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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再小的企业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也是了不起的 

 

  国知网综合消息  9 月 15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大连沙河口区了解企业经营

情况时指出，企业应拿出自己的产品、自己的品牌、自己的知识产权。再小的企业，

如果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也是了不起的。  

温家宝与大连圣之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理交流时表示，作为一个企业是被看

得起还是看不起，关键不在于企业大小，而在于企业能不能拿出自己的产品、自己

的品牌、自己的知识产权。温家宝还指出，如果研发的主体不放在企业，我们的创

新是没有希望的。如果都集中在学校里搞研发，会脱离实际的，无论学校、科研单

位都应该围绕着企业，产学研结合起来。我们的体制应该促成学生愿意到企业去，

到企业去创业，到企业去施展才能，也应该多鼓励企业创新。 

 

 

《国家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发布及解读 

 

为了指导“十二五”时期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有力推进知识产权战略的实

施，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十部委共同编制并于近日发布了《国家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十

二五”规划》。 

《规划》提出了 10 项重大工程包括：知识产权执法保护能力建设，知识产权运

营促进，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培育，知识产权审查及登记能力推进，知识产权信息公

共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业培育，知识产权惠农，知识产权人才建设，知识产权文化

建设，传统知识、遗传资源和民间文艺保护与价值开发促进。 

据了解，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有关部门将进一步制定切实可行、操作性强的保障

措施和配套政策，大力推动规划的组织实施，确保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如期完成。

（知识产权报 记者 肖潇 通讯员 刘增雷） 

规划解读：规划的出台意味着未来 5 年，我国将继续保持并增加扶持企业开发

核心技术，加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具有含金量的政策措施。 

 

http://www.sipo.gov.cn/dfzz/dalian/
http://www.sipo.gov.cn/ztzl/ywzt/zscqzl/
http://www.sipo.gov.cn/images/125.doc
http://www.sipo.gov.cn/images/125.doc
http://www.sipo.gov.cn/ztzl/ywzt/yczyhctzsbh/
http://www.sipo.gov.cn/ztzl/ywzt/yczyhctzs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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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多中药被外企抢先申专利，中药保护前景堪忧 

日前，在由中国中药协会组织举办的“珍稀药用动物资源保护利用研讨会”上，

业内专家介绍，在中国，动物药中梅花鹿、黑熊、乌鸡、白花蛇等已进入规范化、

规模化生产，但目前只有美洲大蠊通过了国家 GAP(国家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认证。 

我国已有 900 多种中药被国外企业抢先申请了专利。我国在国外申请中药专利

有 3000 多项，而外国在我国申请的中药专利却高达 1 万多项，“洋中药”专利占

我国医药领域高新技术的 80%以上。例如，韩国自 1992 年 4 月起陆续向韩国、中

国、日本和美国等世界多国专利局申请了牛黄清心液、牛黄清心微型胶囊和牛黄清

心丸新处方组合物等发明专利，以新剂型、新工艺专利抢占了同仁堂的国内外市场，

仅牛黄清心液这一类药品的年产值就达 7000 万美元。 

据悉，目前全世界有 160 多个国家不同程度地运用中医药诊疗疾病，120 多个

国家 170 多家公司致力于中药研发，同时，一些海外药企利用知识产权管理方面的

漏洞，借助技术和资金的优势获得中国中医药知识产权，并将“洋中药”销往国际

及返销中国，赚取巨大利润。 

 

 

 

 

"到期专利药"的便宜没那么好占 

近期，辉瑞公司降胆固醇药品“立普妥”专利将在 2011 年 11 月到期的消息频频

见诸报端。“立普妥”之所以如此受瞩目，是因为它给辉瑞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堪

称“王牌”。在 2010 年全球最畅销的 20 种药品名单中，立普妥以全年销售收入达 118

亿美元居于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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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将到期的专利药不只有立普妥，据统计，到 2012 年将有 1390 亿美元的品牌

