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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武汉知识产权发展状况

　　２０１８年，武汉市知识产权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下，紧紧围绕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知

识产权保护各项决策部署，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为核心，深

入开展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创建，稳步推进国家知识产权运营

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创新发展能力，在知识产权创造、

保护、运用、管理与服务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我市加快

推进全面改革创新试验、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创新中

心和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改革创新促知识产权事业发展

（一）大力推进 “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创建工作

大力实施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创建工程。继２０１７年我市入

围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创建市以来，制定并印发了 《武汉

市推进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创建工作方案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２０１８年，市知识产权局印发 《武汉市２０１８年建设国家知识

产权强市推进计划》，确定重点实施知识产权管理创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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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保护强化、知识产权运用促进、知识产权创造提升和

知识产权环境优化等５大工程２０项任务，创建工作全面深入

展开，并于当年完成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年度考

核工作。

（二）深入推进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按照国务院新一轮机构改革要求，稳步推进地方专利、

商标管理职能整合。统筹推进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武汉

经济技术开发区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工作，努力整合

知识产权管理职责，建立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实现统一

知识产权综合管理、综合服务和统筹协调。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积极推进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

点。出台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于建立专利、商标、版

权 “三合一”知识产权综合执法协调机制的意见 （试行）》，

形成了跨部门的知识产权综合执法协作机制。同时，积极组

织开展知识产权综合执法活动。市场监督、知识产权、文化

部门组织开展联合执法活动，形成了纵向联合、部门联动的

协作机制。

大胆创新，启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知识产权综合管理

改革试点工作。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印发

《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方案》，在全国４００多家开发区中率

先启动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工作，构建知识产权 “三合

一”管理、执法、服务新机制。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在省、市知

—２—

２０１８年武汉知识产权发展状况



识产权局指导下，在区编办、区委宣传部、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等多部门协调下，由区知识产权工作中心正式承接商标、

版权协调、服务等工作职能，并迅速围绕驰名商标培育、商

标注册指导、商标宣传培训、企业品牌创建、商标战略、重

点企业走访等积极开展工作。另外，按照市软件正版化推广

工作要求深入推进区政府机关正版软件推广工作，积极开展

版权工作，开发区内华中智谷 （华中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和

５５创意产业园被授予 “武汉市版权示范园区”。

（三）改革完善知识产权重大政策

不断完善市级知识产权政策供给。２０１８年，市知识产权

局实施科技计划体系改革，将国内外发明专利授权补贴、中

国专利奖奖励、企业知识产权激励补贴、专利权质押贷款贴

息 （含保费补贴）等政策纳入其中，用于支持知识产权工作

的政策专项资金总体呈现逐年递增的状态。２０１８年，我市完

成对全市２２８家单位的１５４２４个项目的奖励补贴，拨付市级

财政资金总计５７７３９万元。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知识产权政策供给力度进一步加大。

全面落实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知

识产权工作的若干意见》，发挥政策引导作用，支持企业开

展专利申请、专利导航、专利预警、专利布局等工作，共为

９９９家企业提供财政支持资金达３７７７余万元，比２０１７年翻

了一番；对市知识产权奖励补贴有关项目给予配套支持，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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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总额近５００万元；落实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关于推动国际

化发展的实施意见 （试行）》、《支持创新创业发展新经济的

政策清单》、《关于促进招商引资的实施意见》等政策，强化

对企业知识产权海外布局、转化实施等方面的支持。

积极兑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黄金３０条”知识产权

相关政策。２０１８年９月底，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制发 《关于

组织申报２０１８年知识产权相关资助 （奖励）资金工作的通

知》，对获得美、日、欧盟授权专利的单位，每件给予５万

元奖励；对获得国内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的单位

分别奖励１万元、１千元、５百元。对获得中国驰名商标认定

的企业奖励３０万元。在配套国家、省、市奖励政策方面，对

获得国家、省、市项目资助或者奖励的，分别按照 １００％、

７０％和５０％给予配套奖励。在支持企业开展专利质押融资方

面，按实际支付利息的３０％进行贴息。全年共受理９０家单

位申报的１６００余项专利资助项目，共计资助８８家企业，资

助总金额达到２３７８万元。

临空港开发区、东西湖区认真贯彻落实市区专利奖励政

策。加强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促进专利成果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对企业当年获得国家授权的发明专利，区级给予每件

５０００元的资金补贴，当年获得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明专利，

区级给予每件３－１０万元的资金补贴，２０１８年落实补贴金额

达１４２５万元，同时在新出台的区级科技政策中将授权发明

—４—

２０１８年武汉知识产权发展状况



专利补贴提高到１万元，进一步激发企业积极性。

国有企业充分发挥政策激励和制度创新作用，提升企业

知识产权水平。我市国有企业积极行动，武建集团、航空港

集团、地产集团、工控集团等对获得国家专利授权的职工进

行奖励、将知识产权工作指标纳入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按照

上年度营业收入的１％提取人才基金，用于内部专家、关键

岗位业务骨干的津贴发放。通过一系列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的

施行，激发企业科技人员和职工发明创造的热情，有效推动

了企业的研发创新，增强了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地铁集团优

化完善 《科技管理办法》、《科研单位绩效考核方法》、《技术

创新奖励办法》、《科技项目财务管理的若干暂行规定》等一

整套科技管理制度；航发集团制定了 《科技项目管理办法》、

《知识产权管理规定》；工业控股集团新增知识产权管理，并

制定 《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指引》、《研发基金项目管理办法》、

《人才发展专项基金实施办法》；武汉建工集团制定《科研项

目管理办法》、《优秀人才引进管理办法》、《员工创新评价奖励

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有力推进了企业科技投入和自主知识

产权持续发展，为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及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

（四）深化 “放管服”改革，知识产权服务能力不断

提高

快速推进 “武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和发展。２０１８

年４月，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复同意设立 “中国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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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中心的职能定位是面向光电子信息产

业，开展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形成集快速审查、快

速确权、快速维权、导航运营于一体，知识产权审查确权、

行政执法、维权援助、仲裁调解、司法衔接相互联动的产业

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机制。获批后，迅速开展了人员

招聘与培训，目前，１１名预审岗、预警岗人员和１名预审部

门管理人员已按上岗要求完成国家局组织的为期４５天的专利

预审员培训，全部通过考核。４名维权岗人员参加国家局组

织的专利行政执法培训并通过考核，１名维权岗人员参加湖

北省专利行政执法培训并通过考核，先后取得专利行政执法

资格。另外，对照国家知识产权局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

与运行工作手册 （试行）》及相关文件要求，中心机构设置、

人员配置、经费投入、办公场地装修改造、信息化及工作制

度建设等基本完成，已初步具备验收条件。

积极推进 “中国武汉 （汽车及零部件）知识产权快速维

权中心”落户武汉。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０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批

复同意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 “中国武汉 （汽车及零部

件）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这也是国家局批复同意在湖

北省内设立的首家知识产权快维中心。中心的设立将为推动

我市万亿级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产业

创新发展保驾护航。该中心定位于服务湖北省、武汉市汽车

及零部件产业，中心验收并投入运营后将极大程度提升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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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产业企业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审批时间，并可为相关企业

提供知识产权快速维权服务。目前，中心选址、人员招录等

相关工作有序推进。至此，武汉市成为全国唯一同时获批二

个国家级 “中心”的城市。

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城市、国家知识产

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高校科技创新 （武汉）试点平台双双落

户武汉。２０１８年５月，我市积极申报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服务

体系建设试点城市，并于６月成功获批，获得２亿元中央财

政资金支持，其中２０１８年到位１５亿元。市政府办公厅出台

《武汉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武政办
!

２０１８
"

１５４号）就该项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并组织全力推

进。７月，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在汉设立全国首家 “国

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高校科技创新 （武汉）试点平

台”，该平台将成为我市运营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工程和重

要支撑。此外，岱家山知识产权特色小镇、汉阳知识产权国

际文化小镇、武汉知识产权原创认证体系平台相继投入建设

和启动，取得较大进展，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

知识产权服务业蓬勃发展，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知识产权

服务业集聚发展迅速。目前我市共有专利代理机构８６家，同

比增长４８３％。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全年新引进知识产权服务

机构５０家，总数达到２４０余家，其中新增２１家专利代理机

构，专利代理机构总数达６１家。专利代理行业从业人数逾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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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本地执业专利代理人３４１人，同比增长约２１％，代

理人助理４００人，同比增长约８３％。２０１８年，市级财政对专

利代理工作贡献突出的湖北永嘉、武汉开元、武汉科皓等５

家知识产权代理服务机构予以专项补贴９７５万元。东湖新技

术开发区 “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试验区”以优异成

绩通过专家组验收，在服务体系建设、资源集聚、平台建

设、人才培养和政策措施等方面获得充分肯定。积极建设企

业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目前基本建成信息畅通、功

能完善、服务协同、资源共享、供需对接便捷、具有较大覆

盖面和较强社会影响力的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网络。

高质量建设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湖北中

心 （下称 “专利审查湖北中心”），有效开展企业服务。自

２０１３年落户武汉以来，专利审查湖北中心主要围绕专利审查

和知识产权服务两大职能开展工作，目前专利审查员队伍已

达１１００余人，其中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达 ９３％，为我市

“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计划”作出卓越贡献，初步打造

了一支懂技术、懂法律的多层次、高水平、专业化的知识产

权人才队伍。专利审查湖北中心持续提升专利审查能力，年

审结专利数量达到１０５万件，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了有

力支撑。并先后与洪山区人民政府、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市

中级人民法院、湖北 （武汉）院士中心、中国地质大学 （武

汉）等签署合作协议，依托自身人才优势、资源优势，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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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知识产权强省、强市和强企建设，在聚焦专利审查主责

主业的基础上，为百余家企事业单位提供了专利导航、分析

评议、专利布局、高价值专利培育等高质量的知识产权服

务，受到了一致好评。

做好全市知识产权举报投诉和维权援助服务。２０１８年，

我市 “知识产权举报投诉和维权援助１２３３０热线”受理有效

咨询投诉电话６００余人次，涉及专利、商标、版权、集成电

路布图设计、地理标志和商业秘密等领域。处理举报投诉线

索３８８件，全年办理维权援助申请１７件，开展知识产权公益

服务活动９场。针对３起专利侵权纠纷疑难案件组织知识产

权专家咨询会，研究提供专利侵权判定专家意见，为处理专

利侵权纠纷提供智力支持。

发起成立 “一带一路知识产权联盟”。武汉知识产权研

究会作为发起单位之一，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特色，倡导成

立 “一带一路知识产权联盟”，积极推进与联盟成员的深度

对接，实现优势互补，推动共同发展。通过交流与共享机

制，在人才培养、智库建设、咨政建言、区域联动等方面持

续创新合作模式，为推动 “一带一路”倡议纵深发展贡献武

汉力量。

成立武汉市知识产权服务协会。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我市立足

武汉市创新资源集聚度高、辐射带动作用强、知识产权支撑

创新驱动发展需求迫切的区域特点，积极协调各方资源，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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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成立武汉市知识产权服务协会。该协会通过整合区域知识

