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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资讯】知产最新法规政策

国务院印发《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意见》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方向，以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营造良好创新创业生态为抓手，以培育发展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为重点，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培育发展新动能，提升

产业发展现代化水平，将国家高新区建设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

《意见》提出六个方面任务举措。一是大力集聚高端创新资源，吸引

培育一流创新人才，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成果转移转化，着力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二是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壮大，积极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

加强对科技创新创业的服务支持，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发展活力。三是大

力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做大做强特色主导产业，推进产业迈向中高端。四

是加大开放创新力度，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打造区域创新增长极，融入全

球创新体系。五是深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加强金融服务，

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建设绿色生态园区，营造高质量发展环境。六是加强

分类指导和组织管理。国务院科技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国家高新

区规划引导、布局优化和政策支持等相关工作，省级人民政府要将国家高

新区作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所在地市级人民政府要切实

承担国家高新区建设的主体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意见》全文

提出多项知识产权举措：

一、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成果转移转化

高新区加大基础和应用研究投入，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

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联合攻关和产业化应用，推动技术创新、标准

化、知识产权和产业化深度融合。支持高新区承担科技计划项目，支持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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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果转化。支持建设科技成果中试工程化服务平台，并探索风险分担机

制。探索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改革。加强技术转移和成果交易平台建设，

培育科技咨询师、技术经纪人等专业人才。

二、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壮大，激发企业创新发展活力

引导国家高新区内企业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建立健全研发和知识产

权管理体系，加强商标品牌建设，提升创新能力。建立健全政策协调联动

机制，落实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小微企业普

惠性税收减免等政策。持续扩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发挥高新区的发展潜力，培育一批独角兽企业。

三、推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做大做强特色主导产业

做大做强高新区内特色主导产业，要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聚焦

特色主导产业，加强资源配置和产业发展统筹，优先布局重大产业项目，

推动形成集聚效应和品牌优势，做大做强特色主导产业，避免趋同化。发

挥主导产业战略引领作用，带动协同发展，形成特色产业生态。

四、加强金融服务 营造高质量发展环境

鼓励商业银行在国家高新区设立科技支行。支持金融机构知识产权投

融资服务，支持开展知产质押融资，开发完善知产保险，落实首台（套）

重大技术装备保险等相关政策。大力发展市场化股权投资基金。引导社会

资本支持高成长企业发展。鼓励投贷联动模式，探索多样化科技金融服务。

创新国有资本创投管理机制，允许园区内符合条件的国有创投企业建立跟

投机制。支持高成长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挂牌上市。支持符合条件开

发建设主体上市融资。（信息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务院印发《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

体的实施意见》，要求提升涉企服务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提高商标注册效

率、鼓励引导商业银行支持中小企业以知识产权进行担保融资。

2020 年底前将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压缩至 4个月以内，提高商标网

上服务系统数据更新频率，提升系统智能检索功能，推动实现商标图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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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自动比对。进一步压缩商标异议、驳回复审的审查审理周期，及时反馈

审查审理结果。

优化动产担保融资服务，鼓励引导商业银行支持中小企业以应收账款、

生产设备、产品、车辆、船舶、知识产权等动产和权利进行担保融资。推

动建立以担保人名称为索引的电子数据库，实现对担保品登记状态信息的

在线查询、修改或撤销。（信息来源：中国政府网）

国务院印发《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

日前，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政策》（以下简称《若干政策》）。《若干政策》提出，为进一步

优化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环境，深化产业国际合作，提升产业创

新能力和发展质量，制定出台财税、投融资、研究开发、进出口、人才、

知识产权、市场应用、国际合作等八个方面政策措施。进一步创新体制机

制，鼓励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大力培育集成电路领域和软件领

域企业。加强集成电路和软件专业建设，加快推进集成电路一级学科设置，

支持产教融合发展。严格落实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大集成电路和软件知

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惩治力度。推动产业集聚发展，规范产业市场秩序，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意见》全文提出多项知识产权举措，涉及知识产权工作相关部署摘

编如下：

一、投融资政策

鼓励地方政府建立贷款风险补偿机制，支持集成电路企业、软件企业

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股权质押融资、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供应链金融、

科技及知识产权保险等手段获得商业贷款。充分发挥融资担保机构作用，

积极为集成电路和软件领域小微企业提供各种形式的融资担保服务。

二、知识产权政策

（一）鼓励企业进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软件著作权登记。支

持集成电路企业和软件企业依法申请知识产权，对符合有关规定的，可给

予相关支持。大力发展集成电路和软件相关知识产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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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格落实集成电路和软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大知识产权侵

权违法行为惩治力度。加强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网络环境下软件

著作权的保护，积极开发和应用正版软件网络版权保护技术，有效保护集

成电路和软件知识产权。

（三）探索建立软件正版化工作长效机制。凡在中国境内销售的计算

机（含大型计算机、服务器、微型计算机和笔记本电脑）所预装软件须为

正版软件，禁止预装非正版软件的计算机上市销售。全面落实政府机关使

用正版软件的政策措施，对通用软件实行政府集中采购，加强对软件资产

的管理。推动重要行业和重点领域使用正版软件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加强

使用正版软件工作宣传培训和督促检查，营造使用正版软件良好环境。（信

息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17 部门共同印发《关于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的若干意见》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财

