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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资助企业国外申请专利政策及解读 

政策原文 

《资助向国外申请专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国家财政部于 2009 年 8 月 28 日下

发的财建[2009]567 号文件） 

第五条  专项资金重点资助国外专利申请中保护类型与我国发明专利相同的专利申请。每

件专利项目最多支持向5个国家(地区)申请，资助金额为每个国家(地区)不超过1O万元，

有重大创新的项目除外。 

第六条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资助国内申请人向国外申请专利时向有关专利审查机构缴纳

的在申请阶段和授予专利权当年起三年内的官方规定费用、向专利检索机均支付的检索费

用，以及向代理机构交付的服务费等。 

政策及概念解读： 

一、国家支持国内申请人积极向国外申请专利，将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国内中

小企业、事业单位及科研机构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出并以国家知识产权局为受

理局的发明专利申请提供专项资金资助。每件专利最多支持向 5 个国家(地区)申请，资助

金额为每个国家(地区)不超过 10 万元。 

二、通过 PCT 途径向国外申请专利简介 

PCT 是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的简称，是在专利领域进行合作

的一个国际性条约。PCT 申请是指依据《专利合作条约》提出的申请，又称国际申请。其

产生是为解决申请人就同一发明创造向多个国家申请专利时，减少申请人和各个专利局的

重复劳动。PCT 申请分为国际阶段和国家阶段。PCT 申请先进行国际阶段程序的审查，然

后进入国家阶段程序的审查。申请的提出、国际检索和国际公布是在国际阶段完成，如果

申请人要求，国际阶段还包括国际初步审查程序。授予专利权的工作在国家阶段由被指定

/选定的各个国家局完成。利用 PCT 申请途径，有下列三个优点： 

1、简化申请程序。申请人可以直接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局)提交一份 PCT 申

请，由受理局确定的国际申请日，在 PCT 的所有成员国中自国际申请日起具有正规国家申

请的效力。 

2、推迟决策时间，选择投入资金。在国际阶段，申请人会收到一份国际检索报告和 



一份国际初步报告。根据这些报告，申请人可初步判断自己的发明是否具有专利性，然后 

根据需要自优先权日起三十个月办理进入某个或某几个国家的手续，即提交国际申请的译

文和缴纳相应的费用。 

3、完善申请文件。申请人可根据国际检索报告和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修改申请文

件。 

三、举例一件美国专利的 PCT 申请收费 

申请国外专利的资料与申请国内专利所需资料近似，包括请求书、权利要求书、说明

书、说明书摘要等文件。 

1、国际阶段： 

该方式直接向中国专利局提交国际专利申请文件(中文)，并指定进入中国。中国专利

局会在 16 个月内做出一个初步检索，对本发明创造的新颖性和创造性进行初步评价，下

面对其收费作如下分解： 

必须缴纳：传送费 CNY500 检索费 CNY2100 国际申请费个人：CNY808.63(133 瑞士法

郎) 职务：CNY8086.3(1330 瑞士法郎)(该费用随汇率的变化而实时浮动，个人申请已经

享受 90%的减免，职务申请不享受减免) 

选择缴纳：优先权文件费 CNY150 

个人申请费用 4千元人民币左右，含代理费大约 1万元人民币；职务申请费用 1.0-1.1

万元人民币，含代理费大约 1.5-1.7 万元人民币。 

2、国家阶段： 

申请人可以根据中国专利局的初步检索或初步审查结果，于 30 个月内(从申请日起算)

向美国专利局提出进入美国的国家申请(英文)。 

向美国专利局申请专利时，必须通过中国的专利事务所，再经其转委托美国的一个专

利事务所向美国专利局提交文件。因为美国专利事务所的收费，是按处理该专利的总时间

乘以该专利律师每小时的费用得出总费用，所以，其收费不是固定不变的。美国专利局再

开始进行正式的审查。 

美国阶段：美国律师费＋官费是 3千美元起(通常在 4千美元以内)。另外，国内代理

人要收代理费 5千元人民币＋中英文翻译费。美国律师主要负责文件的形式审查和文件形

式的准备，申请的实体部分主要由国内代理人完成。 

该申请从申请到授权的总费用约为 7.5-8.5 千美元(按 1美元=6.8274 人民币)，约为

5-6万元人民币。 



跨国公司以诉讼打压对手亟需引起重视 

雀巢公司与味事达公司的民事诉讼告一段落，而撤销注册商标的行政诉讼官司硝烟又

起。 

著名知识产权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无形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冯晓青