产权服务资源，加强知识产权服务行业的资源优化组合及良

性竞争与合作，推动知识产权组织区域化建设，扩大知识产

权行业规模，提升知识产权行业综合服务能力，助推武汉市

知识产权服务行业向专业化、规范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为

武汉市建设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城市提供

助力。

成立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该协

会由武汉知识产权研究会发起，由从事知识产权服务工作的

各类机构自愿组成，是武汉市乃至湖北省第一个行业性、非

营利性的社会组织，旨在推动组织区域化建设，加强武汉市

知识产权服务行业的资源优化组合和良性竞争与合作，发挥

武汉 “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东湖 “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中国 （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武汉片区”的先行先

试的示范带动作用，扩大行业规模，提升行业综合服务能

力，助推知识产权服务行业专业化、规范化和国际化发展。

协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区内知识产权服务业调研，并形成区

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报告。

（五）武汉市各辖区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稳步推进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知识产权工作取得新进展。开发区全

面贯彻落实国家、省、市知识产权战略部署，围绕建设 “有

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中心”目标，深化东湖 “国家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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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示范园区”、“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实验区”和 “知识产权服

务业集聚发展试验区”建设，探索开展知识产权综合管理和

综合执法，完善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和服务体系，强化企

业知识产权主体地位，加快提升园区国际化发展水平，各项

工作取得新进展。专利质量稳步提升。一批专利获得中国专

利奖，国网南瑞、电信器件、烽火通信、华星光电等７家单

位荣获第二十届中国专利优秀奖，高德红外荣获第二十届中

国外观设计优秀奖。新增中冶南方、新华扬荣获国家知识产

权示范企业，高德红外、加德科技、百瑞生物、斗鱼网络、

武大卓越、新天达美、凹凸电子７家企业荣获国家知识产权

优势企业，人福医药、阳光凯迪等１１家企业被确定为第二批

湖北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烽火众智、中元华电等３１家企业

被确定为第四批湖北省知识产权示范创建企业，驿路通、奇

致激光等２３家企业被确定为湖北省第五批知识产权示范建设

企业。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水平稳步提升。

２０１８年７月，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

意设立湖北省内首家知识产权快维中心 “中国武汉 （汽车及

零部件）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２０１８年８月，开发区以

高分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验收。

联合武汉知识产权交易所在开发区建设了全省首家区级 “知

识产权交易市场”。武汉格力公司和鼎龙化学公司获得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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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专利金奖”。

江岸区　专利申请在全省县 （市、区）排名靠前。２０１８

年区内专利申请达到２３６２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８８８件，同

比增长３３５３％。专利授权１３５５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２２４

件，同比增长２１７４％。截止２０１８年底全区商标有效注册量

１８８５３件，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０９％。岱家山 “知识产权小

镇”建设成效显著，影响力不断扩大。培育出一批国家 “知

识产权优势企业”和湖北省 “知识产权示范建设企业”，企

业研发水平显著提高，知识产权数量和质量大幅提升。创新

小镇专利补贴政策，在发明专利申请阶段就给予补贴，２０１８

年补贴发明专利１２９９００元，补贴申请国内发明专利３３３项。

引进最年轻的独角兽企业———小码联城，通过提供高企认

定、研发中心建设及研发费用补贴等服务，协助企业研制出

全球首款电子公交卡畅行７０城市，企业现已成为全国最大的

公共交通互联网运营商，并带动武汉成为公交移动支付的标

杆城市。湖北省 “２０１８年知识产权宣传周启动仪式”选在岱

家山知识产权小镇举行，其工作成效得到省、市知识产权局

充分肯定。支持岱家山知识产权小镇打造知识产权全链条服

务体系，通过制定面向知识产权创客人才的专项扶持政策，

对各类知识产权创客项目给予资金扶持等措施，构建专利创

业孵化链，按照 “校园式创业社区”的模式，打造了１６万

平方米的 “创科空间＋创业苗圃 ＋创业孵化器 ＋瞪羚企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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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器”为一体的全链条孵化体系，累计孵化５４７家科技型企

业，培育７６家高新技术企业，在孵的２００余家企业中８０％

以上企业拥有各类知识产权１７００余件，年知识产权申请量超

过２００件。建设企业集聚、资源集约、技术集成、产业集群

和服务集中的 “五集”知识产权科创园。在１０月９日启动

的 “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上，武汉江岸岱家山

“五集”知识产权生态小镇作为我省唯一代表参加项目入选

主会场主题展示，受到会场内外的高度关注。园区企业武汉

力博物探有限公司的多功能爬壁机器人、水下机器人成为展

会上的明星，为我国相关大型设备检修应用带来了突破性发

展。经济日报、中国知识产权报、湖北日报等主流媒体从不

同角度对 “五集”知识产权生态小镇及参展项目进行了多角

度报道。分别在岱家山知识产权小镇、创立方产业园、武汉

市工科院孵化器、江岸区文创谷———多牛世界等四个 “双

创”园区设立 “武汉原创认证保护工作站”，实现知识产权

前置保护。在岱家山知识产权小镇开办了我市首个知识产权

学堂，围绕知识产权基础知识、知识产权法律知识、国际知

识产权知识、知识产权创设知识与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知识等

五个方面为企业提供系列专业培训。此外还组织举办 “商标

品牌战略”主题讲座、专利周专利成果对接交流会等系列活

动，引导广大经营者提高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意识，

有效提升企业创新活力与竞争能力，我区专利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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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３３３３”模式公开课受到关注，１２月７日 《中国知识产权

报》头版以 “一堂高价值专利必修课”为标题进行了报道。

江汉区　２０１８年，全区专利申请量达到１５８１件，其中

发明专利申请量３６４件，同比增长２４６６％，专利授权量６６０

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６７件。截止２０１８年底全区商标有效

注册量２２８２１件，比上年同期增长４５８７％。实施知识产权

资助，激励创新创造。依照江汉区知识产权资助政策，认真

兑现扶持政策，全年共实施 ３批知识产权资助，补贴金额

６２６７万元，同比增长３８５％，审核通过的专利１５６项 （其

中发明专利１２项，实用新型专利１１３项，外观专利３１项），

同比增长 ８１４％，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５４９项，同比增长

１７３１％。搭建原创认证平台，完善产权服务。在市知识产权

局支持和协助下，通过与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合

作，全国第二个、武汉市首个原创认证保护分中心落户江汉

区，该中心以文化创意设计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以红 Ｔ时

尚创意街区为试点区域，积极推广原创认证保护平台试点应

用，原创认证平台注册企业用户已达１２家。开展了以电子商

务领域为重点的专利执法维权 “雷霆”专项行动，全年共开

展１０次专利执法行动，检查了汉购网、鼎森电子、海聚供应

链等１３家涉及电子商务平台销售的企业，并检查过程中，向

企业介绍知识产权知识和我区知识产权及科技扶持政策，提

醒企业遵守知识产权法规，提高知识产权意识，鼓励企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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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知识产权应用，持续知识产权创造。组织知识产权活动，

加强宣传引导。举办了２０１８年度江汉区知识产权工作培训

会，围绕从司法保护角度研究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与技

术转移热点问题以及省、市、区知识产权政策为３２家科技企

业进行了讲解；在欣欣中信、火凤凰、双创磁场等５家众创

孵化机构内组织了５场知识产权和科技政策法规宣讲活动，

共计为６８家企业进行了知识产权和科技政策法规的讲解和咨

询服务；举办 “武汉原创认证保护中心暨武汉原创认证保护

江汉分中心”授牌启动仪式，获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新华

网、凤凰网、中国知识产权资讯网等媒体报道；１０月，组织

了原创认证保护座谈会，为红Ｔ时尚创意街区内的１２家创意

设计企业介绍 “创客 ＩＰ”原创保护认证平台操作及维权知

识，推广原创保护认证平台试点应用。

口区　２０１８年，全区专利申请量达到１４９８件，其中

发明专利申请量５３０件，同比增长８８６１％，专利授权量６３８

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１１１件。截止２０１８年底全区商标有效

注册量１２６６５件，比上年同期增长２５８９％。实施知识产权

护航。落实兑现区创新政策清单，下发 《区知识产权局关于

办理２０１７年专利资助工作的通知》，共支持２１家企业，资助

１７５项专利申请，资助金额２４６９万元，激励企业申请专利

的积极性；积极组织企业申报第三批湖北省知识产权示范企

业，今年辖区３家公司获第五批湖北省知识产权示范建设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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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称号；组织５家企业申报省专利奖。深化企业品牌培育，

积极培育驰名商标。制发了 《关于确定全区２０１８年度驰名

商标培育对象名单的通知》，将符合培育条件的企业纳入驰

名商标培育库，实行双向联络员、三级联动培育、跟踪服务

的梯队工作制度，工作人员先后到武汉黄鹤楼茶叶有限公司

等５家企业上门走访和调研，鼓励企业争创中国驰名商标；

指导培育企业制定商标战略发展规划，对企业在申报驰名商

标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指导帮扶。制发 《关于开展商

标增量行动的实施方案》，积极开展 “商标增量行动”，共发

放 《商标注册建议书》、《商标运用指导书》、《商标管理提示

书》、《商标保护警示书》２２００余份，开展行政指导 “进窗

口”、“进企业”、“进商场”、“进园区”活动２０余批次，走

访企业５０余户。积极开展 “大调研大督查大落实”工作，

全面了解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品牌建设规划以及在实施

品牌战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困难，发放 《品牌建设服务

“面对面”行动记录表》，收集企业品牌建设的经验做法和典

型事例，征求企业在商标品牌建设方面的意见与建议。对全

年专利执法工作进行部署，重点开展专利侵权纠纷调处、假

冒专利行为查处，联合市知识产权局开展专利执法，办案稳

步推进。积极进驻展会，配合受理展会知识产权举报投诉，

提供知识产权法律咨询服务。积极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启动

订单式打假，重拳打击侵权假冒行为。制订 《关于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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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式”打假服务营商环境改善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

２０１８打击商标侵权 “溯源”专项行动的通知》重点部署，

强化履职尽责，迅速落实订单式打假专项行动，为口经济

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２０１８年区工商局共出动执法

人员５０余人次，走访企业２４家，对辖区商标持有人及老字

号企业经营者开展培训２场次。于春节期间，共出动执法人

员２０６人次，检查经营者２４７３户次、网站 （店）１６８家，维

护了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扩大知识产权保护宣传。围绕

“世界知识产权日”、“知识产权宣传周” “全国科技周”活

动，举办知识产权讲座。区科技局携手猪八戒网举办主题助

创活动，通过知识产权专家的现场分享，引导区内企业发挥

知识产权在创业过程中的助推作用；广泛开展普法宣传，开

展多途径多对象的宣传培训，开设知识产权保护网络直播课

堂，讲解全方位知识产权保护；有效开展知识产权远程教

育，目前培训规模超过３００人次。另外积极开展国家、省、

市各级知识产权试点及示范学校培育，实现教育前移。

汉阳区　２０１８年，全区专利申请量达到１１８８件，其中

发明专利申请量２４５件，专利授权量７６２件，其中发明专利

授权５９件。截止２０１８年底全区商标有效注册量９６７３件，比

上年同期增长２８４８％。加强知识产权培育、扶持工作。全

年资助专利７５件，共计约３７５万元，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

公司、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获２０１８年中国发明

—７１—

２０１８年武汉知识产权发展状况



专利授权补贴。围绕自主创新重点领域，通过实施 “初创企

业培育”、“成长企业助推”、“领军企业提升”三大计划工

程，促进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从人才、技术、资金、制

度等创新要素入手，聚集各种创新要素，培育企业创新主体

地位，武汉苏泊尔炊具有限公司获２０１８年中国专利奖，九洲

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２０１８年企业知识产权贯标认证。

加大知识产权维权工作力度，开展 “雷霆计划”专利执法专

项整治，调处知识产权各类纠纷，依法查处侵权假冒知识产

权行为，２０１８年对武汉国德正邦贸易有限公司假冒专利行为

进行执法，并依法进行处罚。

武昌区　２０１８年，全区专利申请量达到６０３１件，其中

发明专利申请量２９７３件，同比增长１４％，专利授权量３７４２

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１１５０件。截止２０１８年底全区商标有

效注册量２６１３８件，比上年同期增长３９９３％。开展企业服

务工作，促进企业发明创造。积极深入区科技型中小企业，

辅导、解答企业知识产权相关政策。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第七一九研究所、武汉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

