过市场来体

现

据通信世界网消息，德国专利数据公司 IPlytics 定期会发布 5G SEP（标准
必要专利）排名，引发了业界关于专利数量、质量和价值的关注与讨论。高通技
术许可业务（QTL）工程高级副总裁、法律顾问陈立人在近日谈及 5G 基础研发和
专利价值等相关问题时表示，高通在 5G 基础研究方面进行了长期的大量研发投
入；对于专利价值，仅从数量上进行衡量并不全面，专利的价值需要在市场中体
现。（来源：9月 28 日，IPRdaily。）

欧洲

欧洲专利局与瑞典、芬兰和丹麦知识产权局和用户进行会谈

近日，由欧洲专利局（EPO）局长安东尼奥．坎普普诺斯（António Campinos）
带领，包括主管企业服务业务的副局长内莉．西蒙（Nellie Simon）和主管法律
和国际事务的副局长克里斯托夫．恩斯特（Christoph Ernst）在内的 EPO 代表
团对瑞典、芬兰和丹麦进行了访问。(来源：9月 26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

俄罗斯

俄罗斯推出电子注册证和专利证书

近日，俄罗斯政府向俄罗斯议会提交了一项法律草案。根据该草案，知识产
权申请人将首先收到电子版的注册证和专利证书。（来源：9月 28 日，IPRdaily。）

马来西亚

《2019 年商标法案》要点解读

马来西亚《2019 年商标法案》("法案")针对《1976 年商标法》进行了全面
性的修改和修订，将为马来西亚商标法带来一个全新的面貌。该法案已在下议院
和上议院的审议中通过，现将呈交最高元首批准。其生效期已近在眉睫。（来源：
9月 28 日，中华商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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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2018 中国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数据报告

近日，知识产权产业媒体 IPRdaily 与国方商标软件联合发布了“2018 中国
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数据报告”。初步统计，2018 年我国申请人提交马德里商标
国际注册申请 6541 件，同比增长 37%。WIPO 发布马德里体系年鉴，2018 年我国
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量在马德里联盟中排名第 3，申请量再创新高，已连续
两年进入前三排名。（来源：9月 24 日，IPRdaily。）

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知识产权局调整官费收取标准和流程

近期，埃塞俄比亚知识产权局（EIPO）根据《第 12/1997 号发明、小型发明
和工业品外观设计条例》中第 28 条 2 款的规定对相关的专利检索和审查收费标
准与流程做出了调整。（来源：9月 25 日，IPR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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