政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 17个部门共同印发《关于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制度的若干意见》（下称《若干意见》），提出完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

基础性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小企业财税支持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小企业融

资促进制度、建立和健全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制度等 7 方面 25 条具体措施。

《若干意见》明确，健全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知识产权

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法定赔偿额。实施

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加强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区建设，

强化专利导航工作机制，完善支持中小企业开发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和产品

的政策，提升中小企业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知识产权能力。优化中小

企业知识产权维权机制，建设一批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构建知识产权纠纷

多元化解决机制，强化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推进知识产权纠

纷仲裁调解工作。提高知识产权审查效率，减轻中小企业申请和维持知识

产权的费用负担。

同时，《若干意见》提出，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发展便利

续贷业务和信用贷款，增加小微企业首贷、中长期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

款等，开展供应链金融、应收账款融资，加强银税互动。探索建设中小企



- 5 -

业海外服务体系，夯实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服务机制，在国际商务法务咨

询、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性贸易措施、质量认证等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帮

助。（信息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我省印发贯彻落实《关于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

若干措施》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中央和湖北省委、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

全面落实《关于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若干措施》（以下

简称《若干措施》）文件要求，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各项工作，推动湖北

疫后重振和优化营商环境，打好全省民生保卫战、经济发展战，特制定本

方案。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若干措施》要求，对标国际国内一流营商环境，坚持问

题导向、需求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大力弘扬服务市场主体“有呼

必应、无事不扰”的“店小二”精神，着力提升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

用、管理、服务工作效能，将知识产权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湖北疫后

重振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推动相关工作指标水平进入全国前列。

全面落实《若干措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牵头事项任务要求:

（一）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积极争取建设中国（湖北）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为我省优势产业提供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一

站式”解决方案。拓展中国（武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中国武汉（汽车

及零部件）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的业务服务领域，延伸服务链条，提供

更加高效、便捷、低成本的知识产权服务平台。

（二）健全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协调推进知识产权替代性

争议解决机制（ADR）建设，完善知识产权仲裁、调解、公证工作机制，培

育和发展仲裁机构、调解组织和公证机构，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非诉讼解

决方式。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开展知

识产权纠纷诉前仲裁、调解优先工作试点。推进全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

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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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大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力度。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知识产权执法

“铁拳”行动，紧盯侵权假冒重点市场、重点领域和重点商品，加大对侵

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查办一批典型案例。动态调整梳理优势

商标名录，支持重点品牌获得驰名商标保护。加快推进国家知识产权纠纷

行政裁决试点工作。

（四）实施品牌提升专项行动。突出重点产业、品质特色、荆楚文化、

焦点产品，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增强品牌意识、加强商标品

牌创建，全面强化制造业、农业、服务业品牌提升。举办地理标志大会暨

品牌培育创新大赛，开展“湖北品牌年度经典”评选活动。

（五）推进知识产权金融工作。支持企业利用专利、商标等质押融资，

大力提高知识产权质押、商标权质押等无形资产贷款的比重。推动条件成

熟的市州建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机制，积极探索符合市场需求的

专利价值评估体系。推广贷款、保险、财政风险补偿捆绑的专利权质押融

资服务，扩大知识产权金融工作覆盖面。

（六）实施知识产权“三大工程”。深化高价值知识产权培育工程，

支持我省“十大”重点产业和疫情防控科研攻关，突破各领域“卡脖子”

关键技术。深化重点企业知识产权海外护航工程，指导企业加强海外知识

产权战略布局、分析预警和纠纷应对。推进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

导湖北分中心和湖北省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服务中心建设，整合国内外相关

资源，提升海外知识产权综合服务能力。深化知识产权运用示范工程。加

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示范企业建设，推动高校专利质量提升和成果

转化。支持宜昌市建设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重点城市。

（七）优化知识产权服务。开展知识产权“面对面”服务行动。加大

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TISC）建设支持力度。提升商标、专利窗口服务水

平，推行窗口服务“一件事一次办”，开拓线上办理渠道，实现窗口服务

事项线上办理全覆盖。优化工作流程，压缩各环节办理时限，各服务事项

办结时间压缩至规定时间的三分之二。（信息来源：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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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发布《武汉市知识产权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近日，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武汉市知识产权发展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办法》明确了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职责和任务，负

责发展资金的预算编制，预算执行，信息公开，发布申报指南等，组织（或

委托专业机构）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绩效评价。

《办法》拟定在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提升、知识产权运用质量提升、知

识产权保护能力提升、知识产权服务能力提升、知识产权教育水平提升等

4 个方面，对符合条件的事项给予一定资助或配套奖励。资助内容有发明

专利权、商标权、地理标志权、企业知识产权培育、中国专利奖、中国商

标金奖、专利商标权质押贷款贴息、专利保险、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点）、

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商标代理服务金牌示范单位和优秀代理机构、中小学

教育等。

《办法》规定了资助资金以补助、配套奖励的方式给予支持。明确了

各类事项的申报对象、补助条件、补助或配套资金额度、不予资助的行为、

对失信行为的处罚等内容。《办法》实施后，将按年度制定申报指南，细

化各事项的申报条件与要求。（信息来源：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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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动态】知产最新资讯推介