所、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各有１项专利获得第

二十届 “中国专利优秀奖”。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助力建设

知识产权强区。积极参与武汉市、区知识产权局联合专利行

政执法行动，在江南片的大型商场采取随机抽查专利商品的

方式进行市场监督检查，形成上下联动、区域联动的执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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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增强办案合力。开展知识产权宣传活动，营造良好社会

氛围。结合 “知识产权宣传周” “中国专利周”开展形式多

样的知识产权宣传活动，加强 “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

守法”的知识产权文化建设；广泛宣传国家、省、市、区有

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措施，组织举办企业知识产权贯标与

保护工作推进会，引导、支持企业建立科学规范的知识产权

管理体系；深入科技型企业举办专题讲座宣讲知识产权保护

法律法规，鼓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增强知识产权风险防范能力。

青山区　２０１８年，全区专利申请量达到３１７７件，其中

发明专利申请量１８６１件，同比增长１７８６％，专利授权量

１９５６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７６６件，同比增长２５４％。截

止２０１８年底全区商标有效注册量４０２９件，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０３９％。为全区中小企业举办专利商标知识专题培训班，

我区３０余家企业负责人参加培训。组织武汉博纳斯对区属孵

化器内企业开展专利权质押贷款专题培训。开展主题明确，

形式多样，实效性强的知识产权宣传。区科技局 （知识产权

局）、区工商 （质监）局、区商旅局、区文化局４个部门联

合开展知识产权日进社区宣传活动，就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及

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等进行宣传，并发放专利、商标、版

权等相关知识宣传册千余份，接受现场群众咨询２７０余人次。

积极开展知识产权联合执法活动，查处销售不合格产品案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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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开展文化市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行动，严肃查处侵权盗

版行为，共检查博大石化印刷厂、惠兴印刷厂等印刷企业１４

家次，大风车书店、赐奇书店等书报亭２６家次，有效维护了

我区知识产权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洪山区　２０１８年，全区专利申请总量１４１２３件，其中发

明专利申请量 ８６００件，同期相比增长 ３３３１％；授权总量

６８７９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３０１２件。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均

位居全市前列。截止 ２０１８年底全区商标有效注册量 ２７０１９

件，比上年同期增长３６０５％。创新政策措施支持专利发展。

２０１８年，修订完成企业资助政策措施并认真组织落实，全年

共拨付知识产权专项资金８９６５万元。其中，对获得国内外

发明专利的辖区企业资助６８５万元，对主导、参与标准创制

的辖区企业资助２８８万元，对辖区企业的优质专利转化项目

资助３００万元。对获得国家、省、市知识产权奖励的企事业

单位奖励２４０万元。组织企业申报国家、省市知识产权示范

项目及专利奖项，提高企业知识产权能力和核心竞争力。１

家企业获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２家企业获得第二十届

中国专利优秀奖；获第十一届湖北省专利金奖３项，银奖２

项，优秀奖３项。积极推进辖区内企业开展 《企业知识产权

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认证。通过组织企业贯标工作推进会以

及专题培训，宣讲各级最新知识产权政策、企业知识产权贯

标专题政策与实施重点解疑和企业知识产权贯标认证流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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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武汉泰可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等８家企业通过 《企业知

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认证。积极创新企业服务方式，

联合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协作湖北中心为辖区重点企业

提供定制化服务。通过一系列形式多样的知识产权宣传普及

活动，用以提高全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

平，增强全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营造良好的投资与技术

创新环境。加强知识产权示范学校建设。组织 “机器人进校

园”主题活动，遍及区内十余所中小学校，引导广大中小学

生激发对人工智能的兴趣与学习热情；依托光谷知识产权交

易所开展的 “知识产权新时代工程”送知识产权进校园等系

列活动，以生动的案例、寓教于乐的活动形式，将专业的知

识产权知识带到孩子们身边，引导他们从小树立崇尚创新、

宽容失败、公平竞争的价值观念，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取得非常好的收效，引起了各校的广泛关注并被多家媒体争

相报道。２０１８年，马房山中学获批 “湖北省中小学知识产权

教育试点学校”。

东西湖区　２０１８年，全区专利申请量达到３４１９件，其

中发明专利申请量１４０６件，同比增长５７８０％，专利授权量

１８３１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３４８件，同比增长１４６％。截止

２０１８年底全区商标有效注册量 ２６４４３件，比上年同期增长

７２４％。积极鼓励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２０１８年全区３９

家企业通过认定成为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总规模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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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１６０家，位居全市第４位，５０家企业获批科技 “小巨人”

企业，３个企业研发中心获批省级研发中心，全区知识产权

创造运用主力军进一步壮大。着力提升知识产权保护能力，

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重点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和制售假

冒专利产品行为。市、区知识产权局组成联合执法小队，办

理２起专利案件，及时向当事人提出了整改意见，并就如何

在经营中杜绝假冒、冒充专利商品提出指导性建议。加强对

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督和引导，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水

平，汇集多家专利服务机构，积极开展专利代理、专利信息

分析和知识产权培训等业务，推动了全区专利工作水平的提

升，强化了自身专利服务能力。大力加强知识产权宣传培

训，提高全民知识产权意识和能力。宣传周期间组织开展

“２０１８年知识产权商标宣传活动”，开展特色化品牌知识巡

讲，邀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长、著名法学家、中国知识

产权法学会荣誉会长吴汉东做客 “临空港大讲堂”，为全区

各级党政干部、重点企业代表共２００余人详解品牌强区战略，

湖北七彩龙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魏芳女士代表女企业

家以 “变革的动力：女性参与创新创造”为主题作了品牌创

建演讲；区工商局联合区科技、商务、食药监、区食品园区

及辖区名标企业等部门举办知识产权现场宣传咨询活动，就

驰名商标的申报、保护，商标注册的程序和要求，专利、质

量等相关问题接受企业和群众的咨询，接受群众咨询１６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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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派发各类宣传资料２０００余份。此外还组织开展 “知识

产权进园区”、“知识产权进社区”等宣传活动，通过文艺表

演、演讲、知识问答、企业现场展示等创新方式向各行业、

社会公众宣传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法律法规和基本知识，在宣

传的同时区工商部门还就企业创牌、护牌等方面工作具体指

导，提高广大群众自觉保护知识产权意识和能力，营造浓厚

的 “尊重知识、尊重创造”社会氛围。

蔡甸区　２０１８年，全区专利申请量１０３３件，其中发明

专利申请１２５件，同比增长８９３９％。专利授权５６４件，其中

发明专利授权 １４件。截止 ２０１８年底全区商标有效注册量

３４４４件，比上年同期增长４０４％。武汉磐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获得第十一届湖北专利银奖。落实市、区专利资助政策，

对获得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授权的专利权人予以

奖励，全区共有３３家企业 （个人）２１４项获得授权专利申请

专利补助，拨付专利补助资金２０９５万元。加强企业服务。

建立辖区企业专利信息数据库，通过佰腾网专利信息检索平

台，对区内企业专利申请、授权情况予以摸底，全面掌握了

各工业企业专利数量、申报时间、专利类型等专利分布情

况，结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建设等工

作，有针对性上门服务，鼓励和支持企业加大科技创新研发

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支持区内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发

展培育新动力。着力执法能力建设，规范专利行政执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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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示公开权力清单，明确知识产权执法职责范围及法理

依据，完善执法部门协作规范和执法案件移送标准与程序，

建立专利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信

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相关制度，明确信息共享范

围、信息录入内容和时限。加快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

息共享平台建设，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无缝衔接。营造

知识产权文化氛围，增强全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组织开

展 “科技周”、“科技下乡”、“知识产权宣传周”、“专利周”

等各种专项活动，参与 “创新创业周”、 “１２４”普法、

“３１５”消费者权益日等活动。举办各种形式集中宣传活动４

场，发放宣传资料１０００余份，参与的企业、群众人数达到

５００人次。组织开展 “知识产权进企业、进园区”，邀请知识

产权专家为企业负责人、技术专家授课，开阔眼界，拓展思

维，为企业制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依法维权、提高知识产

权管理和保护水平提供帮助。

江夏区　２０１８年全区申请专利３０３９件，其中发明专利

申请１０１２件，同比增幅２５４％。授权专利１９４５件，其中发

明专利授权３８２件，同比增幅９１４％。截止２０１８年底全区商

标有效注册量５０３１件，比上年同期增长３５３１％。实施激励

政策措施，激发自主知识产权创造。及时调整 《江夏区自主

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一是优化职务发明激励政策。全

区共有３９家单位申报了专利资助补贴，下达资助资金３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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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二是国家省市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补贴，对省、市认定

的企业每家补贴５万元，对新获批的国家级知识产权 （专

利）示范企业一次性给予１０万元补贴。三是对新获批的知

识产权贯标企业一次性给予１０万元补贴。四是对获得国家、

省、市发明奖、外观设计奖每项分别补贴３０万、２０万、１０

万。加强知识产权强区建设，于２０１８年８月被确定为２０１８

年湖北省知识产权强县工程示范县。加大宣传工作力度，通

过开设知识产权保护和维权知识专栏、开展科技三下乡、科

技周、科普日、知识产权宣传周等活动，在全区开展知识产

权法律法规宣传，发放宣传资料，现场接受咨询。充分利用

《江夏报》，《政务信息》，江夏区电视台科技栏目等媒体及

市、区知识产权局网站等平台积极开展宣传，提高全区科技

创新创造的意识，营造科技创新创造的氛围。先后组织开展

区２０１８年科技 （高新）企业创新能力暨知识产权提升培训、

知识产权政策解读主题培训、科技创新创业能力提升培训、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暨贯标工作推进会等系列培训，推进了我

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提升企业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管理

能力，盘活知识产权，促进企业又快又好发展。深入开展科

技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和产业发展的调研、引导和培育

知识产权示范企业，支持科技企业申报国家、省、市知识产

权项目。有序推进专利执法维权 “雷霆”专项行动，加大专

利执法维权工作力度，为知识产权强区建设创造良好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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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黄陂区　２０１８年，全区专利申请量达到１０５７件，其中