药品失去专利保护。有评论认为，众多明星专利药到期，对仿制药企业来讲，实为

重大利好。 

制药企业专利保护策略和方法 

  据报道，辉瑞公司 2010 年的研发成本高达 94 亿美元。研究表明，只有不到三

分之一的药物收回了前期研发成本，因此制药巨头的营业收入越来越要依赖于明星

药品的销售。制药巨头又是如何利用专利来加强其市场独占权呢？ 

药物专利保护范围 

相关法律规定，药品专利的保护对象包括新开发的原料药即活性成分、药物制

剂、制备工艺、配方、用途等，均可以申请产品专利、方法专利和用途专利。因此

除了最基本的化合物专利外，还可以就以上一系列保护对象申请专利，从而形成一

套完备的、层层保护的专利网。 

制药巨头两种专利策略 

一是基本专利策略，二是后续专利策略。基本专利策略是在新药研究的发现阶

段申请基本专利保护，包括化合物、化合物形式、化合物的制备方法、化合物的药

物用途等。后续专利策略是指在药物开发阶段申请后续专利保护，包括晶型专利、

方法专利、制剂专利等。以上所有的策略是为了使该药产品的专利尽量多，专利保

护尽量有层次和梯队，从而达到专利保护延长。 

帕罗西汀药品案例 

帕罗西汀是葛兰素史克公司开发的一种抗抑郁药，该药品活性成分化合物的专

利 1998 年到期，但是到了 2002 年还没有任何仿制药获准上市。这个产品首次申请

在 1973 年，之后又申请了一系列专利，一揽子专利保护策略使其垄断保护期延长

至 2006 年，当年还贡献了 11 亿美元的销售佳绩。 

  立普妥产品专利今年 11 月到期，是指其化合物专利到期，但它还拥有一系列的

后续专利，围绕立普妥的专利纠纷正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 

专家观点 

在原始申请的基础上申请的后续专利颇具价值，这些专利不仅可以延长已上市

产品的专利保护期，而且可以进一步阻碍潜在的仿制药竞争者进入市场。如此知识

产权保护策略和方法，给仿制药厂商设置了高门槛。（经济日报 记者 梁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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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公司无效日本味之素专利成功 

主题 利与理的博弈 宽与窄的权衡 期次 004 时间 2011-10-16 

关键词 日本味之素，大成集团，赖氨酸，专利无效 

故 

 事 

 介 

 绍 

2008 年 8 月 22 日，大成集团下属公司长春大合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向专利复审委员会

提出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请求宣告日本味之素株式会社第 94194707.6 号发明专利权无效。

两者的矛盾焦点集中在：涉案专利要求保护的一种利用埃希氏杆菌属或棒状杆菌生产 L—氨基

酸的生产方法是否能够得到说明书的支持。 

最终合议组根据《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得出结论：从说明书中公开的单个或几个

具体菌株概括至整个菌属的技术方案得不到说明书的支持。具体而言，在本专利说明书实施

例中仅使用了特定具体菌株进行试验并验证其试验效果的情况下，专业技术人员根据本专利

说明书的描述尚不能预见所有属于埃希氏杆菌属以及棒状杆菌都可通过提高所述微生物细胞

中转氢酶的活性，从而提高其生产 L-氨基酸的产量，因此权利要求 1 的概括包含了申请人推

测的内容，而其效果又难于预先确定和评价，这种概括超出了说明书公开的范围。合议组于

2009 年 6月 9 日作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宣告第 94194707.6 号发明专利权无效。 

争夺巨大的经济利益才是双方专利战的根源：作为养殖业必需的饲料添加剂，赖氨酸市

场需求很大。利益争夺是此次专利无效的根源所在。 

演 

员 

介 

绍 

味之素集团是日本最大的食品制造厂商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氨基酸厂商之一，在世

界多个国家设有工厂。味之素的部分种类氨基酸的国际市场销售量居首位。 

大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赖氨酸生产厂商，也是亚太地区最大的玉米提炼商。产量占全球

总产量的 60%，占据国内 70%的市场份额。中国赖氨酸市场供应一度主要依靠进口，自大成公

司投产后，中国赖氨酸市场出现了多元竞争的局面。 

点评和

启示 

    在专利行政审批过程中，申请人总是希望授权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尽可能地大。但从

所授予专利权的稳定性考虑，如果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过大，就有可能存在得不到说明书的

支持、没有创造性等问题。因此，在审查阶段，企业除了要尽量争取授权之外，还应合理、

客观地考虑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不能贪大，以免导致专利权不稳定。 

 编辑 Vicky 审 核 Peter 点 评 vi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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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组合物发明的撰写 