工作动态

上半年光谷授权专利已突破了 1 万件，超千家企业获得奖补

近日，为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帮助企业顺利渡过难关,东湖高新区主动

作为、特事特办，积极优化拨付流程，提前拨付各项知识产权专项资金 4000

万元，惠及 1300 余家企业。上半年，东湖高新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额达 2

亿多，共支持 26 家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贴息项目，质押总估值

7.6 亿，支持贴息 503.57 万元。

“把专利贴上墙，不用企业出钱，在光谷享受知识产权相关政策已超

过 3 年。”路德环境项目经理薛艳丽介绍，路德环境为今年湖北省首家科

创板 IPO 过会企业，核心技术为“泥浆脱水固结一体化技术体系”、“有

机糟渣微生物固态发酵技术系 ”，近几年累计申请 110 余项专利，已获

59项专利，最具含金量的发明专利就高达 12项。

路德通过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入选光谷知识产权运用示范工程

等项目，在光谷获得了专利墙、专利授权补贴等资助，累计补贴 60余万元，

“光谷助力企业亮高科技肌肉，专利贴满一整墙，客户来了都会驻足很久，

我们深深自豪。这让我们感受到，创新在光谷被认可、被鼓励。”

据悉，2020 年 1-6 月，东湖高新区专利申请总量 14973 件，同比增长

7.8%；专利授权总量 10834 件，同比增长 26.2%，其中发明专利 4351 件，

同比增长 8.8%，“申请量是积极创新态势，疫情期间，通过远程办公、心

无旁骛研发，光谷企业仍在赛道上追赶；授权量显示创新‘底盘’教稳，

增长超两成，说明含‘新’量一直保有较高水平。”东湖高新区知识产权

工作有关负责人说，创新仍是东湖高新区企业突围破局的“本事”，“本

事”不丢，有“新”者事竟成。（信息来源：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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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举办科创板上市后备企业知识产权培育辅导会

8 月 20 日，由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主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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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承办的“科

创板上市后备企业知识产权培育辅导会”在光谷成功举办。我区知识产权

局何兆忠主任、陈仁松副主任出席本次会议，近 30家东湖高新区科创板上

市后备企业负责人参加此次培训。

何兆忠主任表示，知识产权对于科技创新型企业而言，往往与企业的

核心技术、核心业务等密切关联，直接影响企业是否具有独立持续经营能

力，知识产权工作是关系到企业能否成功发行上市以及上市后能否持续合

规正常经营的重要事项。全力做好对上市后备企业的知识产权宣传和培育，

对提升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和风险规避的能力，帮助企业及时了解和掌握政

策，做好迎接科创板上市过程中面临的知识产权挑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紫藤知识产权高级知识产权顾问赵佑斌针对科创板上市制度中的知识

产权要点、招股说明书披露注意事项、科创板企业知识产权风险来源与纠

纷分析、科创板企业知识产权风险应对思路等方面进行了分享。紫藤知识

产权集团华东项目总监燕菁菁对证监会规章及上交所规则进行了介绍，并

对多个科创板企业案例进行了分析，最后对如何做好知识产权预案和企业

合规诊断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在会议中的互动交流环节，参会的嘉宾和企

事业代表进行了深入沟通交流，针对科创板上市过程中的各类知识产权问

题进行了提问，参会的嘉宾一一进行解答与沟通，帮助企业解决科创板上

市方面的疑虑和需求。

据悉，近年来多个科技创新企业在科创板上市过程中不断遭遇知识产

权问题，此次培训活动旨在加强对科创板上市后备企业知识产权的培育、

指导和服务，帮助我区企业在科创板上市过程积极应对知识产权法律风险，

促进知识产权与金融进一步深度融合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企业顺利登陆科

创板。（信息来源：东湖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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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举办半导体行业知识产权创新培训会

8 月 27 日，由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主办、武汉东湖新

技术开发区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武汉光谷广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超凡

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承办的“半导体行业知识产权创新

培训会”在光谷资本大厦举行。本次活动首次采取线上直播+线下活动模式，

国家知识产权局医药生物发明审查部田晓明处长、我区知识产权局陈仁松

副主任、光电工研院徐迪帆主任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半导体企业技术总监、

研发主管、知识产权负责人、企事业单位及服务机构代表等 300 多人参会。

陈仁松副主任指出，我区知识产权局着力于以服务园区、服务企业为

宗旨，提升创新主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能力，知识产权在半导体行业

的需求和重要性日益凸显，此次培训会加强半导体企业自主利用知识产权

的能力，提高半导体企业研发效率。

会上，中科院研究员、超凡知识产权数据与咨询事业部副总经理马志

勇博士、杜文俊博士主讲“助力芯研发-产品全周期技术竞争情报分析策略”，

深入分析解读竞争对手情报，提高半导体行业技术研发起点；半导体资深

专家、超凡代理部电学团队组长崔熠以“做构建芯知产-高价值专利培育与

布局”的主题报告，全面解读半导体芯片高价值专利布局的策略和方法，

全面保护企业的核心技术。

培训聚焦于“把握芯机遇 共谋新发展”，提升武汉半导体企业知识产

权管理能力和专利质量，推动知识产权与研发深度融合，对增强武汉半导

体行业的市场竞争力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

据悉，我区建设国家知识产权服务集聚示范区，推动知识产权服务向

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为武汉半导体产业提供创新的知识产权运营、

成果转化、行业风险预警及应对、知识产权金融支持、高价值专利培育和

知识产权大数据等服务，有效提升光谷半导体产业的创新能力、产业安全、

行业话语权与知识产权运用的能力，通过对知识产权的战略规划和全球布

局的讲解，引领产业抢占发展制高点，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赢得先机。（信

息来源：东湖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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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举行知识产权信息管理实务交流培训会