发明专利申请量２１５件，同比增长１９４４％，专利授权量５７３

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５２件。截止２０１８年底全区商标有效

注册量８４２６件，比上年同期增长３２８４％。积极迎接国家知

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验收工作，以优良成绩通过国家知识产

权强县工程试点区 （市、区）考核验收。积极开展 “３１５”、

“４２６”、“专利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宣传活动，营造宣传

保护知识产权文化氛围。先后开展了消费者权益日宣传、知

识产权进校园、知识产权主题宣传、企业专利布局讲座等一

系列活动。组织全体执法人员参加 “全市专利行政执法培训

班”，组织相关人员参加 “新一代专利信息检索与分析系统

操作与应用培训班”组织相关企业和工作人员参加 “企业拓

展海外市场知识产权战略培训班”；组织相关人员参加 “华

中地区专利执法维权业务能力提升班”培训，以此提升业务

工作能力与水平。积极开展专利行政执法工作，结合本区实

际，制定了 《黄陂区２０１８年专利执法维权 “雷霆”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并多次积极组织专项执法活动及市区联合、

横向部门联合行政执法行动，检查涉及专利商品１５０余件。

组织专业人员多次深入企业，帮助企业挖掘技术创新亮点，

选择创新性突出，创意性强的创新点积极申报专利，使企业

创新水平和创新质量有了新的提高。１家企业成功入围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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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示范企业，３家企业通过国家标准 《企业知识产权

管理规范》认证，２家企业获批湖北省第５批知识产权示范

建设企业，百利恒运动用品有限公司高仿真骑马机、武汉长

盛媒安科技有限公司随钻钻孔电磁波层析成像超前探测装置

及方法获得美国发明专利授权。

新洲区　加大宣传工作力度，确保专利申请工作稳中有

增，２０１８年实现专利申请８２６件，其中发明专利２０３件，同

比增长４９２６％；专利授权５２０件，其中发明４０件，同比增

长１１１１％。截止２０１８年底全区商标有效注册量３９２３件，比

上年同期增长６９０２％。省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增长明显，

２０１８年完成省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结题验收１家，新增省级

知识产权试点企业４家，有效促进和激发了区内企业创新能

力。开展专利行政执法共出动２０人次，组织本区执法人员参

加了各项专利执法培训和学习，进一步提升专利行政执法人

员的业务能力与水平。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宣传活动，增强全

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开展各类知识产权宣传活动８次，

发放宣传资料１０００余份，接受公众咨询近１０００人次；积极

参与了以 “科技创新 强国富民”为主题，以 “科技成果转

化对接、送科技下乡、青少年科普教育”为内容的科技周活

动。通过拉横幅、布展板、发资料、答疑惑等各种方式，广

泛宣传知识产权有关法律法规。在多家、多种媒体刊发新闻

近２０篇。组织辖区２所学校申报省级 “知识产权素质教育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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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学校”，积极建立和健全知识产权教育工作体系。

二、强化知识产权创造

（一）专利

发明专利创造数量增长。２０１８年，我市专利申请总量达

６０５１１件，同比增长２１６９％，在全省占比达到４６６１％，其

中发明专利申请２９０９５件，占申请总量的４８０８％，同比增

长２５１８％，在全省占比达到 ５２９８％。专利授权总量达

３２３９７件，同比增长２６９１％，在全省占比达到５０５３％，其

中发明专利授权８８０７件，占授权总量的２７２４％，同比增长

４３％，在全省占比达到 ７７３％。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３７０３２件，同比增长１９６％，在全省占比达到７６１３％，每

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为３４件，远高于全省８２４件平均水

平。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为１４７５件，占全省的９５０４％，在副

省级城市中位居第３。

高价值专利培育工作起步良好。华工激光、天琪激光、

沃亿生物、资环院、锐科光纤、达梦数据库、凹凸电子、科

亿华科、都市环保等９家企业入选２０１７年度湖北省高价值专

利培育、转化和产业化项目，获得支持资金１２５万元，东湖

高新区给予企业配套支持。斗鱼、华工激光等１４家企业获批

湖北省２０１８年度高价值专利培育、转化和产业化项目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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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标

密织网络做大商标注册增量。全面推行商标专管员制

度，组织各基层工商所设置商标专管员１４４名，并开设商标

咨询窗口，构筑市区所三级商标咨询、宣传、运用指导服务

网络，引导企业走品牌化发展路子；推进我市商标注册便利

化改革再升级，依托武汉商标受理窗口，承接国家知识产权

局商标局授权的商标变更、续展、转让等２３项新增业务，成

为全国首批扩大商标受理窗口业务范围试点单位，并协调在

武汉自贸区设立了全国首个自贸区商标受理窗口，为我市市

场主体办理商标事务提供了极大便利。截至目前，新增商标

申请量６７万件，同比增长３８５％；新增商标注册量４３万

件，同比增长１０４９％；全市商标有效注册量达１９１万件；

新认定驰名商标４件，新注册地理标志商标３件。

全力培育，商标品牌建设再上台阶。坚持高质量发展理

念，聚力商标品牌战略深入实施，推进品牌强市建设，取得

良好成效。在国家进一步缩减驰名商标认定数量、我市地理

标志资源接近枯竭的双重压力下，积极向内挖潜，以精准培

育为先手，不断丰富名标资源储备，克难攻坚推进名标创

建。筛选 “中石化长江燃料有限公司”等３６家企业、“东西

湖桃胶”等１０件地理标志项目纳入２０１８年驰名商标、地理

标志培育库，对人福医药、周黑鸭、东西湖桃胶、双柳打瓜

等重点培育单位的名标申报工作，落实分片包干走访，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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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辅导，市区层层压责，并积极协调加快对我市地理标志

的审查。以品牌建设 “面对面”行动为后手，遴选３２家产

品质量基础好、参与积极性高、行业发展潜力大的企业和６

个特色公共品牌，建立全市品牌建设服务重点对象数据库，

由市区所三级部门联动，共同开展品牌建设服务。

（三）版权

努力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一是努力做好党政机关软件

正版化。制定２０１８年全市软件正版化工作计划和督查方案。

根据省软件正版化工作部署，制定武汉市２０１８年软件正版化

工作计划，部署了全市今年软件正版化督查方案，进一步巩

固软件正版化工作成果。根据市政府的要求，认真推进了市

级党政机关办公软件年授权项目，投入 ２６６万元采购金山

ｗｐｓ办公软件并组织武汉市软件正版化暨办公软件安装使用

培训会。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等６６家单位综合部门或

信息技术部门工作人员共７１人参加了培训，促进了各单位进

一步明确软件正版化工作方向和目标，严格落实相关法律法

规及政策，提升软件正版化工作水平，保障了已获授权的正

版办公软件顺利安装、使用，助推我市软件正版化工作迈上

新台阶。协调金山公司为市级各单位安装已采购的金山 ｗｐｓ

办公软件。二是开展企业软件正版化。积极协调市国资委，

全力推进市属国有企业办公软件正版化，目前已经完成前期

清查任务，正在组织企业进行采购金山办公软件。全面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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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企业软件工作化，并将各区企业软件正版化列为各区相

关部门绩效目标，确保今年完成企业软件正版化。

启动市 “２０１８年度版权示范创建”工作。为贯彻落实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和 《武汉版权战略》，进一步提高

企业版权创造和运用的积极性，２月，启动了武汉市２０１８年

度版权示范创建工作，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版权示范单位和示

范园区 （基地）评选活动。经园区和单位自愿申报、区级版

权行政主管部门推荐、评选出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九派 （武汉）全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等１４家市级版权示范单

位，华中智谷 （华中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创星汇科技园等４

家市级版权示范园区 （基地）；同时，推荐了华中智谷 （华

中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创星汇科技园等４家园区及武汉斗

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九派 （武汉）全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等

８家企业参加湖北省版权示范单位及园区 （基地）的评选。

（四）种业新品种保护

２０１８年初，“武汉·中国种都”发展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５）经

市政府批准正式发布。同时，武汉 “种都”商标已在国家工

商总局成功注册，奠定了 “中国种都”品牌建设的法律基

础。２０１８年全市有效持证经营的规模以上种子企业２５３家，

累计研发新品种３５４个，转化成果２０００多项，结合 “良种＋

良法”推广面积１亿亩以上，实现种业产值４００亿元，种业

产能占中国市场比例５％，品种权占全国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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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力提升市场主体核心竞争力

企业知识产权工作成绩斐然。２０１８年，武汉地区新增国

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６家，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６家。全

年全市新增国家贯标认证企业１９１家，贯标达标企业总计达

到２８６家。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量为１６１６８件，发明专利授

权量为４５３０件，分别占当年全市总量的５５５８％与５１４４％，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凸显，知识产权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国资

系统不断加大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力度，积极推动市属国有企

业加大在专利申请、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培育以及实用正版

软件等知识产权方面的申报力度，提高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的

创造能力。专利授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科技进步奖相关

成果都较上年有了大幅提高，涌现出航发集团、地铁集团、

武建集团、工控控股集团及所属企业等一批注重科技创新与

知识产权创造的优势企业。

着力构建知识产权富集的新型制造业创新体系。继国家

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成功获批后，国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创

新中心２０１８年成功获批。截止目前，武汉已拥有２家国家级

制造业创新中心，比肩北京、上海。２０１８年，该中心已在ＩＩＩ

－Ｖ族光电芯片、硅光芯片、量子芯片和芯片系统应用方面

取得了一系列突出进展，申报国内发明专利１２件。在省级制

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方面，积极培育储备培育了氢能、智能网

联汽车、北斗高端制造和资源循环利用及装备创新中心等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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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准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为制造业创新体系建设打造后备

梯队。同时争取了一批技术创新、智能制造、两化融合等方

面的国家级示范试点。

三、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一）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有序推进。２０１８年２月，武汉知识产

权审判庭正式入驻光谷资本大厦办公。全年新收知识产权案

件４４８８件，同比上升１１９％。其中，全年新收专利技术类

案件５８９件，同比增长 ９０６％，新收跨区域知识产权案件

１８４件，同比增长近４倍达到３９８％，专利技术类及跨区域管

辖案件大幅增长，全年受理著作权侵权案件３１２４件。

高质量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对知识产权保护产生重要影

响。武汉知识产权审判庭秉承司法为民的职业宗旨和专业化

精神，公正高效地审理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２０１８年，武汉

知识产权审判庭１件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纠纷

行为保全五大典型案例”，１件案件入选２０１７年 “中国十大

最具研究价值知识产权裁判案例”，１件案件被评为全省法院

精品案件一等奖，２份文书被评为全省法院优秀裁判文书一

等奖、三等奖各１份，３件案件入选 “湖北省法院知识产权

十大典型案件”。武汉知识产权审判庭先后有１７件案件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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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和５０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为社

会营造了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营商环境。

“三审合一”审判工作入选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百佳案

例”。２０１８年，武汉知识产权审判庭发布了 《２０１７年度武汉

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召开了全市法院知识产权审

判工作暨培训会，以会代训，统一了裁判尺度；总结多年来

知识产权审判 “三合一”工作，出台了 《关于深入推进知识

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审判 “三合一”工作的实施意见》，

“三审合一”审判工作入选国家发改委编写的 “全面创新改

革试验百佳案例”，并成为国务院第二批支持创新相关改革

举措推广清单；武汉知识产权审判庭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

“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先进集体”。

推动审判研究提高审判质量。武汉知识产权审判庭积极

关注知识产权前沿热点问题，推动法官围绕典型案例撰写高

质量的裁判文书和案例分析。２０１８年，在 《人民司法》 《法

律适用》《中国知识产权》 《武汉法治》 《武汉审判》、知产

力网站等媒体上发表各类调研文章１８篇；在 《法院动态》

发表信息８篇。

江岸区法院知识产权庭获重大、国际性奖项。１０月１９

日，国家版权局举办 “第七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开幕式暨

中国版权金奖颁奖仪式”，江岸区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获评

国内版权领域的最高奖项 “中国版权金奖”的 “保护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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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奖由国家版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设立，也是我国