教授表示，任何权利包括商标专用权都是有界限的。味事达公司使用方形瓶是商标意义上

的使用还是外包装、容器上的使用以及消费者是否会混淆是界定“合理使用”的关键。 

冯晓青认为，值得思考的是立体商标保护的范围与公有领域的协调。方形瓶本身为公

有领域资源，任何人不能垄断；尽管我国修改商标法后引进了立体商标制度，但其保护范

围不能及于立体形状本身，当然不能限制他人仅作为包装或容器使用，否则会侵占公共利

益和他人利益。 

雀巢公司为什么会把一个酱油瓶当成了“眼中钉”?冯晓青分析，这是雀巢公司通过

商标的国际保护，以达到以商标为战略武器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目的。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雀巢公司并没有直接向我国申请商标注册，而是采取了巧

妙的“曲线注册”方式，通过《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的国际领土延伸规则，成功在

国内获得注册，并开始了对国内企业的轮番“轰炸”。 

对此，广东律师李镇分析，我国没有将通过国际注册核准的商标纳入国内每周一期的

商标公告中，而国内的企业很少关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商标公告，是导致雀巢公司

成功注册商标的原因之一。 

冯晓青则认为，这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我国企业整体上缺乏商标国际保护意识和商

标战略，缺乏及时、有效的商标监控、预警机制，尤其是对可能涉及自身商标利益的竞争 

对手的商标国际注册活动不闻不问，以致出了问题时才感到严重性。如果企业关注这些具

有战略性的问题，则很可能会及时在中国注册自己的涉案商标。 

事实上，雀巢公司对包括味事达、海天、加加等多家知名国内酱油企业都发出了警告

信，而通过主动诉讼来保护自己权益的企业却寥寥无几，甚至有企业完全不做反抗，回函

表示愿意更换包装。 

冯晓青建议，我国企业应加强自身知识产权意识，不仅包括自身保护意识，还应包括

以知识产权构建竞争优势，建立企业知识产权战略保障体系。其中，尽可能地进行知识产



权确权、跟踪竞争对手知识产权动态(如本案中国际注册延伸保护)、建立企业知识产权风

险防范、预警应急机制等都是现实的途径。 

此前，有评论人士认为，雀巢公司企图通过官司排挤味事达等企业市场份额，从而达

到提升自己产品的知名度等目的。冯晓青认为这种观点不够全面，他说，雀巢公司在中国

主张权利当然具有合理性，但当代知识产权诉讼特别是涉及跨国公司的诉讼中，利用打官

司途径达到打压、排挤竞争对手，进入目标国家市场同时提升自身产品知名度的目的的现

象非常普遍，值得我国企业高度警惕。 

摘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 

 

山东将发明专利授权数纳入省十二五规划纲要 

日前，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纲要》将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授权数，作为“十二五”时期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之一。这是山东首次将万人发明专利授权数量，纳入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指标。 

《纲要》在“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中，明确提出到 2015 年山东每万

人口发明专利授权数量，要由 2010 年的 0.4 件上升到 0.8 件。这也是山东首次将万人发

明专利授权数量，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纲要》还提出，要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

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吴献廷） 

摘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 

 

 

 

 

 

 

 

 



 

 