 

Q: 组合物发明专利撰写中组分如何表示？ 

A: 组分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①必要组分－含量上限＜100%，下限＞0%； 

②选择组分－含量上限＜100%，下限为 0%； 

③选择性必要组分－如“2%～10%的 A 或 B”； 

④基本组分－“其余为 C”。  

 

Q: 组合物发明中含量有几种表示方法？ 

A: 含量可以采用以下方式表示： 

①百分数表示法－重量百分数、体积百分数或者摩尔百分数； 

②份数表示法－重量或体积份数，反映比例； 

③余量表示法－用基本组分补足 100%； 

④浓度表示方法； 

⑤用文字定性表述代替数字定量表示。原则上文字表达的意见是清楚的，并且

在所属技术领域是众所周知的或者通过领域内常规试验可确定的。例如：“含量足以

杀菌的”、“含量足以使„物料湿润的”、“催化量的”、“含量足以使„稳定的”； 

⑥特殊方式表示成分含量／用量，例如： 

用特性关系：“其量使得该组合物的粘度在 200 摄氏度下达到 10 万泊” 

用量关系式：“其量由关系式 Q＝A*T－P 确定” 

用图来定义（图的具体意义应当在说明书中加以说明）：“由三相图中 A、B、C

三点围成的区域所限定的量”。 

注意：在专利撰写过程中不能出现两种表示方式。 

 

Q: 在限定组分含量时有无限制？ 

A: 根据关于化学领域发明专利申请审查的若干规定，在限定组分含量时，不允许有

含糊不清的用词，例如‘大约’、‘左右’、‘近’等，如出现这些词，一般应当删去； 

此外(1)不能用“＜”或“小于”来定义必要组分的含量。因为这样会导致下限为零，

不符合上述必要组份的定义； 

(2)不能用“＞”或“大于”来定义任何组分的含量。因为含义上会包括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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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是单一的化学物质而不是组合物的组分。 

例如：A≥95%；   应表示为 A 95%～100%； 

          B≤2%；    若 B 是必要组分，应表示为 B  0%～2%； 

 

Q: 组合物各组分含量书写规定和要求？ 

A: 根据关于化学领域发明专利申请审查的若干规定，组合物中各组分含量之和应等

于 100%，且同时满足下面两个关系式： 

单个组分的含量上限+其余各组分的含量下限应≤100%； 

单个组分的含量下限+其余各组分的含量上限应≥100%。 

例如：一种化学制剂由 A、B、C、D 四个组分组成，其含量范围为： 

A  15%～60%(重量)； 

B  10%～25%(重量)； 

C  20%～25%(重量)； 

D  15%～30%(重量)。 

当组分 A 的含量为下限 (15%)时，其与其他组分 B、C、D 的上限之和为

（15%+25%+25%+30%）85%，小于 100%，因此不满足上述要求； 

当组分 A 的含量为上限 (60%)时，其与其他组分 B、C、D 的下限之和为

（60%+10%+20%+15%）105%，大于 100%，因此也不满足上述要求； 

此时需通过修改上述四个组分的含量范围，使其满足上述要求。 

 

 

 

 

 

 

 

公司负责人前往昆明五届生物产业技术研讨会 

公司负责人李绩分别于 8月 18日前往昆明和兰州参加第五届生物产业技术研讨

会，并做生物技术行业专利战略和策略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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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前往兰州参加第三届全国微生物资源学术研讨会 

公司负责人李绩于 9月 16 日前往兰州参加第三届全国微生物资源学术研讨会，

并做生物技术行业专利保护策略和技巧主题报告。会议期间受邀前往兰州生物制品

研究所就生物医药行业专利保护策略和技巧做主题报告。 

公司邀请专利局审查员进行专利审查业务交流 

9月 25 日 公司邀请国家专利局生物专利审查员到我公司进行专利实务交流，

审查员围绕生物专利三性审查中的新颖性问题和公司员工进行了讲座交流，大家分

别就自己工作中的疑惑和问题进行了积极交流探讨。通过交流，有效提高了对专利

申报工作中新颖性问题的理解和实际业务处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