8 月 21 日，由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主办、武汉东湖新

技术开发区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智慧芽信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武

汉智嘉联合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武汉知识产权交易所等联

合联合承办“知识产权信息管理实务交流研讨”专题培训会在光谷资本大

厦举行。国家知识产权局医药生物发明审查部田晓明处长、我区知识产权

局陈仁松副主任、赵东科长以及东湖高新企业代表 60余人参加培训。

陈仁松副主任表示，知识产权信息相对于其他经营信息具有更强的专

业性和复杂性，加强知识产权管理有效提升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和风险规避

的能力，对于加强企业知识产权系统管理以及利用知识产权助推企业自身

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会上，智慧芽信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周同、李定宸、蔺显俊等三

位资深专家分别从如何做好专利预警、知识产权全流程管理与实践、企业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规划分享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享培训，详细解读企业专

利信息检索与创新管理、知识产权全流程管理方法与技巧、技术研发中的

专利检索策略、专利信息分析与预警等内容。针对企业提出的问题，三位

专家结合具体案例，为企业代表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规划交流，帮助企业

解决知识产权信息管理方面的疑虑和需求。

此次培训提升我区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能力，推动企业知识产权与研发

深度融合，降低知识产权风险，支撑企业战略的发展，增强企业的市场竞

争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信息来源：东湖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我区举办专利情报助力企业产品研发线上培训会

7 月 25 日，为加强企业技术研发成果保护，推动企业专利战略的实施，

提高企业知识产权运用水平，由我区知识产权局主办的“专利情报助力企

业产品研发培训会暨知识产权服务园区行活动”走进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150 多名研发人员和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在线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邀请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前二级审查员、超凡数据与咨询事业

部高级检索业务总监马志勇博士，围绕企业产品立项和研发中的竞争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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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从产品全周期专利情报检索、产品竞争情报分析专利导航、产品上

市前专利风险识别与管控三个方面展开培训，引导企业产品研发规避专利

风险实现知识产权价值。培训有效提升企业技术人员的专利意识，将知识

产权渗透到创造研发的源头，对技术创新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悉，我区“知识产权园区行”系列活动主题和形式设置依据园区企

业需求，发现并解决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充分发挥

知识产权激励和保护创新的作用，推动知识产权服务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

端延伸。活动 2019 年启动以来累计服务园区企业 80 多家，服务人数近万

人，得到园区企业的热情响应和积极支持，为光谷经济发展、复工复产提

供全方位知识产权服务支撑。（信息来源：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我区企业武汉生之源加强知识产权工作，走上抗疫前线

日前，武汉生之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生之源）展示了一块

书写着“热血战疫集体”的牌匾，这是武汉市人民政府于 2020 年 5月授予

生之源的荣誉称号，感谢生之源在此次疫情中的付出与贡献。如今生之源

研制的新冠抗体（IgM/IgG）检测试剂盒已经进了商务部的白名单，拿到了

欧盟的 CE（安全合格）认证、英国的 MHRA（英国药监机构）认证以及 19

个国家的自由销售证书，产品目前已经出口法国、巴西、厄瓜多尔等多个

国家和地区。

生之源成立于 2009 年 12 月，主营医院用临床诊断试剂，旗下还拥有

武汉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华美生物）和武汉金利生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两家全资子公司。其中，华美生物主营基因产品、重组蛋白产品、抗

体产品、食品安全试剂盒及原料产品、诊断试剂原料产品，产品出口全球

96个国家和地区。生之源公司和华美生物均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属于研

发驱动型企业。

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离不开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和创新成果的保护，

知识产权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生之源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知识产权保护，

成立了知识产权工作小组，全面负责公司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

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截至目前，生之源已拥有授权发明专利 17件、实用新

型 2 件，外观设计 1 件，另有 2 件软件著作权；华美生物拥有授权发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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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12 件、实用新型 8 件、外观设计 2 件，软件著作权 2 件。2016 年，生

之源获批成为“湖北省知识产权示范建设企业”。

为了保障企业的现金流，2012 年开始，华美生物与武汉农村商业银行

协商一致，通过专利质押的方式，武汉农村商业银行给予华美生物流动资

金借款。截至 2019 年，累计贷款资金 6000 万元。2017 年，生之源加大了

产品研发力度，为了缓解资金压力，于 2018 年与武汉农村商业银行签订专

利质押贷款合同，目前已完成两轮贷款融资，贷款金额 1000 万元。通过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获得的资金，盘活了公司的资源，免除了公司发展的后顾

之忧，同时也为此次抗击疫情提供了资金保障，充分体现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为了进一步促进企业知识产权工作，2017 年 8月，生之源开始全面开

