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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时光荏苒，满怀着憧憬与希冀我们跨入了 2012。随着新年钟声的敲

响，北京锐晟明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newsletter》迎来了第五期的发

刊，在此，公司的全体员工向所有读者朋友们拜年！恭祝您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梦想成真，感谢您在过去的一年里，对我们的关心与支持。 

2011 对公司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经过全体员工的辛勤努力，公司

基本稳固了业务流程并在员工专业素养提高方面获得良性发展；多次外

出讲座交流有效的提升了公司的行业影响力并促进了客户拓展；成功应

用知识产权管家服务模式为北洋百川、东方联鸣、北京化工大学等客户

提供贴身专业服务，并成功帮助客户成为省级专利试点单位；专业务实

的服务知识产权管家服务有效解除了客户知识产权疑惑并高效完成了企

业专利全流程申报管理工作；完成了多项 PCT 申请工作并获得了商标代

理资质；新的一年我们将为客户提供更加专业贴身知识产权服务。 

汪国真说：“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将继续坚守诚信做人，全心服务理念，借助知识产权管家服务模式

帮助您更好的做好知识产权工作。 

也特别感谢您对《newsletter》的支持和认可，新的一年里，希望

《newsletter》能为您带来更多有趣而实用的信息，为您的工作提供一些

的借鉴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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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森路透预测:2011 年底中国年度专利量将居世界第一 

 

 

汤森路透 16 日发布的《中国专利活动》报告预测，中国在推进创新议程方面取

得重大进展，年度专利数量将于 2011 年底位居世界第一。    

根据报告，中国在本国专利申请量方面迅猛增长，从 2006 年的不到 9 万项增

至 2010 年的 23 万项。在研究选定的技术领域，针对中国 2006－2010 年间国内专

利申请量的分析结果，所有领域都显示出增长趋势，其中电气机械、设备、能源、

数字通信、计算机技术、测量仪器和制药在 2010 年列前五位。 

报告显示，2009－2010 年，中国民事知识产权文献案例数量增长，这表明中国

对知识产权执法在保护和获取创新价值方面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报告还指出，中国在国外的专利申请水平仍然较低，但呈稳步增长趋势。目前，

中国只有 5．6％的发明通过在国外提交全球专利申请实现了保护，远不及美国的

48．8％和日本的 38．7％。 

汤森路透知识产权解决方案部总裁大卫·布朗说，中国机构要推动其发明的经

济价值，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提交专利申请，提高全球视野下的知识产权意识。“中

国将成为全球专利申请领导者，科学文献引用也有巨大增长，然而中国实体仍专注

于在国内保护其发明。为获得全球竞争优势，并在政府创新计划方面取得更大进展，

中国发明机构需寻求在国外保护和推销其发明。”（新华网记者 王优玲） 

 

 

中国大陆企业向欧洲申请专利成功率低 

 

香港商报报导，中国大陆企业 2010 年向欧洲专利局申请 1 万 2000 项专利，不

过和欧洲向中国大陆提出的 3 万余项申请相比，还是存在差距，中国大陆技术全球

布局仍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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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局（European Patent Office，简称欧专局）局长巴迪斯戴利就直言，中

国大陆企业提出申请前需要做足准备，饱读文献资料，并请相关专家草拟申请档，

而不是撰写长篇大论，错失焦点。  

   他于日前在重庆召开的中欧年度双边合作会议暨欧洲专利制度圆桌会后接受访

问时表示中国大陆企业近年来申请专利合法保护利益的意识确有增强，不过基于欧

专局向来审查制度严格，10 份申请书中最后只授予 4 份专利，因此建议中国大陆企

业“有的放矢”地申报来提高成功率。     

   巴迪斯戴利说，欧专局 3 名审查员一般会在 6 个月内先核实每份申请的专利是

否完全是创新的，随后进行新颖性、实用价值等方面的评估并投票表决，整个申请

程式不得超过 3 年半。   

他指出，授予的专利必须是一个新的发明创造，有技术含量，并有实用性，可

以解决某个领域的一些问题，欧专局不会对新颖的概念（idea）授予专利。   

他还建议中国大陆企业提出申请前，先上网仔细阅读欧专局提供的 7,000 多万

份全球专利库资料，判断相关专利是否已被他人申请，然后聘请高水准的律师起草

申请书，把焦点放在新的发明创造上，并可通过 PACE 服务要求加速处理，这项服务

不额外收费。     

中国大陆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表示，中国大陆企业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

