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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习近平习近平习近平:中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中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中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中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 

6 月 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同美国总统奥

巴马举行中美元首第二场会晤。关于知识产权保护，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

知识产权保护，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是中国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更是中国构

建创新型国家、实现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需要。中国遵守国际条约义务，依

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专利成为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荐要件专利成为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荐要件专利成为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荐要件专利成为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荐要件 

日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荐工作

的通知，其中首次强调，专利等知识产权要作为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荐要件。 

据悉，此次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荐工作首次明确要求，申报技术必须拥有专

利证书或其他知识产权证明文件等。同时，所推荐的重点节能技术专利要符合技

术先进、节能效果显著、经济适用等条件，能够反映节能技术最新进展，节能减

碳潜力大，预期可获得明显的节能减碳效果，有成功的实施案例，应用范围广，

在全行业推广前景广阔，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知识产权报 记者 

赵建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确定国家知识产权局新确定国家知识产权局新确定国家知识产权局新确定 7 个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个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个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个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 

近日，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获悉，经国家知识产权局评定，2013 年度首

批 7 个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正式确定，使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的数量进一步

增多。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按照《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

园区评定管理办法》的规定和要求，经集中评定，确定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湖南望城经济开发区、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泉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包括所属的泉州市鲤城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石狮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等 7

个园区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同时，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则同意上述 7 个试点

园区的试点工作方案。 



 

据介绍，上述 7 个试点园区的试点工作周期为 2013 年 5 月至 2016 年 5 月。

试点期间，国家知识产权局将根据有关规定，对试点园区工作进行持续指导和跟

踪管理，督促试点工作方案的实施和落实。试点期满后，国家知识产权局将按照

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工作方案及《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园区考核指标》对试

点工作进行考核验收。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有关负责人强调，各试点园区要对试点工作方案

中各项工作进行任务分解，细化时间节点、落实责任部门、健全工作机制、制定

工作措施、完善保障体系，确保各项工作目标和任务的圆满完成和全面落实，有

效发挥知识产权在促进园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提升区域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 

据悉，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试点示范工作是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

要》、加强地方知识产权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近年来，该项工作沿着“以试点

促推广普及，以示范促深化发展”的工作思路，扎实推进，取得了可喜成效，试

点示范园区的知识产权质量和效益都有显著提升。（知识产权报 记者 赵建国） 

 

 

 

    

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案例分析：：：：从诺维信授权专利看专利保护从诺维信授权专利看专利保护从诺维信授权专利看专利保护从诺维信授权专利看专利保护  

   

专利案例基本信息专利案例基本信息专利案例基本信息专利案例基本信息：：：： 

专利号：ZL 98813338.5          发明名称：热稳定的葡糖淀粉酶    

专利权人：诺维信公司          申请日：1998.11.26    

进入国家阶段时间：2000.7.26    授权公告日：2006.6.28  

权利要求布局分析权利要求布局分析权利要求布局分析权利要求布局分析：：：： 

权利要求书是专利保护的核心，权利要求保护范围和权利要求数量是决定专

利保护质量的核心元素，本专利共 28项权利要求；独权 13项；从权 15项。具

体分析见表格 1：  



 