版权领域内唯一评选的国际性奖项。

积极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市区两级检察

机关按照最高检和省院要求，认真履行检察职能，坚决打击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２０１８年，全市检察机关共审理公安机关

提请批捕侵犯知识产权案件１９件４６人，其中假冒注册商标

罪１１件２６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８件２０人。上述

案件批准逮捕１７件３２人，其中假冒注册商标罪８件２２人，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９件１０人，积极发挥司法保护知

识产权的主导作用。

完善机制，发挥 “两法衔接”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作

用。武汉市检察院积极完善两法衔接机制作，设立检察院驻

知识产权局联络员办公室，共享知识产权 “１２３３０”举报热

线中线索资源，实现从线索受理、分流查处、移送立案的全

程同步监督，及时发现可能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案件。

强化知识产权犯罪监察指导。市检察院建立了知识产权

案件审查制度，市院和区院办理的知识产权案件必须逐案汇

报分析，统一打击尺度和标准；编发 《侦查监督案例指导》

专刊，对成功案例和各地经验予以宣传介绍，以案例指导办

案实践；积极组织知识产权保护宣传行动，主动走访知识产

权、工商、新闻出版等相关执法机关，建立信息通报机制，

介绍、交流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经验做法，促进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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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发挥合力作用，加强对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的打击

力度。

狠抓落实，积极查破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案

件。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以来，全市公安机关共查破侵犯知识产权

和制售伪劣商品案件１５０起，抓获刑拘以上犯罪嫌疑人１８０

人，捣毁生产、储藏、销售窝点２００余个，查获侵犯知识产

权和制售伪劣商品标值近亿元。强化公安机关与行政执法部

门的协作，与市工商、质监、食药监等行政执法部门建立协

作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交流情报信息，移送案件线

索，相互协作配合，开展联合执法。加强对知名品牌企业的

服务，定期召开全市保护知名品牌知识产权座谈会，邀请华

新水泥、茅台酒业、丝宝日化、金牛管业等全市知名品牌企

业代表参加，就目前企业遇到的被假冒产品问题进行座谈，

提供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线索，探讨工作改进方案。

创新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战法。公安机关积极开展大

数据作战，利用刑事案件一体化侦办平台，探索打击侵犯知

识产权犯罪新战法，认真分析研判历年来武汉市涉及知识产

权领域的发案数量、分布、规律，结合互联网售假泛滥情

况，摸清网上售假的线下源头，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打击。

成功破获 “１２２８”特大制售假冒伪劣汽车配件案、“１２０２”

贩售假烟团伙案、制售假冒 “周黑鸭”案等大要案件。在

“１２２８”特大制售假冒伪劣汽车配件案侦破工作中，专班民

—６３—

２０１８年武汉知识产权发展状况



警充分依托信息化、大数据手段，破解重点人微信、ＱＱ、支

付宝、电子邮件等线索，深度研判，串并案件，将万某等１７

人犯罪团伙实现全链条打击，捣毁窝点２处，现场查获假冒

伪劣富康、标志３０７、爱丽舍等东风系列汽车车灯近１００万

元，涉案金额近１０００万元，有效维护了企业和人民群众的合

法权益。公安部为此专程发来贺电以资鼓励。经侦支队撰写

的知识产权战法总结在全省经侦 “论剑”大比武中，获知识

产权领域一等奖。

（二）知识产权行政保护

积极监督检查市场，全力查处假冒专利。２０１８年４月，

市知识产权局印发 《武汉市２０１８年专利执法维权 “雷霆”

专项行动方案》，并召开全市专利执法维权 “雷霆”专项启

动仪式，对全年专利执法工作进行了部署，同时，启动专项

执法工作督导，局领导亲自挂帅，先后赴各个区督导专利行

政执法，开展市场检查，并在检查过程中，结合工作实践，

指导各区执法人员执法办案过程管理，加大对区级专利行政

执法的监管与指导，有效保障专利行政执法工作全覆盖。全

年立案查处假冒专利案件４４５件，全部按期结案；先后组织

开展了省、市、区多级联合及专利、工商等横向联合市场检

查２２次，累计出动执法人员４００余人次，检查涉专利商品６

万余件。同时，积极开展电子商务领域及展会专利执法维

权，先后进驻生博会、光博会、药博会、农机博览会等近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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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大型展会，规范开展专项检查及维权援助，接受现场投诉

并开展现场调查，为展会知识产权保驾护航。

积极调处专利纠纷。充分发挥行政执法快捷高效的特

点，积极调处各类专利纠纷案件，依法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

权益。２０１８年共受理专利纠纷案件１４件，办结１０件，中止

４件。办结往年结转案件１件，按期结案率１００％。

巩固商标协同保护格局。按照省工商局和省市双打工作

领导小组部署，市工商局统筹安排全系统打击侵权假冒工

作，强化协调联动和集约统筹，加强对重点品牌、突出问

题、舆情热点的精准打击，推动跨区域执法协作，巩固推进

打击侵权假冒高压态势。２０１８年，市工商局组织开展商标品

牌专项保护行动６项；全系统对侵权假冒违法行为立案３７７

件，结案３８５件，案值２１２２０万元，罚没款２４４１２万元。

紧抓商标品牌日常保护。大力开展跨区域、政企协同打

假，针对重点保护品牌，统筹推进 “订单式”打假和打击商

标侵权 “溯源”行动，开展全链条打击，共征集线索 １０９

条，依法处置率１００％，并对省局两轮转办的７１件 “溯源”

行动线索进行了全程督办，指导区局依法处置；主动追踪市

场热销品牌商品信息，针对性开展了 “巴厘龙”“国宝桥米”

“京山桥米”等商标品牌专项保护行动，依法处置了权利人

提供的涉嫌侵权门店；推进外企知识产权专项保护，聚焦重

点区域、重点商品和侵权多发易发的涉外商标品牌，查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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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Ｖ、ＣＨＡＮＥＬ、福特、奔驰等一批涉外商标案件，查办案件

总数是去年同期的２３倍，进一步优化了外资营商环境。

推进重点时段商标违法行为整治。根据元旦春节市场消

费特点，对应梳理出节令商品、重点区域、重点违法行为，

开展全面排查，强化市场准入、进货查验、商标授权、包装

装潢等关键环节的执法检查，不断加强春节元旦期间打击侵

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 “双打”工作，组织各区工

商局查办商标侵权假冒案件共８３件，案值４４５万元，罚没

款６５２万元，其中，罚没１万元以上大案要案１４件、５万元

以上２件，查扣商品３６８件，维护了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积极推进 “打盗维权”工作。市文化局联合市公安局、

市网信办出台 “剑网２０１８”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以网络侵权

多发领域为重点目标，以查办案件为重要抓手，坚决打击网

络侵权盗版。同时，严格规范版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

各区专职信息员已基本报送完毕，案件信息报送和数据统计

制度进一步完善。

精心组织实施打击假冒伪劣食品药品工作。为做好 “打

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相关工作，市食药监

局制发 《武汉市食品药品放心消费创建工作实施方案》、《武

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校园及周边 “五毛食品”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等文件，制定了打击假冒伪劣食品药品

工作方案，市级共出动食药监执法人员 ４４２５人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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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一械”（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单

位１７７７家，查处假冒伪劣食品药品案件１５４件，罚没金额

１２３４９万元，受理举报投诉案件４９起。办结 “三品一械”

大要案２５件，货值金额合计１３４０余万元，其中食品２件，

药品１２件，医疗器械９件，化妆品２件，货值５０万元以上

重大案件８件。向市公安局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线索９条，移

交犯罪案件９件，逮捕６人。

农业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执法。２０１８年，市农委积极推进

政务服务 “一张网”建设。完善农业综合执法平台建设，配

合完成 “湖北省行政职权系统和自然资源资产和生态环境保

护大数据审计平台相关数据录入。积极开展农资打假、农产

品质量安全等专项整治行动２２次，市区农业部门共出动执法

检查人员３５８３人 （次），执法车辆６４８台 （次），检查农资

经营门店４５５１家 （次），立案查处各种农资违法行为２８起。

开展林木种苗 “双打”专项执法检查。以林木种苗集散

地、种苗交易市场为重点整治对象，打击品种套牌侵权、无

证生产经营、销售假劣种苗、未经允许生产销售授权的林业

植物新品种等行为。对辖区内从事林木种苗生产、经营企业

加强管理，建立诚信档案将生产经营假、劣林木种子的企业

列入高风险市场主体名录，加大对其监管力度。

（三）知识产权海关保护

加强海关正面监管。一是坚持风险先导。依托关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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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研判专家团队工作机制，综合分析关区进出口货物、物

品的品类、目的国、经营单位守法状况等信息，结合进出口

侵权行为发展趋势，对进出口高风险货物、物品实施布控，

做到精准打击。二是加强实货监管。根据 《２０１８年武汉关区

业务风险防控重点》明确的侵权假冒风险防控重点及防控措

施，在货运渠道依托Ｈ９８６大型集装箱／车辆检查设备，加强

对进出口货物的查验力度。在邮递渠道坚持１００％过机检查，

严防蚂蚁搬家式侵权假冒物品进出口。三是加大打击力度。

２０１８年关区共查办侵权案件 ２２起，查扣侵权货物、物品

７８６８件。１起案件入选 “２０１７年武汉市保护知识产权十大典

型案例”；驻邮局办事处被评选为全省打击侵权假冒工作成

绩突出单位，姜驰同志被评为全省打击侵权假冒工作成绩先

进个人。积极开展 “两法”衔接，向武汉市公安厅经侦总队

移交侵权案件３起。

组织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组织开展 “中俄知识产权

保护联合执法行动”。行动期间，武汉海关驻邮局办事处查

获涉嫌侵犯国际足联知识产权案件２起，查获寄往巴西、西

班牙、美国、英国等国家印有 “大力神杯”和 “ＦＩＦＡ”标志

球衣１２７件，侵犯阿迪达斯商标专用权的球衣１２６件，有效

维护了国际足球联合会以及２０１８年俄罗斯世界杯赞助商的合

法权利。组织开展 “２０１８年出口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知识产权

保护专项行动”。加大对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保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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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区共５家企业入选总署重点企业名单，安琪酵母股份有限

公司、湖北仙光日化有限公司、武汉泰海机械有限公司等３

家企业的海外市场信誉、出货量、营业额、市场占有率等指

标通过此次专项行动获得不同程度提升。

（四）其他

律师队伍在知识产权的专业服务领域的业务能力不断提

升。近年来，具备专利代理业务资格的律师事务所逐年增

多，成功了代理了一系列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案件，为社会

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５月２５日，北京金台 （武汉）

律师事务所陈?律师参加了 “２０１８湖北品牌发展法律论坛”，

在论坛上公布了在 “文华法学”公众号上进行的 “法科生最

关注的湖北十大品牌保护案例”的评选结果，北京金台 （武

汉）律师事务所陈?律师代理的 “如果爱”电视节目名称商

标侵权案荣登榜首。９月２７日，在北京市京师 （武汉）律师

事务所知识产权与投资团队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咸宁某

医院品牌商标被山寨侵权案二审胜诉，湖北省高院一纸裁判

书正式下达，二审判令侵权方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商标所

有者７０万元。一改一审判决赔偿４０万元的裁判结果，成为

近三年来湖北省高院商标侵权案二审改判率仅１５％的案件之

一，同时，在湖北省商标侵权案件判赔金额超５０万元的案件

为数不多的情况下，律师团队成功为商标所有者争取到７０万

元的赔偿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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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仲裁工作稳步发展。２０１８年，武汉市知识产权