展《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认证相关工作。经过严谨、全面的审核，生

之源顺利通过认证。“此次知识产权贯标工作的开展和成功认证，标志着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进一步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在此项工作强有力的

推动下，生之源的企业知识产权意识、创新意识及自主创新能力将得到大

幅提升，对加速企业的知识产权成果转化起到重要作用。

生之源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在巩固现有产品和服务的基础上，不断

丰富和拓展新的产品品种，包括以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技术为重点的生化诊

断试剂产品、分子诊断试剂、诊断检测相关设备产品等。坚持以“市场调

研—技术研发—知识产权保护—新型诊断试剂开发”为主题的可复制路线，

逐步确立公司的产业链优势，创立国际知名品牌。（信息来源：中国知识

产权报）

我市首家提供知识产权公证服务的合作制公证处落户湖北自贸区

武汉片区

7 月 30 日，湖北省武汉市尚信公证处在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武

汉片区正式揭牌，武汉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关太兵，省司法厅、省公

证协会及东湖高新区管委会有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揭牌仪式。



- 14 -

据悉，武汉市尚信公证处是全市首家合作制公证处，将为湖北自贸区

企业提供全方位的知识产权服务，包括：成品、半成品等证据材料的现状

保全公证，作品、计算机软件等著作权登记前的创作过程保全公证，知识

产权许可使用、转让、赠与、遗嘱、入股协议及声明公证，赋予知识产权

融资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现场隐名购买、网络购买涉嫌侵犯知识产权

商品的保全公证等。

近几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中心、武汉知识产权

审判庭、中国(武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武汉仲裁委光谷仲裁中心、湖北

自贸区武汉片区商标受理窗口、国家知识产权运营（高校）平台等先后落

户武汉。东湖高新区围绕知识产权获权-用权-维权集聚资源，为企业提供

知识产权快审快维、司法审判、仲裁调解、转移转化、公证评估等全链条

服务，同时也为光谷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供

了服务和保障。（信息来源：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我市积极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助力中小企业复工复产

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武汉市知识产权局通过召开专利权注册商标专

用权质押贷款专题推进会议、向商业银行推荐知识产权评估机构和优质企

业等举措积极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工作，以帮扶中小微企业破解融资难

问题。

目前，武汉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规模不断扩大，融资金额逐年上升。

2020 年 1-5 月，武汉市通过知识产权质押累计发放贷款 3.49 亿元，同比

增长 30.71%。其中，7 月上旬，武汉绿色网络信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通过

质押 6项核心专利获得 7000 万元贷款，预计企业今年将总共获得 1 亿元质

押贷款，成为该市通过专利权质押获得贷款最多的企业。绿色网络公司也

借助这笔贷款走出疫情困境，步入良性高速发展阶段，目前已开始筹备上

市。（信息来源：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我市召开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规范管理服务模式创新研讨会

7 月 26 日，武汉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规范管理服务模式创新研讨会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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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召开。会议邀请了 8 家武汉市服务机构参与研讨。武汉市市场监管局（市

知识产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保国、知识产权促进处调研员王瑀、武

汉东湖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何兆忠主任、陈仁松副主任

应邀出席本次研讨会。

陈仁松在研讨会上表示，我国逐步加强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力度，我

区在这样的形势下做了很多探索，我区成立了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知识产权

服务业协会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规范发展，非常重视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

连续三年在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的资金储备方面做了充足的准备，对引进

的服务机构、人才进行给予支持。如今，我区拥有近 300 家知识产权服务

机构，在监管方面我们将发挥协会的力量，建立各类制度管理的主体，构

建知识产权服务业管理体系，形成良好的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态势，引进

更多优秀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本次研讨会上，北京路浩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武汉智

嘉联合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湖北山河（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律师事务所、

湖北自贸区（武汉）片区剑扬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以《规范管理模

式探讨》《以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与服务对象的异同为引》《如何提升知识

产权服务质量》为题作了主题发言，武汉梦知网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北

京权大师）、武汉智嘉联合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北京市京师（武汉）律

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与投资中心、中都国脉（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湖北

分公司分享了管理模式及管理经验，并探讨了武汉市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规

范管理服务模式发展的新方向。

研讨会最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会长、武汉工

程大学法商学院院长金明浩从要走行业专业化路线、精细化管理模式、加

强模式创新力度形成特色品牌等方面做了会议总结。

本次会议为武汉市知识产权行业协会开展服务机构评价体系建设的重

要活动之一，由武汉市知识产权服务协会、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知识产权服

务业协会、湖北省知识产权培训（自贸区）基地联合举办。（信息来源：

中国知识产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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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知识产权局调研东湖高新区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7 月 15 日，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李述武率协调处、发展中心有关

领导一行到东湖高新区调研知识产权服务企业复产复工情况。李述武副局

长一行先后走访武汉红观专利代理事务所、武汉蓝宝石专利代理事务所、

武汉智嘉联合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三家服务机构负责人汇报了防疫和复产复工情况，李述武副局长给予

