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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湖北省

省局强化安全维稳进行教育部署

9 月 30 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省知识产权局在楼前举行升旗
仪式，全体人员齐声高唱《歌唱祖国》，抒发了对祖国的热爱。为坚决贯彻
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对做好“一节一会”安全稳定工作重要指示等精
神，做好“迎大庆、保军运”工作，省知识产权局进行了安全维稳工作专题
部署。（来源：9 月 30 日，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2019 年湖北省全国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考前培训班成功举办

为解决我省专利代理人才紧缺、专利代理机构数量偏少等问题，9 月 23
日至 29 日，由湖北省知识产权局主办、湖北省知识产权发展中心承办的 2019
年全国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考前培训班在武汉举办，来自我省各行各业有志
于加入专利代理行业的 200 多名考生报名参加了培训。（来源：9 月 30 日，
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武汉市

市监部门参与军运会知识产权侵权事件应急演练

9 月 29 日，按照武汉军运会赛会服务部法律团队统一部署，武汉市市场
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率江汉区局市场监管执法人员积极参与赛时知识产权
侵权Ⅱ级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制定应急预案，成立应急工作小组，做到准备
充分、反应迅速、职责明确、配合顺畅。（来源：9 月 30 日，湖北省知识产
权局。）

政策动向

湖北省

省知产局关于开展湖北省高价值专利大赛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
推动湖北经济高质量发展，省知识产权局决定开展 2019 年湖北省高价值专利
大赛。（来源：9 月 30 日，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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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

国家级

2019.10.1 起实施《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 服务规范》

国家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发布了 2019 年第 3号国家标准公告，其中一项
标准号为 GB/T 37286-2019 的《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 服务规范》将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来源：10 月 1 日，IPRdaily。）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发布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的《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将自 10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来源：9月 30 日，知识产权那点事。）

最高院发布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

9 月 26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
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该安排作为司法解释将于 10 月 1 日生
效施行。（来源：9月 30 日，知识产权那点事。）

国家版权局公布 2019 第六批重点作品版权保护预警名单

据国家版权局消息，按照国家版权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互联网传播作品版权
监管工作的意见》及版权重点监管工作计划，根据相关权利人上报的作品授权情
况，现公布 2019 年度第六批重点作品版权保护预警名单。（来源：9月 30 日，
中国知识产权杂志。）

《关于促进网络安全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公开征求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积极发展网络安全产业，工业
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关于促进网络安全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
意见稿）》（见附件），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如有意见或建议，请于 2019
年 10 月 11 日前反馈。（来源：9月 30 日，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

《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发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7 日发布《新时代
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来源：9月 30 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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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2019.10.1 起实施上海《知识产权评议技术导则》

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实施的《知识产权评议技术导则》地方标准，由上海市
知识产权局组织编制的地方标准《知识产权评议技术导则》（DB31/T 1169-2019），
经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来源：10 月 1 日，IPRdaily。）

“专利权敲诈第一案”宣判

2019 年 9 月 30 日，被媒体称为“专利权敲诈第一案”宣判。上海浦东新区
法院一审判决李兴文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罚金 5万；李兴武有期徒刑 2年、罚
金 2万。（来源：10 月 1 日，IPRdaily。）

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全文）及六大亮点解读

《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将于 10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办法》在
多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如公共数据开放的公共服务定性、分级分类开放数据、开
放清单动态调整、数据开放与利用并重、数据利用事后监管等。（来源：9月 30
日，知识产权那点事。）

广东省

广东高院发布年度涉互联网十大案例

广州互联网法院在成立一周年前夕，筛选、发布了十大典型案例，内容涉及
网络游戏著作权侵权、网络用户侵犯明星人格权、网络差评引发的互联网名誉权
纠纷，以及人工刷量、网络传销等各类互联网生态下的新型典型纠纷，并给出了
裁判结果，明确了裁判理念，为多种网络空间行为提供了指引和划定了边界，极
具规则导向意义。（来源：9月 30 日，知识产权那点事。）

“游戏适龄提示”统一标识首次发布

2019 年 9 月 26 日下午，由人民网指导，金报电子音像出版中心、广东省游
戏产业协会和手游那点事联合承办的“不忘使命，同心同行 ”人民网游戏适龄
提示线下宣讲会广州站圆满举办。人民网在现场公布了“游戏适龄提示”统一标
识、第一批标记的游戏以及第三批参与的企业和产品。（来源：9月 30 日，知
识产权那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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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

全国首部省级知产保护综合性地方性法规公布

9 月 27 日，天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天津市知
识产权保护条例》，将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这是全国首部省级知识产权
保护的综合性地方性法规，对天津市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创新活力，
营造尊重知识价值、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必将产生积极影响。（来源：9月 30
日，IPRdaily。）

海南省

海南经济特区专利代理人可担任律所合伙人

近日，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发布第 36 号公告：《海南经济特区律师条例》已
由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9 年 9 月 27 日通
过，现予公布，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来源：10 月 1 日，IPRdaily。）

江苏省

南京专利代办处新增商标受理业务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南京代办处新增商标受理业务的新闻发布会在
江苏省南京市召开，宣布自 9月 20 日起，南京专利代办处正式对外开展商标申
请受理服务，提供商标注册申请、变更、删减、转让、许可备案、注销、续展、
国际注册等 24 项商标品牌服务。（来源：9月 30 日，中国知识产权报。）

安徽省

安徽发布创新发展质量分析成果

近日，安徽省知识产权局发布《2018 年度专利导航安徽省创新发展质量分
析评价》，以专利导航的视角，立足于大导航、大质量、大数据，系统化、多维
度反映了区域创新质量提升的进程和效果。（来源：9 月 30 日，中国知识产权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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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美国就中方 WTO 起诉提交首份书面文件

2018 年中国在 WTO 起诉美国征收 301 关税。对此美国在其递交的首份书面
报告中称，中国对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就意味着中美双方已经就该案件达
成解决方案。（来源：9月 30 日，WTO 快讯。）

美国对 TCL、海信、联想等发起 337 调查

据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网站 27 日消息，9月 26 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决定对半导体设备及其下游产品发起两起 337 调查。中国 TCL 集团、海
信集团、联想集团和深圳万普拉斯科技有限公司（One Plus）等企业涉案。（来
源：9月 30 日，知识产权那点事。）

欧盟

欧盟委员会附条件批准 Novelis 收购 Aleris

欧盟委员会已根据《欧盟合并条例》批准 Novelis 收购 Aleris。但该项批
准附有条件，要求 Aleris 剥离在欧洲的铝制车身板业务。(来源：10 月 3 日，
武大知识产权与竞争法。）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加入马德里体系

日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收到马来西亚政府
递交的加入《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书》文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
议定书将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起在马来西亚生效。（来源：10 月 2 日，WIPO
中国）

爱尔兰

爱尔兰 CCPC 发布 2018 年年度并购报告

2019 年 8 月，爱尔兰竞争与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即 CCPC）发布了 2018 年年
度并购报告，对 2018 年 CCPC 的并购工作进行了总结，同时也展望了未来的工作。
（来源：10 月 2 日，武大知识产权与竞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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