到欧洲寻找商机，是欧洲成熟的市场环境与悠久的专利制度使然。他表示，中国大

陆企业要想提高申请专利的命中率，尚需时间积累经验，掌握申报的纯熟度，尽快

成长起来。欧专局的体系严谨，中国大陆企业要有思想准备，申报的首半年内，要

密切和具有资深经验的审查员沟通，认真分析及补充回答对方的疑问，并善加利用

上诉庭，针对被驳回的申请请求复审。   

    根据欧专局网站，中国大陆企业 2010 年被授予的专利有 400 多个，比前 1年多

23%，但不到总体授予量的 1%。其中将近六成授予专利来自电子工程领域，化工类

占 16%。（顾功垒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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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专利申请保护实务 

·专利布局海外如何做到"事半功倍"？ 

在海外遭遇了一次又一次专利阵痛之后，如今进军海外市场，“兵马”未动“专

利”先行已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共识。这从近年来我国不断增长的通过《专利

合作条约》（PCT）专利申请数量上就可以看出。但是，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企业向国外提交的专利申请地区差异明显，技术领域上也主要分布在数字通讯领域，

整体上并没有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与我国走向海外市场企业的数量以及欧、

美等地区和国家的国外专利情况相比，我国企业专利申请数量仍较少，获得授权的

专利更少，专利布局仍显薄弱。 

目前，我国很多企业对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理解和把握能力还较弱，在有效利

用专利制度来维护和争取企业自身权益方面还有待提高。 

·《巴黎公约》与《专利合作条约》途径，两种申请方法，如何正确选择？ 

  目前，我国申请人向国外申请专利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传统的《保护工业

产权巴黎公约》（下称《巴黎公约》）途径，一种是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途径，这

两种途径各有所长。当一项发明创造需要在国外申请专利时，企业应该如何在这两

种方法中正确选择呢？ 

  据了解，目前，当面临这一选择时，我国很多企业通常会采用一个基本的判断

标准：如果希望一项发明创造得到多个国家（通常多于 5 个）的专利保护时，可选

择 PCT 申请专利人途径，因为通过该途径仅需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提出一份国

际申请即可，免除了分别向每一个国家提出专利申请的麻烦。如果仅需向一个国家

或者少数几个（通常低于 5 个）国家申请专利时，就选择利用《巴黎公约》途径。 

  “事实上，对于企业来说，很多时候面临的情况是复杂的，到底选择哪种申请

方法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在“北京企业海外专利布局国际论坛”上，日本惠比寿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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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事务所代理所长大和哲夫表示，企业应该从多视角多角度审视研发成果，灵活选

择专利申请的方法。一些核心、基础专利申请，应该尽快提交；基础专利申请以外

的外国专利申请，则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申请方式。 

  大和哲夫把基础专利申请以外需申请国外专利的研发成果分为两类：希望尽快

授权型和申请时期调整型。“前者比较适合通过《巴黎公约》途径申请国外专利，后

者则可以使用 PCT 申请专利。例如，当商品已经上市或者决定在近期上市，或者需

要通过专利给竞争对手施压时，企业对于专利申请尽快获得授权的需求更强烈，这

时就应该尽量选择《巴黎公约》途径向希望获得专利权的每个国家提交申请，同时

还应提前提出实质审查请求及公开请求。当企业商品的研发计划、销售计划或专利

申请战略计划待定，专利申请文件在申请过程还有可能需要进行修改、调整时，就

应该尽量选择 PCT 申请专利。因为采用这种方式，专利申请文件还有进一步完善的

机会。” 

  据大和哲夫介绍，通过 PCT 申请专利有很多优点。例如在进入国家阶段之前，

可通过国际检索报告和意见书，提前对自己的专利申请是否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作

出预估判断；针对国际检索报告和意见书，可以通过提交意见书补正书，先提高授

权的可能性之后再进入各国的国家阶段；在进入国家阶段之前，有充裕的时间详查

申请文件等。如果能充分利用这些特点，将会给申请人带来很大的帮助。 

·PCT 专利申请国际阶段与国家阶段策略   

两个申请阶段，如何充分把握？ 

  通过 PCT 向国外提交专利申请需经过两个阶段：国际阶段和国家阶段。国际申

请先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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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否授予专利权的工作，则在国家阶段由被指定或选定各个国家的知识