充分肯定。他调研，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在疫情期间，坚持不裁员、不减薪，

为稳定就业作出了贡献。服务机构纷纷通过自发捐款、参与自愿者活动等

方式投身疫情防控，体现了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的社会责任感。在疫情得到

有效控制后，各服务机构有序复工复产，为扩大就业积极参与高新区组织

知识产权专场人才招聘活动，不断拓展服务模式和内容，有效地服务了高

新区创新主体。三家机构探索性开展代理优质优价、建立互联网+专利管理

系统、提升专利代理质量等举措，得到李述武副局长的充分肯定。他鼓励

服务机构加强服务方式创新，努力提升服务质量，加强行业自律。他指出，

下一步，省局将按照国家局“蓝天”行动要求，加大对代理行业监管力度，

坚决打击代理违法行为。

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协调处处长陈轶、副处长杨树彬，省发展中心副主

任马骏，高新区知识产权局副主任陈仁松陪同调研。（信息来源：武汉东

湖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

我省上半年国内专利、商标申请 V 型反转，双双实现正增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省专利、商标申请量出现断崖式下滑，特

别是 2 月份分别同比下降了 41.99%和 29.9%，市场主体运用知识产权提升

竞争力的积极性严重受挫，但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国家知识

产权局的大力支持下，省知识产权局出台并落实支持企事业单位抗击疫情

和复工复产多项举措，通过开辟申请绿色通道，优化办事流程，做好“面

对面”知识产权服务，深化高价值知识产权培育、重点企业知识产权海外

护航、知识产权运用示范等三大工程，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市场创新活

力不断激发，全省上半年专利申请、授权总量分别为 60629 件和 49047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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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同比增长 4.95%和 40.82%,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约为 11 件，较去年底

增长 9.56%。新申请商标 88384 件，同比增长 9.49%,新注册地理标志商标

19件，同比增长 46.15%，专利、商标国内申请分别在 5 月份和 6月份实现

了由负转正，特别是 6 月份增长强劲，同比增长率已经超过了去年同期水

平。反映了我省市场主体和创新主体的信心和活力已由恢复阶段步入快速

增强阶段。

特别可喜的是，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上半年，全省共

有 5511 家企业申请专利，比上年同期增加 195 家，其中 2569 家企业申请

了发明专利。全省企业专利申请共 38436 件，占全省专利申请总量的 63.40%，

发明专利申请 11324 件，占全省发明专利申请总量的 59.33%，占比逐年增

长；企业专利授权 33626 件，占全省专利授权总量的 68.56%，发明专利授

权 3635 件，占全省发明专利授权总量 50.68%。在“光芯屏端网”和汽车

等重点产业领域，武汉华星光电、长江存储、东风汽车、烽火通信、武汉

天马微电子等企业发明专利申请均超过 100 件且增长迅速，反映了我省重

点产业链中的相关企业在国家和省委省政府的政策激励下，加快进行专利

抢滩布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空前高涨。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经过多

年的高价值知识产权培育，掌握了红外热成像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知

识产权，实现了全产业链专利布局，一季度净利润增幅高达 2561%，和 2019

年相比，完成了超过三分之二的利润。（信息来源：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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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动态

美国专利商标局提高商标使用证据样本的标准

只有商标持有人在商业层面上真正使用了自己的标志，这件商标才能

在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进行注册。换言之，在美国获得商标权利的

先决条件就是进行了实际使用。不过，在日常的审查工作中，USPTO逐渐

发现很多人所提交的商标使用证据样本实际上根本就无法证明其真正将这

些标志投入到了商业运营中。因此，USPTO于 2019年 7月发出国外商标

所有人必须要聘请美国本土律师来为其处理此事的规定之后，该机构紧接

着又颁布了一条新的规定，即要求 USPTO的审查员们要谨慎检查每一件商

标使用证据样本。因此，以前那些仅仅提供了带有自家标志的商品模型并

以此作为使用证据样本的商标所有人将会面临更为严格的审查。

换句话来讲，审查员们将需要就证据样本的权威性进行仔细的检查。

总而言之，为了维护美国的商标法律制度，USPTO的审查员们一定会认真

检查每一件商标使用证据样本，并会就其中存在疑点的样本向商标所有人

获取更多的信息。因此，商标所有人们一定要重视这些提高商标使用证据

样本的规定，避免因样本缺少说服力而导致自己已注册的商标遭到撤销。

（信息来源：IPRdaily）

韩国知识产权局试行申请人参与审查制度

2020年 7月 20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宣布试行申请人参与审查制度，

对于融合技术知识产权，有关申请人在提交参与审查申请后，可与 3名审

查员一同参与知识产权审查。制度运行初期，协同审查必须符合以下两点

要求：（1）确认有进行三人协商审查的必要性；（2）知识产权代理人必

须出席。

同时，在新冠疫情期间可通过远程视频、电话会议进行协商。2019年

11月，韩国知识产权局新设了融合技术审查局，并以此为契机正式引入三

人协商审查制度，进一步提升了审查服务质量。本次试行的申请人参与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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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制度与三人协商审查制度相结合，为申请人与审查员之间提供了意见沟

通的平台。（信息来源：中科院知识产权信息）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启动马德里申请在线服务