纠纷仲裁调解中心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湖北省知识产权局的

指导下，全面开展知识产权纠纷仲裁调解试点工作。２０１８年

３月，该中心试点工作完成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的中期验收，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有效拓宽工作领域。通过知识产权宣

传周各类宣传平台，结合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大行动等专项工

作，积极扩大仲裁宣传，引导知识产权纠纷进入仲裁渠道。

武汉仲裁委员会不断强化宣传知识产权仲裁理念，积极组织

论坛、研讨等活动，积极发挥知识产权调解快速、灵活、有

效的特点，发挥知识产权仲裁高效便捷、专业性强、保密性

好、无地域管辖限制等优势，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和

企业 “走出去”，为相关行业、产业集聚区、自贸区及专业

市场等提供知识产权纠纷快速解决渠道。同时，积极吸纳行

业性、专业性商、协会专业人士积极参与纠纷仲裁调解工

作，大力培养高素质的具有专业背景和实践能力的专业仲裁

员、调解员。

四、强化知识产权运用

（一）知识产权导航评议工作取得新进展

大力推进专利导航工程。组织开展规划类人工智能产业

专利导航研究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由审协湖北中心担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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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项目已完成验收，这是我市继信息产业、生命健

康、智能制造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成功开展规划类导航后又

取得的新成果。东湖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利导航试点

工作深入推进，动员和组织超过百家的企业开展了专利信息

利用工作，对包括开展专利导航研究、预警分析、评议研

究、数据库建设、专利布局研究、以及专利战略实施等８３个

项目的８３家企业予以支持。总结东湖 “国家专利导航 （光

通信）产业发展实验区”五年来试点工作，进一步厘清专利

导航产业发展的工作思路，有关经验和做法获得国家知识产

权局运用促进司领导的肯定。出台 《存储器产业专利导航产

业发展规划》，百余家企业积极开展专利导航、专利布局和

专利战略实施工作，企业知识产权意识和运用水平明显增强。

知识产权评议工作取得新进展。一是积极开展重大经济

科技活动知识产权评议工作，在光通信产业开展知识产权评

议的基础上，２０１８年在存储器产业领域开展知识产权评议工

作，形成 《东湖高新区存储器产业专利分析评议报告》，为

产业发展和企业决策提供参考。二与国家专利审查协作湖北

中心共同承办国家知识产权局２０１８年重点领域知识产权分析

评议报告发布会，传递信息、分享态势、交流经验、传授方

法，是对知识产权分析成果利用价值提升的一种有益探索。

（二）积极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努力拓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２０１７年底，市知识产

—４４—

２０１８年武汉知识产权发展状况



权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武汉营管部、省保监局、市财政局联

合出台 《武汉市专利权质押贷款业务操作办法》，首次建立

专利质押融资风险补偿机制，完善支持政策。２０１８年，面向

企业积极组织开展专利权质押融资业务宣讲会，培训会累计

达到１０多场次，培训人员８００余人次；面向全市各大商业银

行开展专利权质押融资业务培训，组织业务经验丰富的银行

进行交流分享，不断提高银行从业人员专业知识与业务水

平，完善专利权质押贷款业务流程，持续拓展专利权质押贷

款业务。全年知识产权质押授信金额达到１８３７亿元，实际

放款达到７０２亿元。

不断创新专利质押融资方式方法。一是与武汉自贸办共

同召开企业与多家银行、保险公司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

对接会。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股权融资新模式，专场举

办炒菜机器人项目债权路演等多场活动。二是与人行武汉分

行、交通银行、武汉知识产权交易所等部门和企业专题研究

探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研究 “投贷

联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相关金融产品及创新金融服务模

式”，“构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配套体系”模式入选武汉国家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百佳案例。三是组织楚天激光、华美生物

等３０余家企业以专利质押方式与汉口银行、武汉农商行等金

融机构签订协议贷款１０亿元，实际贷款达２２９亿元 （不完

全统计），再创历史新高。四是对１６家企业给予专利质押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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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贴息４００余万元，同时还有１７家企业获市专利质押贴息资

金５９５４万元。

积极推进商标权质押融资。以我市名标企业及制造业龙

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为重点，组织开展融资需求走访调

研，增补４２家商标质押融资需求数据库企业，利用国家知识

产权局商标局商标质权登记申请武汉受理点，精准指导企业

办理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并将企业融资需求名录向银行重

点推介，提高银企对接的精准度和实效性，实现 “一线式”

融资服务，解决企业融资难题。截至目前，共办理了 ５笔

１５０件商标的质权登记，帮助企业融资７８亿元。其中，指

导人福医药公司以３８件商标贷款６４亿元，帮助企业解决了

海外并购资金短缺问题。

认真做好版权质押贷款工作。加大知识产权质押宣传力

度，积极做好政策解读项目推广工作，提高企业开展版权质

押贷款的积极性，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三）强力推进知识产权转移转化

多管齐下，大力推进工业企业知识产权运用。组织推荐

精测电子等９家企业申报工信部工业企业知识产权运用试点，

武大巨成、高德红外通过工信部工业企业知识产权运用标杆

评估；深入企业开展工业企业知识产权培育和运用培训，通

过宣讲工业企业知识产权工作，分析制造业关键技术领域知

识产权态势，培训工业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解读相关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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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政策和措施，交流知识产权工作方法和经验，提升全市工

业企业知识产权运用能力。

专利转化实施取得新突破。围绕 “国家标准化改革创新

先行区”创建，结合标准化工作推进，切实服务企业。积极

鼓励企业将自主创新的知识产权转化为产品、化为标准，引

导更多企业走 “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化国际化”

发展之路，努力实现从 “武汉制造”转向 “武汉创造”。武

汉嘉仪通科技有限公司相变存储器测试技术通过企校对接，

成功转化实施，核心专利产品－－光功率分析仪年产量约３０

台，营收达到２０００万；武汉光电工业技术研究院促成可用于

荧光成像的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仪器专利转让合同金额

５００万元，实施收益１００万元。

举办园林和林业领域知识产权转化专场对接。２０１８年４

月，市园林和林业局组织全市各区及林业部门举办了园林和

林业系统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会，推广科技成果品种与技

术，共商应用前景，提出成果需求，并签订部分项目意向合

作协议。通过组织成果对接活动，一方面宣传了知识产权保

护知识，增强了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另一方面，也有

效推动了园林与林业领域知识产权转移转化。

做好做实品牌兴农。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制定了 《关于

推进品牌兴农工作助力 “三乡工程”的实施方案》，明确工

作目标、措施和任务，推进普法宣传下乡、商标服务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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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融资上门等工作落地见效，在新洲、黄陂、东西湖等农

副产品主产地，针对养殖大户、乡村休闲旅游经营者等涉农

主体组织开展商标品牌知识宣传，对全市 ６６７个 “三品一

标”农产品商标建立健全特色农产品商标台账，组织基层所

进行专业指导，调查掌握涉农市场主体融资需求，上门宣讲

商标质押融资政策，共收集１９家涉农企业融资需求，重点向

中信银行、汉口银行推介，进一步拓宽了涉农市场主体融资

渠道。截至目前，已指导２家企业运用商标专用权贷款８５５

万元；全市新增涉农商标注册申请 ０８万件，同比增长

４６７％，涉农有效注册商标总量达２５万件，服务 “三乡工

程”建设效果进一步显现。

（四）强化知识产权信息利用

专利信息利用工作提档升级。积极搭建武汉专利 （知识

产权）信息综合服务平台，获批国家新一代地方专利信息中

心检索与分析系统试点，并于２０１８年６月正式上线运行。新

一代专利检索与分析系统作为国家知识产权局 “全领域专利

数据库系统”升级版的地方专利信息服务中心检索及分析系

统，已成为武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面向全市开展专利信息服

务的基础工具和主要抓手。

知识产权信息利用倍受重视。２０１８年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百余家企业积极开展知识产权信息利用工作，共８３家企业获

得支持，其中：专利预警项目３７个、专利数据库项目３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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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导航项目７个，专利布局项目５个，知识产权评议项目

５个，定题跟踪项目１６个，专利战略实施项目１８家。

五、深化知识产权国际交流合作

（一）提升知识产权对外合作水平

推进外侨领域知识产权法制化工作。２０１８年，由中央海

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小组指导、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湖北

省人民政府暨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２０１８华侨华人创业

发展洽谈会 （简称 “华创会”），于１１月２２日至２４日在武

汉举行，其间，重点举办了第五届 “华创杯”创业大赛活

动。大赛吸引了１８个国家和地区的５５０个项目报名参赛，其

中海外项目占１８％。大赛筹备伊始，华创会组委会要求所有

５５０个参赛项目均签署了知识产权声明，确保参赛项目真实、

健康、合法，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所涉及的发明创造、

专利技术、资源等必须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或物权，进

一步推进了外侨领域知识产权法制化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经济效益。

积极开展国际标准化活动。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管

局与美国 ＩＥＥＥ、湖北省标准化研究院签订了战略合作备忘

录，双方将根据备忘录内容在开通 ＩＥＥＥ标准研制绿色通道、

举办国际标准人才培训和召开国际标准论坛会议等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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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形式的合作。

对外经贸知识产权保护。２０１８年，全市商务系统认真贯

彻落实 《市级商务兑现政策类专项资金管理实施意见 （试

行）的通知》 （武商规 〔２０１７〕２号），围绕外贸 “调结构、

转方式”总目标，支持外贸企业加快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含

量，加快培育外贸品牌；支持企业开展商标和专利的国外注

册保护，开展海外维权。加强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展会、

大型专业市场的执法检查和维权服务。

（二）加强重点产业海外布局和风险防控

大力实施知识产权海外护航工程。设立企业海外知识产

权维权胜诉案件补贴专项，对企业海外知识产权 （专利）维

权胜诉案件每案最高一次性给予８０万元补贴，鼓励企业积极

参与国际竞争，保护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积极组织我市企业

申报湖北省知识产权海外护航工程试点企业，今年成功入选

５家，截止目前，我市累计入选２５家企业，极大提升了涉外

企业知识产权风险防范和纠纷应对能力。

商标国际化助力企业 “走出去”。举办了全市商标国际

注册培训班，邀请有关专家对我市重点外贸企业集中讲授商

标国际注册保护相关知识，全系统商标监管干部和企业代表

近１２０人参加，提升了企业商标国际注册意识和基层指导服

务能力；依托武汉商标受理窗口，为企业推出马德里商标国

际注册受理业务，极大方便了企业开展商标国际注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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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１００８家制造业出口企业建立外向型企业商标国际注册数据