产权管理部门完成。“这两个申请阶段有不同的特点，申请人应该采取正确的策略，

充分把握和利用。”北京康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人王正发表示。 

  “在国际阶段届满（30 个月）之前，申请人可以根据这段时间里企业发展变化

的情况，充分利用该阶段 PCT 程序的一些灵活性，及时调整知识产权战略，做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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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决策，有效减少成本，增强资金投入的准确性。”王正发举例说，例如申请人可

以大量收集有关的技术、商业和法律情报，仔细审视自己发明的实际价值和适用地

区，决定是否继续有关申请程序。如果继续申请，那么应该考虑在哪些国家申请，

是否需要请求提前进入国家阶段，该领域存在哪些竞争对手提出的与自己可能有冲

突的专利申请，自己的申请文件还存在哪些缺陷，应该如何撰写权利要求书才能获

得最佳保护等。 

  而对于一件 PCT 专利申请是否应该进入某一个国家的国家阶段，申请人应该综

合考虑许多因素，包括该国的专利法（例如有关技术领域是否属于受该国专利保护

的范围）、其他相关法律（例如外国投资法、合资经营法、技术转让法等）、自身发

明的技术和商业价值、该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当下和潜在市场、与当地公司

技术合作的可能性、现有和潜在竞争者、该国的专利申请费用等。但是，具体到不

同类型的申请人，在决定是否进入某个国家申请专利以及如何寻求最佳保护时，重

点考虑的因素应该更加细化一些，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采取适合自己的策略。 

  王正发介绍，对于大企业来说，进入国家阶段所需的费用可能不是考虑的主要

因素。大企业需要考虑的是：未来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利用该专利申请，在目标国市

场寻求主导地位，或进行市场分享，寻求技术和商业合作、并购，制止专利侵权等。

另外，在请求进入某个国家的国家阶段之前，进行反规避设计、避免自己侵权等也

是大企业在完善专利申请文件的过程中应该仔细斟酌的。 

  而对于中小企业、大专院校和个体发明人来说，由于与国际阶段相比，国家阶

段的费用比较高，昂贵的费用可能自身很难承担，而且自己的发明也可能需要进一

步完善，但本身又无财力和技术力量去进行改进，因此在进入某一个国家的国家阶

段之前，应该考虑是否能够寻求到一些财政和技术的支援。例如是否能够获得专利

申请基金的帮助，是否能够找到合作伙伴，是否能够实行某种形式的技术许可。另

外，在有类似产品的大国和有生产能力的大国进入国家阶段，是中小企业、大专院

校以及个体发明人比较适宜的选择。（知识产权报 记者 吴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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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H 规则及进展 

PPH 是指，如美国和日本是相互签订了专利审查高速路（PPH）的国家专利局，

中国申请人李某如在美国和日本都提交了相同专利申请，如美国专利局审查后认为

该申请的至少一项或多项权利要求可授权，申请人提出 PPH 请求后，则该美国专利

局审查结果可被日本专利局获得，申请人即可以美国专利局工作结果为基础，请求

日本专利局加快审查该申请并可尽快获得授权。 

根据《中美、中日、中韩政府协定，中美专利审查高速路（PPH）试点定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启动。中日专利审查高速路（PPH）试点定于 2011 年 11 月 1 日启动。

中韩专利审查高速路（PPH）试点将于 2012 年 3 月 1 日启动。 

而美日的 PPH 项目已于 2008 年 1 月起进入常态化运作实施。 

 

 

 

 

 

 

我公司和宁夏天瑞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知识产权管家服务协议 

12 月 6-8 日，公司高级知识产权顾问李绩前往宁夏中卫， 7 日上午为宁夏天瑞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科研员工就企业专利保护策略和方法及专利申报实务进行了培训

交流，并和天瑞集团签署了 2012 全年知识产权合作协议，我公司将依托知识产权管

家服务模式为宁夏天瑞产业集团构筑知识产权保护营运体系，将主要在知识产权制

度建设、知识产权意识普及和提高、企业专利保护战略和策略实施等方面开展工作，

力争在 2012 年使其成为国家级专利试点企业，在 3-5 年内成为国家级专利示范创建

单位，使天瑞集团成为宁夏地区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为企业的科技创新和成果保护

奠定扎实的基础。截止目前为至公司已成功应用知识产权管家服务模式为天津北洋

百川、中科院生态所、北京化工大学等单位提供优质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