小家伙靠专利获利 6000 万的启示 

主题 小家伙靠专利获利 6000 万的启示 期次 001 时间 20100118 

关键词 小家伙，旋转式吸管瓶盖，侵权，专利赔偿 

故 

事 

介 

绍 

1998-2003 年曾风靡全国的浙江金义集团有限公司和乐百氏等公司生产

的旋转盖果奶因侵犯浙江小家伙食品有限公司的专利，南昌市高级人民

法院下达判决书（2003 年秋）：浙江金义集团有限公司被判定今后不准生

产、销售带旋转式吸管瓶盖的饮料，并赔偿小家伙公司经济损失 1300 万

元； 小家伙公司累计打赢 61 场官司，获赔金额 6000 多万  

演 

员 

介 

绍 

小家伙食品公司介绍： 

成立于 1998 年，公司拥有员工 2000 多人，固定资产 8000 多万元。为改

变传统插吸管饮用果奶制品不卫生、不方便的情况，他们率先设计出了

“旋转式吸管瓶盖”，并提出了专利申请，新型外包装不用打开瓶盖，只

要用手一拧，就可以饮用。新产品推向市场后，销售情况良好，仅 1998

年就创造了销售收入超亿元的业绩。 

专利介绍：专利类型：实用新型 

名称：旋转式吸管瓶盖 

专利号：98201649.2 

点评和

启示 

知识经济时代，专利已经成为了企业获取商业利益的策略和工具。 

善用专利，不仅可以保护企业，也可以为企业获得应有的利益。 

成长期的企业应该对专利工作给予应有的物质和资金支持，才能为将来

赢得市场竞争奠定扎实基础。  

备注 
相关联接：旋转式吸管瓶盖被判侵权 江西全面封杀乐百氏果奶

http://finance.sina.com.cn/x/20020926/1057260528.html 

 编辑 Peter 审 核 Peter 点 评 Peter 

 

http://finance.sina.com.cn/x/20020926/1057260528.html


新修改的专利法实施后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应注意的问题 

问：什么是“主要起标识作用的平面印刷品”？ 

答：平面设计的产品包括很多种类，例如标贴、纺织品、壁纸等等。对于标贴、平面

包装袋等产品，如果平面产品的外观设计的主要用途在于使公众识别所涉及的产品、服务

的来源等，则所述产品的外观设计将会被认为是主要起标识作用的。但是，纺织品、壁纸

通常具有装饰性，因此，不属于不授予专利权的客体。 

问：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简要说明如何撰写？ 

答：简要说明主要是为了对图片或者照片所不能准确表达的内容进行补充说明，简要

说明必须包含产品名称、产品用途、设计要点以及指定一幅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者

照片。 

产品用途主要用来确定产品的分类号，特别是具有多种用途的产品。由于外观设计分

类是依靠申请人提交的图片或者照片，因此，分类员有时依靠图片或者照片无法给出正确

的产品分类，为此，需要申请人在简要说明中写明产品的用途。例如对于桌椅等日常用品，

有时仅仅依靠图片或者照片，分类员可能无法确定是小摆设，还是家具。 

设计要点是指与现有设计相区别的产品的形状、图案及其结合，或者色彩与形状、图

案的结合，或者部位。例如，如果产品的形状是一种新的设计，则可以写为“设计要点在

于产品的形状”；又如，一种纺织品的图案是新的，则可以写为“设计要点在于主视图上

的图案”；如果产品的某个部位的设计是新的，则可以写为设计要点在于该部位（的形状

或者图案等等）。总之，设计要点主要体现产品外观设计的创新之处。应当注意的是，产

品的外观设计必须通过图片或者照片来体现，设计要点不能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本身的形

状、图案或者色彩等进行描述。 

 “指定一幅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者照片”仅仅为用于专利公报的出版，与专

利保护范围的确定没有任何关系。 

此外，如果有请求保护色彩或者省略视图的情况，也应当在简要说明中声明。 

如果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涉及同一产品的两项以上相似外观设计（最多不超过 10

项），申请人必须在简要说明中指定其中一项作为基本设计，以便判断所合案申请的外观 

 



设计是否属于与基本设计相似的外观设计。 

如果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省略了视图，申请人通常应当写明省略视图的具体原因，例如

因对称或者相同而省略；如果大型设备缺少仰视图，可以写为“省略仰视图”。 

对于花布、壁纸等平面产品，如果存在单元图案两方连续或者四方连续等无限定边界

的情形时，应当在简要说明中写明。 

如果产品是细长物品的，如果图片或者照片不能完整清楚地显示产品，可以采用省略

画法，但应当在简要说明中写明。 

如果产品的外观设计由透明材料或者具有特殊视觉效果的新材料制成，申请人可以在

简要说明中写明，例如用高度抛光材料制成的产品。 

如果外观设计产品属于成套产品，如果图片或者照片不能清楚地显示各套件，则可以

在简要说明中写明各套件所对应的产品名称。 

简要说明不得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也不能用来说明产品的性能和内部结构。 

问：哪些外观设计可以合案申请？ 

答：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提交原则上是一设计一申请，新修改专利法的三十一条第二