库，运用武汉工商微信公众号等新兴媒体推送商标国际注册

流程，针对性开展了商标国际注册指导，服务企业拓展国际

市场。

六、加强知识产权文化建设

（一）知识产权宣传普及

知识产权宣传成效显著。组织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

积极开展各类知识产权宣传活动，全年发布新闻宣传报道近

２００篇，社会反响热烈；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通过各部门官方

网站、“光谷知识产权”网站以及 “知会行”等微信公众号，

主动推送各类信息，通过各类知识产权工作群，扩大服务对

象规模，搭建信息沟通互动平台，各工作群注册会员近５０００

余人，全年回复各类咨询１００００余条。另外，中国知识产权

报、湖北日报、创新光谷等各大媒体专版报道全市知识产权

工作，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得到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充分

肯定。

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影响巨大。２０１８年４月，市政府新

闻办举办知识产权新闻发布会，发布上年度武汉知识产权发

展状况白皮书和保护知识产权十大案件，启动我市２０１８年知

识产权宣传周，市委常委、副市长李有祥出席了新闻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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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宣传周期间，市知识产权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及相

关企事业单位及区、街、学校、社会机构等共计开展各类培

训、讲座、沙龙、论坛、辩论赛，报告会、咨询服务、新闻

发布、现场执法等各类活动１００余场次，涉及专利、版权、

商标、农产品地理标识等多个领域，受到社会公众广泛参

与，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同时，在 《长江日报》上以专版对

我市的知识产权改革创新最新进展及保护工作进行了宣传，

在全社会产生了积极反响。

知识产权普法宣传深入人心。开设知识产权保护网络直

播课堂、知识产权保护专题培训班等，全方位开展法制宣

传。遴选并编印 《２０１７年武汉市保护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

例》，向全社会进行发布，以案说法，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宣

传普及。从执法便民、法治宣传、特色公益等角度出发，认

真推进 “知识产权宣传周”“专利行政执法”“１２３３０公益热

线电话宣传推广”等三项法治惠民惠企项目，为社会公众和

知识产权权利人提供法律咨询、维权援助、假冒专利举报查

处和专利侵权纠纷处理服务。

知识产权法制宣传专项活动丰富多彩。成功举办 “知识

产权热点问题面对面活动”，组织专利、商标、版权相关管

理部门及公检法司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律师代表就知识产权

相关奖励补贴政策、维权援助、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等相关问

题与企业进行现场互动，回答企业代表提问。另外，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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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光谷 知识产权保护论坛”、“２０１８年东湖高新区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分析及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宣讲会”、

“２０１８武汉·彼岸沙龙：知识产权维权那些事”等专题宣传

活动成功举办，有效促进了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宣讲，帮助企

业深入理解政策和法律，切实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服务。

商标宣传如火如荼。全市工商系统用宣传鼓劲，提供全

面服务。仅宣传周期间，共组织开展宣传活动 ４大类、３３

项，在市内设立２４个宣传点，发放宣传资料１万余份，接受

咨询１０００余人次。另外，对全市重点名标培育企业与外贸企

业、产业园区、中小企业、商标监管干部共计６００余人举办

了商标培训活动。同时，深入重点企业、产业园区和中小企

业开展 “宣传服务进企业、进园区”活动，宣讲商标品牌的

意义、作用和实务操作， “一对一”上门服务重点企业２００

余家，进一步提升了企业创牌用牌热情。５月１０日，武汉

市、江岸区工商局和质监局联合岱家山科技城组织开展了

“中国品牌日”活动，发放知识产权宣传资料２００余份，宣

传知识产权保护及商标注册等知识，指导企业开展商标注册

和规范使用商标，鼓励企业加强商标广告意识，并补助岱家

山科技城商标工作经费２万元，有效促进了部门与企业、企

业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增强了企业的商标品牌意识，进一

步推进了商标战略工作在园区的深入开展。

开展辩论赛，助推版权知识宣传。市文化局 （市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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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联合湖北高校法学辩论联盟共同主办了第八届 “法理争

鸣”湖北高校法学专业辩论赛暨２０１８年武汉市大学生版权

辩论赛。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九所武汉地区重点高校

组队参赛。辩论赛自２０１８年３月启动以来，九校围绕 “网络

直播是否应受著作权法保护”、“数字音乐版权独家许可是利

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我国是否应当引入版权补偿金制

度”等辩题，历经初赛、复赛、决赛３个阶段共计１１场精彩

角逐，为评委和观众们展现了一场场思想盛宴。决赛于２０１８

年４月２０日在武汉教育电视台演播厅举行，武汉大学与华中

师范大学围绕 “资智回汉工程更需要的是知识资本还是物质

资本”展开激烈辩论，最终武汉大学获得了本届辩论赛的冠

军。本届版权辩论赛吸引了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九所

重点高校３０００多名学生的积极参与，在各大高校引起了广泛

关注，提升了大学生的版权保护意识和崇尚创新意识，增进

了大学生与武汉的联系以及大学与城市之间的互动融合。众

多新闻媒体对本届辩论赛的报道，进一步在社会上营造了尊

重创新的良好风尚，有效的推动了版权保护成为全社会的共

同文化信念，优化了我市文化产业发展的版权环境。

加大食药宣传，增进社会共治。２０１８年 “３·１５”、“３·

３１”、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积极主动采取假冒伪劣食

品药品展示、印发宣传资料、以案说法、讲解真假酒识别知

识等多种形式，广造舆论声势，扩大社会影响，树立我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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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药品稽查执法工作正面形象，增强消费者信心，增进社会

共治。

宣传助推品种权所有者产权保护意识提升。组织开展

《种子法》及林木新品种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发

放法律读本，并结合科研单位在新品种审定、新品种权申

请、苗木繁育、推广等工作中所涉及相关法律知识开展现场

讲解，让广大科技人员充分认识到加强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重视植物新品种权申请与保护，依法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利。

加大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宣传。制作专题幻灯片，宣传周

期间在各业务现场通过ＬＥＤ电子屏面向公众循环播放，大力

宣传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我关知识产权保护

行为的相关成果。积极融入地方知识产权宣传活动，现场解

答知识产权海关保护问题。武汉海关各隶属海关、办事处结

合工作实际和业务特点，重点针对出入境旅客、进出口企

业、报关代理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快件及邮递企业、外贸

相关领域的从业人员等开展宣传，营造 “崇尚创新、守法经

营”的良好营商环境和 “打击侵权、人人有责”的社会共治

氛围。

园区、企业自觉开展知识产权宣传。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先后在光谷生物城、未来科技城等七个园区办和创意产业基

地、武大科技园、华工科技园、华师科技园、光谷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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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企业中心等三十余园中园举办企业知识产权贯标、知识

产权战略、专利申请及知识产权诉讼策略等各类培训宣讲活

动４８期，受众近万人。同时，积极鼓励企业加大知识产权宣

传力度，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开发区安排

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开展专利墙建设，目前，已有３４家企业在

醒目位置设置了制作精美、主题突出的专利墙，张榜公布所

获得的专利、突出发明人位置，营造你追我赶的竞争氛围，

大大激发研发人员荣誉感和创造激情。我市国资系统也积极

行动，以宣传培训促国有企业知识产权创新、运用、保护和

管理能力提升。先后组织各企业开展以 “知识产权就在你身

边”为主题的宣传活动，结合 “世界知识产权日”、“知识产

权宣传周”、“知识产权与自主创新”活动，组织开展尊重知

识，崇尚创新，诚信守信的知识产权宣传活动，努力营造有

利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良好氛围。各企业充分利用网络、报

刊、宣传册、宣传橱窗等载体，多形式、多渠道地在各出资

企业内部广泛开展知识产权的宣传普及活动。地产集团、武

建集团、航发集团、城投集团、农业集团、国资公司等集团

公司开办了知识产权专栏，便于干部职工学习知识产权业务

知识；工业控股、武汉建工、地产集团、交投公司、环投公

司等集团公司举办了专利知识方面的专业讲座，参加人员为

企业重点项目的管理和技术人员。

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开展主题宣传。武汉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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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会联合相关部门及服务机构，先后组织开展 “中美日韩

专利实务研讨会”、“２０１８中美知识产权实务研讨会 （商标

版权）”、“企业贯标工作推进会”及第三届长江知识产权青

年论坛、“知会行·知识产权高层论坛、知识产权创响中国

和第十六届 “中国光谷”知识产权国际论坛等大型学术活

动，向企业普及知识产权政策，拓宽服务企业渠道，提高企

业对政策的具体感知度，为社会营造倡导创新文化、创造尊

重知识产权的氛围。湖北广众律师事务所、湖北今天律师事

务所、湖北天明律师事务所、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等各个律

所积极参与，先后举办了 “加强商标保护 树立品牌意识 ”

论坛，“企业知识产权法律风险防控”讲座，知识产权法律

宣讲等系列活动，向企业宣传商标注册对公司品牌发展的重

要性和公司商标自我保护的方法；讲授如何进行知识产权法

律风险防控相关知识，为企业解答知识产权战略咨询、政策

咨询、管理咨询、实务咨询等。

（二）知识产权教育培训

充分依托远程教育，有效开展知识产权社会化教育。

２０１８年，继续抓好中国知识产权远程教育武汉分站建设，开

设了２０１８年武汉分站知识产权远程教育培训班，共计开设

４４门课程，并通过各类工作平台广泛宣传，调动社会各界学

习热情。截至 ２０１８年底，武汉分站选课人次达到 １１６８９０，

其中企业人员占４１７％，高校人员占３５２％。当年选课人次

—７５—

２０１８年武汉知识产权发展状况



达到２７２１，其中２６５１人４４门课程全选。通过线上的远程教

育培训及线下各类培训，较好地提升了企业管理人员、技术

人员、在校学生、知识产权研究人员、知识产权管理人员等

的专业素养。另外，大力开展知识产权网络课堂培训推广。

２０１８年共计开展８７期５０场，培训对象涵盖园区、企业、高

校、科研院所、代理机构及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工作人员。

广泛开展知识产权线下培训。２０１８年，市知领组先后结

合年度知识产权宣传周、专利普法宣传、科技工作宣传、科

技成果转化、科技投融资等专项工作，开设各类培训班百余

场次，并重点开设了知识产权保护网络课程、科技企业知识

产权保护热点问题现场互动答疑等专场活动。仅今年宣传周

期间，举办知识产权专业培训５０场次，受训群体达到３０００

人次以上。开设现场咨询服务，受众达到１００００人次以上。

另外，各区结合区内实际，精心组织知识产权专题培训。如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年举办专题培训４场，包括海外知识

产权申报专题培训班、全区企事业单位发明专利挖掘与知识

产权管理标准化工作培训班和 “中国·车都”２０１８知识产权

高峰论坛以及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 （格力武汉公司专场）

培训班，共计培训全区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管理人员６００多

名。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专业培训，提升区内企事业单位知识

产权意识。联合省、市知识产权局举办知识产权专题培训，

为区内规模以上企业量身制定培训方案，送服务进企业。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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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组织专业的知识产权代理人为企

业量身定制培训服务。“武汉市２０１８年林木种苗行政执法培

训班”对新修订的法规和标准进行了深入宣传与培训，取得

了良好效果。

围绕知识产权热点问题特别策划系列培训讲座。立足国

际经济贸易热点问题，聚焦国际贸易纠纷中的知识产权纠

纷，提高武汉企业走出去能力，加强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的预

防及应对措施，武汉知识产权研究会联合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知识产权办公室，组织开展了 “德国和欧洲专利实务公开