2020年 7月 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启动了名为马德里申

请助理（Madrid Application Assistant）的在线服务程序，旨在简化国际申

请提交手续。

Madrid Application Assistant以直观和线性的方式帮助用户完成国际申

请信息的填写，并生成 PDF格式文件提交，提高了申请文件的质量，且最

大程度地减少不合规的可能，大大降低了原属局的审查工作量。

该系统从原属国家/地区商标数据库导入数据，自动填写马德里国际申

请的相关信息，包含从联系方式到商品和服务的完整列表。

同时该系统还内置了包括自动验证商品和服务分类及其翻译的功能，

从而使提交国际申请的过程更加有效和准确。（信息来源：中科院知识产

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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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行业】知产最新行业成果

知产研究报告

上市公司知识产权（专利）资产状况分析报告

一、上市公司知识产权资产（专利）披露情况

知识产权资产是科创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重要的无形资产，尤其是发

明专利。

二、上市公司知识产权资产与研发投入的关系情况

1、科创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平均研发投入率高，且高于全国 R&D经

费投入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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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市公司平均研发人员比例稳中有升，科创板和创业板无专利的公

司研发人员占比最高。

三、上市公司知识产权资产与经营业绩的关系情况

1、创业板拥有专利上市公司市值明显高于无专利公司市值（2018 年

底），其余上市板块中二者并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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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收入规模的上市公司专利持有量对比分析。

3、主板上市公司平均营业利润率最高，科创板平均营业利润率逐年增

长，有专利的公司平均营业利润高于无专利的公司。

根据分析，知识产权资产是上市公司的重要无形资产，对上市公司的

市值、营收以及利润具有积极影响；比较注重研发投入的上市公司具有创

新潜力，将拥有更多的知识产权。（信息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

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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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6 月我市各区专利申请授权量排名

（信息来源：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排序 县、市、区

专利申请 专利授权

总量 同比增长 发明 总量 同比增长 发明

1 洪山区 12486 -1.07% 6964 9379 34.22% 3696

2 江夏区 4623 -11.27% 1665 2986 26.10% 545

3 武昌区 3116 -4.56% 1381 2396 41.19% 691

4 东西湖区 2062 2.03% 729 1626 67.11% 135

5 蔡甸区 2000 62.34% 468 1441 24.98% 142

6 青山区 1919 10.54% 914 1470 32.31% 468

7 江汉区 1914 51.07% 265 1142 128.86% 37

8 汉阳区 1307 -18.36% 301 1478 60.65% 96

9 江岸区 1297 -3.21% 335 1186 77.54% 88

10 黄陂区 886 38.65% 176 608 72.73% 24

11 硚口区 852 26.41% 277 595 35.54% 62

12
武汉经济开发区

（汉南区）
708 36.42% 204 474 114.48% 12

13 新洲区 598 35.91% 120 584 86.58%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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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6 月我市各区商标申请授权量排名

序号 县、（市、区）

申请量 注册量
有效注册商

标总量
总量 同比增长 总量 同比增长

1 洪山区 12080 138.78% 6758 35.76% 43408

2 武昌区 4682 -16.72% 4068 -22.22% 39500

3 江夏区 4127 172.59% 1628 44.97% 9428

4 东西湖区 3553 -8.99% 3115 -24.02% 37563

5 江汉区 3101 -27.88% 3618 -10.20% 32892

6 江岸区 2788 -28.13% 3128 -11.84% 28063

7 硚口区 2623 18.63% 2516 16.37% 19244

8 黄陂区 1863 0.43% 1583 -10.11% 13641

9 汉阳区 1604 -20.20% 1595 -31.16% 15385

10 蔡甸区 1488 64.06% 939 48.34% 5904

11 新洲区 1044 39.39% 797 5.15% 6261

12 青山区 653 -21.33% 591 -28.28% 5968

13
武汉经济开发区

（汉南区）
-- -- 565 -35.65% 8496

（信息来源：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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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6 月我市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授权状况排名

2020 年上半年,武汉市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排名 TOP30 中，有 16 家在高

新区。武汉共有 8 家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超过 100 件，其中 5 家在高新区。

武汉华星光电半导体显示技术有限公司上半年申请专利 585 件，其中发明

专利 573 件，两项排名均居全市首位。（备注：加粗为高新区企业）（信

息来源：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2020 年 1-6 月我市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排名表

排序 单位名称

发明

申请

申请

总量

发明

授权

授权

总量

全省企业合计 11324 38436 3635 33626

1 武汉华星光电半导体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573 585 248 264

2 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97 424 177 190

3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318 402 48 136

4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227 490 30 273

5 武汉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210 220 226 250

6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8 211 80 132

7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167 268 50 114

8 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124 124 74 74

9 武汉钢铁有限公司 89 98 124 133

10 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88 218 14 130

11 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81 81 123 123

12 武汉中海庭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64 64 2 2

13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62 180 27 106

14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54 116 6 88

15 鸿富锦精密工业(武汉)有限公司 53 54 4 5

16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50 197 9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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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单位名称