表 1   权利要求布局分析 

独权独权独权独权 保护主题保护主题保护主题保护主题 保护重点保护重点保护重点保护重点 从权从权从权从权 评注评注评注评注 

权 1 葡糖淀粉酶 包含特定氨基酸序列或与之

同源性至少 80%的酶 

8 个  用同源性 80%

增加保护范围 

权 10 编码葡糖淀粉酶活

性的 DNA 

包 括特征 (a)-(e) ， 或 包含

(a)-(e)特征的 DNA 的片段。 

2 用较少特征获

得较大保护范

围 

权 25 微生物 能产生权 1-9 所述酶或由权

10-13 所述 DNA 编码的酶的

微生物 

0 保护源头 

权 14 淀粉转化为葡萄糖

浆的方法 

在酶存在下糖化淀粉水解产

物的步骤 

2 用途保护 

权 17 糖化液化淀粉溶液

的方法 

包括酶促糖化步骤 1 用途保护 

权 26 生产酶的方法 培养权 10-13 所述 DNA序列

的细胞 

1 生产方法保护 

权 18 酶在淀粉转化过程

中的用途 

所述酶是权1-9所述酶或由权

10-13 所述 DNA编码的酶 

1 用途保护 

权 19 酶在连续淀粉转化

过程中的用途 

所述酶是权1-9所述酶或由权

10-13 所述 DNA编码的酶 

1 用途保护 

权 20 酶在生产寡糖的方

法中的用途 

酶是权 1-9 所述酶或由权

10-13 所述 DNA编码的酶 

1 用途保护 

权 21 酶在生产特种糖浆

的方法中的用途 

酶是权 1-9 所述酶或由权

10-13 所述 DNA编码的酶 

0 用途保护 

权 22 酶在生产乙醇的方

法中的用途 

酶是权 1-9 所述酶或由权

10-13 所述 DNA编码的酶 

0 用途保护 

权 23 酶在生产饮料的方

法中的用途 

酶是权 1-9 所述酶或由权

10-13 所述 DNA编码的酶 

0 用途保护 

权 24  酶在柠檬酸、抗坏

血酸等发酵中用途 

酶是权 1-9 所述酶或由权

10-13 所述 DNA编码的酶 

0 用途保护 

总 结总 结总 结总 结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本案 28项权利要求全面涵盖了产品和方法的权利要求。以葡糖淀粉酶为核

心，保护主题展开涉及酶、编码该酶的 DNA 序列、产生该酶的微生物、

该酶水解底物的方法、该酶的用途、生产该酶的方法等，实现了有效全面

的保护和布局。 

 



 

其他保护点说明其他保护点说明其他保护点说明其他保护点说明：：：： 

1. 说明书：说明书 49页对专利内容进行了详细说明，同时也对权利要求进行了

有力支持。 

2. 优先权利用：本专利利用 1998.11.26 的 PCT 申请优先权(pct.dk98/00520）。 

3. 慢速授权：该专利 98 年 11 月申请，在 2006 年 6 月授权；授权时间历时 8

年，国外公司通常提前申请，但出于有效保护产品等考虑，通常缓慢授权。 

4. 权利要求 1分析：采用同源性至少 80%有效扩大了保护范围。 

专利保护和侵权无效信息专利保护和侵权无效信息专利保护和侵权无效信息专利保护和侵权无效信息： 

丹麦诺维信公司于 2011 年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国内

两家酶制剂公司侵犯其专利权。同年，上述两家公司请求专利复审委宣告涉案专

利无效。 

专利复审委经审理作出第 17956号决定，宣告单纯以同源性和功能限定的淀

粉酶权利要求无效，维持同时限定同源性、来源菌种和功能的权利要求有效。随

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第（2011）二中民三知初字第 81/82号判决，

判定专利侵权成立，被控侵权人赔偿经济损失。 

补充阅读补充阅读补充阅读补充阅读：：：：发明专利快速获得授权的方法发明专利快速获得授权的方法发明专利快速获得授权的方法发明专利快速获得授权的方法 

发明专利自申请日起一般在 2-3 年获得，发明人由于工作关系等原因，希望

专利尽快获得授权。目前我国提供通过正常途径使发明专利获得快速授权，在办

理相关手续交纳发明专利加快费（1400 元）后，如果专利符合授权条件，一般

会在 1 年左右获得授权。 

在实际专利申请业务处理过程中，我们还可以采用如下综合方法（表 1）使

专利加快获得授权，通过如表 1 所述综合方法处理我公司处理的一些专利最快在

6 个月左右拿到授权通知书，该速度甚至超过了缴费加快授权的速度。部分我公

司处理获得授权专利见表 2 

表 1： 

编号 措  施 重要度 作用 

1. 
专利文本质量高，有创造性 ＄＄＄＄＄ 授权的核心因素 

2. 
专利电子申请 ＄ 快速提交回复 

3. 
要求提前公开 ＄ 提前进行审查 



 

4 
及时缴纳各种官费 ＄ 及时启动各种程序 

5 
高质量答复审查意见 ＄＄＄ 及时获得授权 

6 
权利要求保护范围适当 ＄＄ 便于授权 

7. 
权利要求适当加错 ＄ 满足审查员工作要求 

 

表 2： 

编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申请日 授权通知  

发放时间 

授权时间长 

1. 201210143714.9 一种绿色饲料添加剂 20120509 20130703 14 个月 

2. 201210182838.8 一种具有抗菌抗氧化功能的

复合饲料添加剂 

20120606 20130407 10 个月 

3. 201210274177.1 一种功能性饲料添加剂 20120802 20130207 6 个月 

 

热点关注热点关注热点关注热点关注：：：：鲍曼与孟山都鲍曼与孟山都鲍曼与孟山都鲍曼与孟山都,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 

