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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湖北省

杨云彦副省长强调努力打造一批知识产权强企

2019 年 10 月 11 日，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杨云彦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调研企业知识产权工作，强调深化企业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高水平保护、
高效率运用，为新时代湖北创新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努力打造一批知识产权
强企。省知识产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程浩陪同调研。（来源 10 月 12 日，湖
北省知识产权局。）

省知局彭泉局长赴黄冈市调研区域品牌建设工作

10 月 10 日至 11 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省知识产权局党组书
记、局长彭泉领导一行 3 人，赴黄冈市深入英山县、罗田县和蕲春县地理标
志企业实地调研，了解黄冈知识产权工作总体情况及区域品牌培育建设情况，
并现场召开“地理标志品牌推广与保护座谈会”。（来源 10 月 12 日，湖北省
知识产权局。）

孝感市

孝感市举办企业专利权质押融资宣贯培训讲座

9 月 27 日，孝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联合安陆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武汉知识产权交易所和武汉光谷联交所孝感公司在
安陆市举办了企业专利权质押融资宣贯培训讲座。安陆市三十多家企业和银
行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来源 10 月 12 日，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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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动向

湖北省

关于确定第四批湖北省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校的通知

按照省知识产权局、教育厅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全省中小学知识产权教
育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经组织申报和专家评审，现确定武汉工业科技学校
等 10 所学校为“第四批湖北省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校”（详细名单见
附件），试点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至 2021 年 10 月。（来源 10 月 9 日，湖北省
知识产权局。）

关于《湖北专利奖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为了激励创新，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高水平保护和高效益运用，
根据《湖北省专利条例》，湖北省知识产权局起草了《湖北专利奖奖励办法（征
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请于 10 月 25 日前将意见建议反
馈至省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处。（来源 10 月 12 日，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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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

国家级

国家卫健委印发第一批鼓励仿制药品目录

国家卫健委等印发第一批鼓励仿制药品目录，共涉及药品 33 项。各相关部
门要按照有关规定，在临床试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优先审评审批等方面予以
支持。（来源：10 月 10 日，IPRdaily。）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北海商标受理中心揭牌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北海商标受理中心举行揭牌仪式。即日起，北
海市各市场主体不用再奔波于国家局或其他城市，在本市就可享受到商标办理一
站式服务，大幅降低办理知识产权业务的事务性成本。（来源：10 月 11 日，IP
Rdaily。）

国知局：2019 年 25 个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项目名单公布

10 月 8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发布关于 2019 年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项
目名单的公示。共公示了 10 个省共 13 个市的 25 个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项目
名单。（来源：10 月 9 日，IPRdaily。）

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审议通过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0 月 8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优化营
商环境条例（草案）》，以政府立法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制度保障；讨论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修订草案）》。（来源：10 月 10 日，知识产权学
习推广中心。）

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纲要制定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

9 月 27 日，国务院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下称联席会议）
办公室在京召开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纲要制定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严隽琪出席会议并讲话。联
席会议办公室主任、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贺化主持会议。（来源：10 月 11 日，
中国知识产权报。）

国知局：《商标侵权判断标准》征求意见稿(全文)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部署，加大商标执
法力度，根据机构改革后的职责要求，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司起草了商标侵权判断
标准，先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单列市、副省级
城市知识产权局意见。（来源：10 月 11 日，知识产权界。）

https://mp.weixin.qq.com/javascript:void(0);
https://mp.weixin.qq.com/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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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知局公布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预获奖项目（874 项）

10 月 12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发布了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评审结果公
示的通知。通知显示：中国专利金奖预获奖项目 30 项，中国外观设计金奖预获
奖项目 10 项，中国专利银奖预获奖项目 60 项，中国外观设计银奖预获奖项目
15 项，中国专利优秀奖预获奖项目 699 项，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预获奖项目 60
项，现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2019 年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17 日。（来源：10 月 13
日，IPRdaily。）

151 个“973 计划”项目迎来结题验收

10 月 8 日，科技部网站公布了《科技部基础研究司、资源配置与管理司关
于 2019 年 973 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结题验收工作安排的通知》。通
知中提到将对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光
合作用分子机制与作物高光效品种选育”等 151 个项目（项目清单见附件）进行
结题验收。（来源：10 月 12 日，制造业知识服务中心。）

科技部公布《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10 月 8 日，科技部公布《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规定》）。《规定》提出，科学技术人员开展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危害人体健康、违反伦理道德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应视情节
轻重，采取相应处理措施。（来源：2019 年 10 月 9 日，科协改革进行时。）

北京

中国智能化转型与技术创新高层研讨会在京举行

2019 年 10 月 12 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
国智能化转型与技术创新高层研讨会暨《中国云计算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布会”
在钓鱼台国宾馆隆重召开，为云计算产业发展提供前瞻性洞察和预判的《中国云
计算产业发展白皮书》正式对外发布。（来源：10 月 12 日，全球技术地图。）