款规定了两种可以合案申请（即作为一件申请提出，并按一件申请收费）的情形：（1）针

对同一产品而作出的两项以上相似外观设计；（2）成套产品。 

（1）相似外观设计必须是针对同一产品的。一般情况下，经整体观察，如果其他外

观设计和基本外观设计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设计特征，并且二者之间的区别点通常在于局

部细微变化、该类产品的惯常设计、设计单元重复排列或者仅色彩要素的变化等情形，则

认为二者属于相似的外观设计。 

（2）成套产品是指由两件以上（含两件）属于同一大类、各自独立的产品组成，各

产品的设计构思相同，其中每一件产品具有独立的使用价值，而各件产品组合在一起又能

体现出其组合使用价值的产品，例如由咖啡杯、咖啡壶、牛奶壶和糖罐组成的咖啡器具。 

应当注意的是，涉及成套产品的专利申请中，不能再包含针对某个或全部套件而提出

的两项以上相似外观设计。 

摘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 

 



通过专利号鉴别专利真伪的技巧 

专利（申请）号黑点后面一位数是计算机的校验码，是用前 8 位数依次与 2、3、4、

5、6、7、8、9 相乘，将它们的乘积相加所得之和，用 11 除后所得的余数。当余数为 10

时，用 x表示。 

例如：ZL01130412.x 

计算过程：（0*2）+（1*3）+（1*4）+（3*5）+（0*6）+（4*7）+（1*8）+（2*9）

=76 

76/11=10------10 用 X 示。 

 

 

 

 

 

 

 公司高级知识产权顾问李绩受邀前往山东食品发酵工业研究设计院进行专利讲座交

流。 

4 月 8日，公司高级知识产权顾问李绩前往山东食品发酵工业研究设计院围绕生物行

业专利战略和策略进行讲座交流。 

讲座主要围绕企业利用专利保护自己攻击竞争者案例解析、生物技术产品专利保护策略和

专利获利重点进行了介绍。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围绕权利要求保护范围和申请策略进行了交

流，食品发酵研究设计院苏理副院长就我公司的知识产权管家服务模式给予了充分认可，

并就以后合作进行了交流探讨。  

本次培训收集的培训满意调查表评估表显示，综合评分去除最低分和最高分，平均分

为 94.3。同时科研人员对我公司提供的如下培训表示浓厚兴趣： 

1.生物行业专利保护战略和策略  

2.生物技术领域专利申报审查实务知识  

3.生物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特点和要求  



 公司高级知识产权顾问李绩受邀前往山东食品轻工业学院进行专利讲座交流。 

4 月 7日，公司高级知识产权顾问李绩前往山东轻工业学院围绕生物领域专利申请实

务知识进行讲座交流。 

讲座主要围绕专利申报审查要点、权利要求书撰写规则和技巧以及专利保护策略重点

介绍。学院师生就生物领域专利申请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讲座结束后，食品生物工程学

院朱汇源院长就以后的业务合作进行了沟通交流。 

本次培训收集的培训满意调查表显示，综合评分去除最低分和最高分，平均分为 89.4。 

同时科研人员对我公司提供的如下培训表示浓厚兴趣： 

1.生物行业专利保护战略和策略  

2.生物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特点和要求  

 

 公司高级知识产权顾问李绩将前往大连参加第四届工业生物技术大会并做专利战略

和策略的主题演讲。 

会议简介 

由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主办，大连百奥泰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工业生物技术

大会，将于 2011 年 4 月 25-29 日在中国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 

工业生物技术大会是为全球工业生物技术研究的科学工作者、研究机构和生产企业搭

建的思想、学术和技术、产品自由交流和寻求合作的平台。第四届工业生物技术大会除主

论坛外，将组织生物生产加工技术、工业微生物、制药生物技术、医学生物技术、农业生

物技术、食品生物技术、环境生物技术、其它工业领域的生物技术的应用、新型生物化学

和生物材料、工业生物技术的投资论坛等 10 个科技论坛和分会活动，为专家学者、企业

精英搭建专题演讲和交流合作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