2013 年初，美国各主要新闻媒体纷纷报道最高法院将就鲍曼（Bowman）

是否构成对美国种业巨头孟山都（Monsanto）的专利侵权案举行口头辩论。这

一消息，不仅让翘首以待案件判决结果的各界人士充满了新的希望，也使得长久

以来一直饱受争议的基因种子专利问题再一次成为媒体焦点。 

孟山都遇到了倔强老农 

事实上，该案的双方当事人实力极为悬殊。鲍曼只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

普通农民，今年 75岁；而孟山都则是创始于 1901 年的一家跨国公司，该公司

原为化学试剂生产商，后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成功转型为全球重要的生物技术公

司。目前，孟山都在转基因种子与作物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市场上 90%

的转基因种子来自该公司，同时，该公司就其相关转基因种子在许多国家拥有专

利，如涉案的专利号为 5,352,605及 RE39,247 的美国专利。正是利用手中的这

些专利武器，孟山都仅在美国就向农民提起了一场又一场的专利侵权诉讼。由于

各种原因，累计数以百计的诉讼要么双方和解，要么以农民败诉结案，从这个意

义上看，鲍曼必将是转基因专利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普通农民。 



 

如果没有转基因种子的特殊性，农民与种子的传统关系不会改变，世世代代

自留优选种子的做法也不会与专利侵权产生任何关联。但相较于传统种子，转基

因种子更依赖于人工培育并可以基因遗传，因此，孟山都公司在农民购买转基因

种子时都签有协议，注明他们不会将购买的种子留种和复种；一旦孟山都公司通

过其被戏称为“种子警察”的线人发现有人违反约定，则毫不留情地以专利侵权

诉讼相威胁或者提起专利侵权诉讼。 

本案中这位印地安纳州的鲍曼老农，就是用买到的转基因大豆种植后自留的

种子再种植，因为他认为按照千百年来的农业习惯，农民可以自留种子再复种，

他的前辈就是那么做的。但孟山都公司不这么认为。2007 年，孟山都公司在印

第安纳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鲍曼侵犯其种子专利，法院以简易判决方式认定

鲍曼自行留种行为构成对原告孟山都公司的专利侵权。鲍曼不服，上诉至联邦巡

回上诉法院，称孟山都的专利权利在种子初次销售之后即已耗尽。 

上诉法院经审理认为，“即便孟山都在作为商品的种子上的专利权利耗尽，

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因为像鲍曼这样的种植者，只要种过包含有孟山都‘Roundup 

Ready○R’基因的种子商品，该第二代产品自然包含该基因，种植者再种它就

仍构成侵权。”换言之，即使专利权利耗尽原则适用于鲍曼购买的种子，但并未

授权他制造新的含有‘Roundup Ready○R’基因的第二代种子，未经许可地种

植此类种子构成专利侵权。2011 年 9 月 21 日，该法院判决维持原审判决。鲍

曼不服，又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2012 年 10 月 5 日，最高法院正式接受审理

此案。 

全世界关注此案 

对专利权利用尽原则的理解显然是处理该案的关键法律问题。一般情况下，

专利产品一经专利权人授权合法售出（即首次销售），专利权利即已用尽，购买

者可以不受限制地任意处置买来的专利产品，而无须获得专利权人的许可。基于

转基因种子专利产品的特殊性，应当如何理解与限制其权利用尽的范围边界呢？

为慎重起见，在正式决定受理此案前，最高法院邀请美国政府提交法庭之友意见

书。美国政府认为，专利权人授权销售一件含有专利权利的物品并没有失去他对

制造含有该权利的其他物品的控制，即，尽管许可销售专利产品用尽了专利权人

在该产品上的权利，但如果专利产品的购买者未经许可按照该产品制造了新的产

品，则仍然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应当驳回上诉。 



 