课”、“智能制造时代背景下·欧洲知识产权新格局·中国企

业机遇与挑战”和 “涉外知识产权培训”等系列涉外知识产

权战略布局和知识产权保护讲座，通过与相关园区、服务机

构合作的形式，为企业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提供对接服

务，指导企业加强知识产权国外战略布局和保护，有效助力

武汉企业提升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防控能力，为企业今后创新

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奠定良好基础。

充分整合社会资源，全方位、多形式推进知识产权培训

工作。２０１８年，组织审协湖北中心、武汉知识产权研究会、

武汉市律协等机构，先后主办或承办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

门、高等院校、高新企业、事业单位、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等

各类培训活动和论坛２０场，累计培训３８５０人次。协助协会

会员单位举办各类知识产权论坛近１０场，累计培训近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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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另外，结合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举办了 “武汉知识产

权服务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以及知识产权 创响中国”

全国公益巡讲活动之 “高价值专利及挖掘与布局”、 “数字

经济背景下的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系列讲座、知识产权贯

标宣讲会等专题培训活动，积极开展专项培训，切实提升业

内人员专业素养，激发社会创新智慧，推进湖北的知识产权

事业向更高标准迈进。２０１８年，由武汉知识产权研究会组织

汇集知识产权高层次人才成立的武汉知识产权中青年讲师团

也开展了系列宣讲活动，通过法律宣讲、政策解读、专题授

课、学术讲座、人才培训、项目论证、技术咨询等形式，帮

助企业解决在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上存在的风险，并提供相

关服务及衍生服务。另据不完全统计，截止２０１８年底，武汉

市已有１３家专利代理机构，面向高校大学生及教师、企业开

展培训１２６场，培训人员６８８７人次，主题范围涵盖专利简介

及技术交底材料撰写、医学领域专利申请、新产品开发中的

知识产权保护、大学生与知识产权的关系以及如何保护自己

的知识产权、专利实务培训、知识产权基础知识培训、专利

挖掘及高价值利用、专利质押及保证保险贷款政策流程解

读、专利信息预警分析及案例分享、知识产权运营规划讲

解、知识产权金融相关政策、专利信息分析、专利快速预先

审查、知识产权分析评议等。

深入开展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积极创建试点学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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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知识产权、教育等部门积极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知识产权

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建立知识产权教育工作机制。充分依托

各区基础教育部门、科技站等，具体指导中小学实施知识产

权教育。通过设立专职知识产权教师、增设校外知识产权辅

导员、开设科技发明课程、编制知识产权校本教材、筹建科

技创新工作站、举办校园文化科技周、积极开展校外实践、

组织参加各类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大赛等各种方式，积极在

我市广大中小学校开展知识产权教育，不断完善校园知识产

权教育体系。成功举办了２０１８年武汉市第五届中小学生科普

征文活动、中小学知识产权专题讲座、“院士专家进校园”、

“全市中小学知识产权校外辅导员进校园”等活动，并结合

实际开展了 《当前中学生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的现状调查与

研究》、《光盘盗版现象调查》、《网络下载对正版软件音像制

品的影响》等涉及知识产权方面的研究性课题。结合 “法律

进学校”等活动，宣传保护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和国际公

约，引导广大师生学习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做到知法、懂

法。在全市中小学中组织开展 “小发明小创造”、争创 “优

秀学生专利发明人”等活动，引导学生开展科技小发明、小

创作，产品外观设计。２０１８年全市中小学生年专利申请量达

数千件，吴家山中学、吴家山三中、武汉六中、武汉十一

中、西大街小学等学生年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保持在百件以

上。结合国家、省、市各级知识产权试点及示范学校培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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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充分调动广大中、小学校积极性，组织开展争创知识产

权素质教育示范学校活动。各区积极踊跃参与试点示范校创

建，２０１８年，我市新增１家全国知识产权试点学校，总量达

到４家。５家中、小学校获批湖北省知识产权试点学校，总

量达到１３家。通过培育一批试点校，全面带动提升全市中小

学知识产权素质教育整体水平。

（三）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

加大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力度。武汉市知识产权工作领导

小组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人才资源，拓展知识产权普及面，加

大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力度，全面开展知识产权理论和实践专

题研究与人才培训，取得较好成效。依托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江汉大学等国家级、省

级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基地力量，加大对在校师生和周边企业

的知识产权管理人才的培训力度。通过制订一系列的知识产

权人才培养计划，促进了知识产权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以及

知识产权相关人才的培养规范化、科学化发展，进一步强化

了武汉在知识产权意识开启、知识产权教育、知识产权学术

理论研究及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中部乃至全国 “中

心”的地位。

加强知识产权师资队伍建设。组织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

校辅导教师参加由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主办的 “全国中小

学知识产权教育专题研讨暨师资培训班”，邀请专家深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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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为教师们讲课培训，组织知识产权教育交流研讨

会，努力打造中小学知识产权师资队伍，提高了知识产权教

育能力。

加强海关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培养。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６日，武

汉海关在关区举办２０１８年知识产权保护培训班。邀请宝马、

博世、皇家飞利浦、爱普生等１４家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品牌专

员参加，讲授知识产权权利状况、主要产品、侵权案例、真

假鉴别方法、取证要点等内容，关区通关监管一线人员共５２

人参加培训。通过培训强化关企互动交流，提升协同配合效

能，进一步提升现场关员查发、鉴别能力，加强企业对海关

侵权案件办理流程及要求的了解。

设立 “湖北省知识产权培训 （自贸区）基地、湖北省知

识产权国际合作培训基地”。深入打造知识产权公益性培训

平台，系统推进知识产权人才体系建设，推动知识产权人

才、服务、政策加速集聚光谷，把知识产权 “人才金字塔”

体系做成全国一流，为中国 （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提供知识产权高层次人才保障，为企业 “走出

去”走的更远更稳提供强有力支持。

积极推进创客教育基地建设。２０１８年，武汉东湖高新区

举办 “共筑武汉创客教育生态圈”主题东湖创客汇创客教育

专场活动，中小学生现场演示个人作品，展示了创新性思维

教育成果。目前，仅东湖高新区就建成２１个中小学创客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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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１６所学校加入区创客联盟校，参与创客研究和培训的教

师约１００人，参加创客相关社团或课程学习的学生约 ２５００

人，努力打造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新阵地。

（四）知识产权系列重大专题活动

第十六届 “中国光谷”知识产权国际论坛暨第三届长江

知识产权论坛　１１月１４日在武汉东湖高新区科技会展中心

隆重举行。论坛以 “新动能·新发展·新空间：数字经济与

知识产权”为主题，众多嘉宾聚集一堂，共同探讨数字经济

发展中的知识产权相关问题，从不同层面为国家、长江经济

带、湖北省、武汉市和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中国光谷）的数

字经济体系建设发表宏论高见、提供智力支撑。国家知识产

权局甘绍宁副局长和湖北省人民政府陈安丽副省长发表致

辞。欧盟驻华代表团公使衔参赞、欧盟知识产权局 （ＥＵＩＰＯ）

知识产权专员 ＧüｎｔｈｅｒＭａｒｔｅｎ（马君泽）先生、美国亚太法

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孙远钊教授、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法

学院前任副院长ＭａｒｔｉｎＳｅｎｆｔｌｅｂｅｎ教授、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

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科技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张平教授等专家作主题演讲。来自政府部门、高等院

校、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的专家学者及媒体记

者等６００人参加论坛。论坛首次引入英语同声传译服务，进

一步提升论坛国际化水平。论坛 《论文集》收录来自海内外

学界和业界的论文６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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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车都’２０１８知识产权高峰论坛”　１０月１０日

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民服务中心隆重举行。论坛主题为

“智能制造知识产权保护与战略布局”，聚焦智能装备、新能

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车等新兴产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智

造、宜居、绿色的 “中国车都”建设发展，共同探讨如何加

快构建完善的国家和区域知识产权战略体系，深度探索智能

制造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与战略布局，为政府相关政策性建

议，并为企业界发展支撑性服务。经开区管委会主任、武汉

市汉南区区长彭浩、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程浩、国家知

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湖北中心党委委员贾连锁等领

导出席论坛，著名法学家吴汉东教授主持论坛开幕式并登坛

作专题报告。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黄刚、日本

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 （ＪＥＴＲＯ）知识产权部部长、日本

特许厅驻华代表本间友孝、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

人、北京科技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徐家

力等专家参加论坛。来自政府行政管理部门、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的专家学者及媒

体记者等３００人参加论坛。

“第三届长江知识产权青年论坛”　于４月２５日在中国

光谷科技会展中心举行，作为２０１８年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知识产权宣传周的开幕式活动重点内容得到理论界与实务界

的广泛关注，论坛特别邀请学界、业界多位女性专家，共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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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游戏直播中的知识产权问题，探索网络游戏直播中的法

律世界。论坛在 “斗鱼”直播平台上进行了实时直播，得到

了１０万余人在线关注和一致好评。市科学技术局 （市知识

产权局）副局长陈保国出席论坛并讲话。

“２０１８创新光谷·知识产权保护论坛”　４月２０日在武

汉知识产权交易所举行。来自政府部门、司法机关、高等院

校、高新技术企业、服务机构等１００多名代表参加论坛。各

界知识产权同仁济济一堂，认真学习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

论坛主旨演讲中有关知识产权的重要论述，专家就有关知识

产权政策法律法规进行解读，法律工作者积极提出政策建

议，共同探讨新时代知识产权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论坛

邀请新华网、长江日报、荆楚网、同仁法律传媒等媒体单位

做跟踪报道。

“２０１８湖北品牌发展法律论坛”　５月２５日在文华学院

举行。论坛以 “湖北品牌保护与知识产权诉讼”和 “湖北品

牌管理与互联网法律前沿”为主题，从湖北企业在商标申

请、品牌管理、预防侵权、维权救济等企业经营活动等视角

出发，针对法律规定、行政执法、司法程序的理解与运用情

况，共同探讨湖北品牌保护事业的发展方向、探索互联网时

代品牌保护和发展的前沿问题。来自学术界、司法实务界、

知识产权服务业、企业界及研究会会员单位的代表参会并互

动交流。市科学技术局 （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陈保国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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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讲话。论坛是为响应和贯彻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０日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 《关于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意见》

指出为更好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升

级，提出设立 “中国品牌日”文件精神而创办的，主题直击

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对品牌建设中的热点话题展开研

讨，是以需求为导向、为城市发展的决策提供参考意见。

“知会行·知识产权高层论坛”　６月２０日在国家知识

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湖北中心召开。论坛旨在构建政

府高层领导、行业领先企业和重要学术组织的对话平台，致

力于成为中国知识产权高层交流和研讨的重要渠道。论坛面

向前沿、汇聚众智、聚焦热点，通过对高价值专利培育的瓶

颈与破解等相关议题展开探讨，为政府部门和市场主体提供

建设性思路与前瞻性方案。论坛以高层次学术交流沙龙形式

举行，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湖北中心、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湖北省律师协会科研院所、高等院

校、高新企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等论坛支持单位的领导和

专家学者等１００人参加论坛。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副秘书长

马秀山出席论坛并讲话。论坛得到与会领导、专家的高度

评价。

２０１８年知识产权国家智库研讨会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武汉知识产权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刘华应邀参加并在会上作

题为 《新时期知识产权文化政策的三个维度》的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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