上海

加大进博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10 月 8 日从上海市知识产权局获悉，自 8月 1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知识产权保护百日行动”启动以来，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按照“百日行动方
案”有关要求，迅速开展全市各方面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严厉打击各类侵犯知
识产权违法行为，积极筹备进博会期间的驻点服务和保障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目前全市已破获、查处侵犯知识产权案件 328 件，涉案总金额 30 多亿元。
（来源：10 月 9 日，IPR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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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江苏局与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联合启动全省知识产权融资“一站通”活动

日前，江苏省知识产权局、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联合印发实施《2019 年全
省知识产权融资“一站通”银企对接方案》（下称《方案》），将在全省范围内集
中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银企对接活动，进一步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规模，降
低企业融资成本，优化发展环境。（来源：10 月 9 日，IPRdaily。）

苏州规范阳澄湖大闸蟹专用标志使用方式

近日，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上市。从苏州市知识产权局获悉，2019 年度阳澄
湖大闸蟹地标产品保护专用标志的有关信息就已向社会公布。与往年相比，专用
标志在保持原有专业防伪功能的基础上，今年着重在结构外观和编码查验方面作
了升级，同时特别设置了有奖扫码，鼓励消费者主动参与防伪。（来源：10 月 1
0 日，IPRdaily。）

山东

烟台有了首个知识产权巡回法庭

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获悉,9月 29日上午烟台市首个知识产权巡
回法庭——青岛知识产权法庭烟台巡回审判庭在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正式揭牌成立。（来源：10 月 8 日，IPRdaily。）

湖南

长沙雨花经开区投入 200 万元鼓励知识产权托管

《长沙雨花经开区知识产权托管工作方案》日前正式发布。根据安排，雨花
经开区将投入 200 万元，对知识产权托管企业、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进行补贴和扶
持。（来源：10 月 10 日，IPRdaily。）

河北

中国（河北）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获批

2019 年 9 月 29 日，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同意建设中国（河北）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面向节能环保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开展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
作。下一步，河北省将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开展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
作的通知》要求，加快启动保护中心筹建工作。（来源：10 月 9 日，IPR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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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9 月 27 日，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局组织召开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银企
对接会”。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呼和浩特代办处、
自治区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自治区各有关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等共 65 位
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来源：10 月 10 日，IPRdaily。）

美国

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威斯康辛大学与苹果公司的专利之争

美国最高法院周一拒（10 月 7 日）绝听取收购威斯康辛大学对苹果(227.06,
0.05, 0.02%)公司的专利诉讼，美国最高法的法官们拒绝了重审下级法院在 2018
年关于此案做出的裁决，该裁决驳回了苹果公司应支付 5.06 亿美元赔偿金的申
请。（来源：10 月 9 日，IPRdaily。）

欧盟

欧盟发布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经济绩效报告

2019 年 9 月 25 日，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和欧洲专利局（EPO）联合对
知识产权（IPR）密集型产业为欧盟经济做出的贡献进行评估，并发布经济绩效
报告。该研究涵盖多种知识产权类型（商标、专利、外观设计、版权、地理标志
和植物品种权利），引入国内生产总值（GDP）、就业、薪酬和对外贸易等多个经
济评价指标。（来源：10 月 10 日，中科院知识产权信息。）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推出人工智能“应用商店”

近日，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IP Australia）推出了知识产权全球人工智能
网络平台（IP GAIN），该平台将为全球用户提供“最先进”的人工智能（AI）和
机器学习工具。根据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的说法，IP GAIN“就像是一个应用商
店或市场”，用户可以在这里获取人工智能驱动工具和服务。（来源：10 月 12 日，
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革新专利成了大企业阻止小企业创新的“杀手锏”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显示，澳大利亚政府正在逐步取消革新专利，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制度并未实现其预期目标。经济证据显示，澳大利亚所
有企业都要为革新专利制度的高昂成本买单，然而该制度不但未能激励研发，还

https://mp.weixin.qq.com/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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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大企业阻止中小企业（SME）创新。（来源：10 月 9 日，中国专利信息中心。）

瑞士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大会第 59 届系列会议召开

日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成员国大会第 59 届系列会议在瑞士日内
瓦开幕，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贺化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会
议。其中，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特命全权裁军事务大使李松、香港特别行政区知
识产权署署长黄福来等出席会议。（来源：10 月 12 日，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报。）

印度

印度公布《2019 年专利（修订）条例》

2019 年 9 月 17 日，印度商业和工业部的工业和内部贸易促进部门公布了《2
019 年专利（修订）条例》。该条例自公布之日起生效。（来源：10 月 11 日，IP
R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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