事实上，由于该案涉及转基因生物专利，使得此案被关注的角度与观点已大

大超出法律层面。如，先后给最高法院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书的不仅有法学教授、

纽约知识产权协会及美国知识产权法学会，还有美国反垄断协会、美国种子贸易

协会、生物技术产业组织、美国大豆协会等等，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

观点。 

2012 年 10 月 10 日，代表全美 25万个消费者及农场主会员的非盈利性组

织美国食品安全（及种子安全）中心在向最高法院提交的法庭之友意见书中称：

“这是法院在处理植物专利问题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应当限制对转基因

玉米、大豆和其他农作物的专利保护，以便农民能够保留他们的种子并使他们免

于诉讼。这在一定意义上或许真是道出了相当多美国农民的心声。2012 年美国

对大豆生产中种子成本的一个调查显示，转基因技术商业化使大豆种子成本不断

增长，从 1997 年的每英亩 19.72 美元已上升到 2011 年的每英亩 55.55 美元。

显然，该案件远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最高法院正面临着多种利益的冲突与交织。 

其实，哪怕说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案件也不为过。自转基因技术取得突破以

来，其伴生问题就一直处在不断地争议之中。要不要用专利法律保护转基因技术

及其产品？如何保护？生物技术的发展是在造福人类还是在摧毁生物多样性？

以并购方式不断扩张的孟山都公司是否形成事实上的垄断而非技术发展所必然

形成的垄断？通过转基因种子的输入是促进国家农业发展还是祸国殃民？法国、

匈牙利等欧洲国家正在行动，墨西哥、秘鲁等南美国家已经意识到一些问题，犹

疑不定的思考还在继续。但不管怎样，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也许法律问题的回

答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但至少，我们可以从中领悟与感受到一些东西。 

的确，专利、垄断及生物多样性、国家安全，这个案件几乎聚焦了所有当前

最为敏感的词汇。一场实力悬殊的诉讼本来就有足够的新闻性，更何况它还牵涉

到了多个重要深刻且宏观前沿的话题。最高法院是将这个案子的审理当作一个专

利侵权诉讼案件去审理，还是希望通过对这一案件的审理，发表其对相关问题的

评判，所有的人都在拭目以待!（知识产权报 作者 魏玮） 

    

    

    

    

    



 

    

    

    

公司负责人前往成都参加公司负责人前往成都参加公司负责人前往成都参加公司负责人前往成都参加 2013201320132013 年中国生物饲料新技术研讨会年中国生物饲料新技术研讨会年中国生物饲料新技术研讨会年中国生物饲料新技术研讨会    

公司负责人李绩于 4 月 17 日前往成都参加 2013 年中国生物饲料新技术研

讨会，并做了名为《生物饲料专利申请的问题和关键点》的主题报告。报告围绕

生物饲料领域中专利保护和申请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讲解，并与参会代表进行

广泛探讨和深入交流。 

公司与专利局审查员建立定期专利实务交流机制公司与专利局审查员建立定期专利实务交流机制公司与专利局审查员建立定期专利实务交流机制公司与专利局审查员建立定期专利实务交流机制    

公司在现有的定期案例探讨交流的基础上，增设了与审查员进行专利实务交

流的环节。公司定期邀请国家专利局从事生物医药、化学、机械等相关领域审查

工作的审查员前来与我公司人员进行专利实务的交流探讨。通过这一交流机制的

建立，旨在增强员工对专利审查工作的直观认知，解答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有效

提高员工对专利实务工作的理解和操作水平。 

 



公司简介 

北京锐晟明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具有商标代理等知识产权服务资质，服务内

容涵盖商标代理、专利申请咨询、版权注册等知识产权业务。公司致力于为生物、

食品、饲料、化工、新材料等领域科技创新实体提供专利申请保护等服务工作。 

公司服务团队成员分别在企事业单位从事多年科技开发和知识产权实务工

作，不仅具有良好的知识产权实战经验，同时具有丰富的生物、新能源领域的科

技开发和产业化一线实践经历，熟知我国科技产业规律。公司外聘具有多年审查

经验的国家专利局兼职顾问；公司服务团队能够有效解决企业科技创新难题和知

识产权实务问题，项目团队 50%的人员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70%以上的人员具

有硕士学历。 

主要业务介绍 

1.知识产权培训 2.专利挖掘申报 3.专利保护策划 4.审查员意见答复审核 

5.专利加快审查 6.专利性检索及规避设计 7.商标注册、商标续展、商标变更、

商标异议 8.版权注册登记 

重点服务客户 

饲料行业：双胞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禾丰牧业股份股份公司  

酶制剂行业：湖南鸿鹰祥公司、山东隆科特公司  

白酒行业：衡水老白干酒业公司 

食品饮料行业：宁夏夏进乳业集团、大连易健集团 

其他行业：宁夏圣花米来有限公司、天津北洋百川生物技术公司、奇泓生物

科技公司 北京陆桥技术有限公司 新乡瑞丰化工有限公司等 

科研院所：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所、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中国食品工

业（集团）公司、北京化工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天津工业大学等 

服务特点 

采取申请前检索和申报前审核制度，每个专利都有两个专利工程师分别进行 

撰写和审核，确保专利申报质量，提高专利授权比率。 

专利授权比例：专利平均授权率 89%。 

部分单位授权比率：双胞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北京东方联鸣科技公司 

100%，北京绿岛缘蜂产品公司 100%，北京化工大学 91%，中科院生态所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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