发明

申请

申请

总量

发明

授权

授权

总量

17 武汉圣禹排水系统有限公司 49 104 2 27

18 武汉 TCL 集团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49 49 0 0

19 卓尔智联(武汉)研究院有限公司 48 50 4 5

20 中核武汉核电运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7 88 0 0

21 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47 67 4 4

22 中铁大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38 65 9 31

23 湖北亿咖通科技有限公司 35 57 1 66

24 武汉思普崚技术有限公司 35 35 5 5

25 中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 34 59 6 39

26 武汉虹信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34 44 29 43

27 格力电器(武汉)有限公司 33 64 5 73

28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33 51 50 66

29 武汉精立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32 59 20 52

30 武汉格罗夫氢能汽车有限公司 31 92 0 121

（信息来源：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备注：加粗为高新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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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产服务团队

2020 年 1-6 月我市专利代理机构代理申请、授权量排名

（信息来源：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备注：加粗为高新区服务机构）

排序 代理机构名称

代理申请 代理授权

总量 发明 发明同

比增长
总量 发明

1 武汉开元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1828 814 -5.79% 1257 339

2 武汉智嘉联合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1634 543 4.83% 1571 111

3 武汉科皓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1515 1042 0.87% 1175 659

4 湖北武汉永嘉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1442 920 -31.29% 1317 729

5 武汉智权专利代理事务所 1174 663 13.72% 631 217

7 武汉蓝宝石专利代理事务所 1025 435 46.46% 542 36

8
武汉知产时代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943 433 -10.72% 689 130

9 武汉红观专利代理事务所 941 167 6.37% 673 18

10 武汉国越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837 35 -20.45% 857 6

11 华中科技大学专利中心 788 741 -37.52% 814 733

12 湖北天领艾匹律师事务所 612 224 279.66% 296 0

14 武汉宇晨专利事务所 558 291 -31.85% 520 186

15 武汉华强专利代理事务所 460 71 -39.83% 404 11

16 武汉惠创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443 16 -48.39% 438 5

17 武汉泰山北斗专利代理事务所 420 90 36.36% 202 15

18 武汉东喻专利代理事务所 409 269 -43.84% 337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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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八家服务机构获湖北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服务业专项补贴”

7 月 22 日，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发布《支持和引导知识产权服务业积极

应对疫情影响稳定和扩大就业拟补助公示》名单，拟定对 10家知识产权服

务机构进行补助，我区 8 家机构入选。

经省局审查、评审、集体研究，我区服务机构武汉智嘉联合知识产权

代理事务所、湖北武汉永嘉专利代理有限公司、武汉智权专利代理事务所、

武汉东喻专利代理事务所、武汉知产时代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武汉红

观专利代理事务所、武汉蓝宝石专利代理事务所、北京派特恩知识产权代

理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8 家单位获评湖北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服务业专

项补贴。

拟定补助机构名单

1 武汉智嘉联合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2 武汉科皓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3 湖北武汉永嘉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4 武汉智权专利代理事务所

5 武汉东喻专利代理事务所

6 武汉知产时代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7 武汉红观专利代理事务所

8 武汉蓝宝石专利代理事务所

9 北京派特恩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10 宜昌市三峡专利事务所

（备注：加粗为高新区服务机构）

自疫情发生以来，我区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积极“战疫”，积极发挥自

身优势，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用实际行动彰显责任和担当，同心合力为抗

击新冠肺炎贡献力量。各单位积极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提供知识产权智力支

撑,在防疫新药、医疗设备、救治方法等方面提供专利布局建议，为光谷经

济高质量发展作出知识产权贡献，此次知识产权服务业专项补贴，是对于

各单位所作的积极贡献的充分肯定！（信息来源：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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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产典型案例

我区企业安翰科技专利诉讼案胜诉

2020 年 8 月 24 日，安翰科技（武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安翰科

技”）在官网发布声明，称已收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作出的两份民事判决。判决认定安翰科技的产品均未落入涉案专利的

权利保护范围，重庆金山主张安翰科技侵害涉案专利权，证据不足，缺乏

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了重庆金山的全部诉讼请求。该诉讼

由重庆金山于 2019 年 5月发起，以安翰科技产品侵犯其 8项专利权为由，

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索赔 5000 万元。安翰科技在冲刺科

创板上市的关键期遭“核心产品涉嫌专利侵权”诉讼，引发舆论。由于知

识产权案诉讼期较长，因无法在审核期内完成全部诉讼程序，安翰科技已

于 2019 年 11 月撤销科创板上市申请，终止 IPO 进程。

安翰科技在胜诉声明中称，截至目前，重庆金山恶意提起的八件专利

侵权诉讼中，有六件因涉案专利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而

撤诉，另外两件（2019）渝 01 民初 394 号、402 号案件，法院作出了一审

判决，判决结果是依法驳回重庆金山两起案件的全部诉讼请求。402 号案

件的涉案专利于2020年 8月19日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

394 号案件的涉案专利无效正在审理中。

在声明中，安翰科技表示，历经 15个月的等待，公司终于迎来了公正

的判决结果。对所有专注研发的硬核科创企业来说，司法公正是营商环境

持续向好的关键一环，安翰科技的胜利意义重大。近年来，恶意知识产权

诉讼频发，已成为阻碍科创企业发展的重大障碍。要想推动中国科创健康

快速发展，势必要完善知识产权领域诉讼诚信体系的建设，加大恶意诉讼

的民事侵权责任，以有效遏制恶意诉讼行为，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安翰科技的胜诉，是这个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来源：IPR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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