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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广东多项知识产权指标居全国第一
本报讯（记者 莫文艺 通讯

员 粤市监）4月26日是第21个世
界知识产权日。广东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党组书
记、局长麦教猛在广东省人民政
府新闻办公室于广州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介绍了2020年广东
省知识产权保护情况。

2020年，广东在中央对地方
知识产权保护的首次检查考核
工作中荣获优秀等次；广东获中
国专利奖项目总数连续 5 年位
居全国第一；广东知识产权综合
发展指数连续 8 年位居全国第
一，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 4 年
位居全国第一；“深圳-香港-广
州科技集群”创新指数位居全球
第二……广东各项知识产权工
作取得了新的成绩，为全省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协同保护，构建知识产
权大保护格局

2020年，广东获国家知识产
权局批复同意建设中国（汕头）、

中国（珠海）、中国（广州）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全省已建有6个国
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7 个国
家级知识产权快速维权援助中
心，以及一批省知识产权维权援
助分中心或服务站，共建立54个
知识产权人民调解组织。

2020年，全省共办理知识产
权纠纷人民调解案件5213件；知
识产权仲裁案件 345 件，涉案标
的额共计约 2.63亿元；涉知识产
权保护公证案件3.8万余件。

2020年，广东设立国家海外
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广
东分中心、深圳分中心，成立广
东省海外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会，
进一步推动提升我省企业海外
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和水平。

源头保护，稳步提升知
识产权运用能力

2020年，全省专利和发明专
利授权量分别为 70.97 万件和
7.07 万件，分别同比增长 34.57%
和18.33%。PCT国际专利申请量

2.81万件，同比增长13.64%，占全
国总量的 41.79%。截至 2020 年
底，全省有效发明专利量35.05万
件，其中高价值发明专利量17.24
万件，占全国总量的19.40%，均居
全国首位。专利已成为广东新兴
产业高质量发展极其重要的创新
资源和核心竞争力。

2020 年，全省商标注册量
107.99万件，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
申请量1448件；截至2020年底，有
效商标注册量543万件，均居全国
前列。2020年，全省共完成作品
著作权登记 6.42万件，同比增长
30.12%。截至 2020年底，累计注
册地理标志商标85件，获批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155个，广东“吴川
月饼”“英德红茶”“凤凰单丛”“大
埔蜜柚”入选第一批中欧地理标志
互认清单。2020年，全省专利商
标等质押登记金额334亿元；累计
已获批 16 个知识产权证券化产
品，已发行产品规模 26.69亿元，
形成了知识产权金融资金供应
链贯穿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的

知识产权证券化“广东模式”。

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知识
产权交流合作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将知识产权工作作为大湾区
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
重要任务。粤港澳三地知识产
权合作前景广阔、潜力巨大。麦
教猛表示，下一步，广东将重点
从以下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高水平推动知识产权交
流合作。进一步完善粤港保护知
识产权合作专责小组、粤澳知识
产权工作小组合作机制，加强跨
区域知识产权沟通协调，不断拓
展粤港澳知识产权合作范围。
深化粤港澳知识产权交流，定期
组织粤港澳知识产权研讨会，打
造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交易
博览会、知识产权人才大会等合
作交流平台，探索建设粤港澳大
湾区国际知识产权合作中心。
积极加强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合作，争取更多的创新型试点项

目优先落地广东，更好服务国家
对外开放大局。

二是严举措强化知识产权
全链条保护。加大知识产权政
策激励，加强知识产权源头保
护。持续强化知识产权执法力
度，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违法行
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
设，健全仲裁、调解、公证、维权
援助等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
制。依托粤港澳知识产权合作
机制，加强执法交流，健全信息
沟通渠道，强化跨境办案协作，
持续加强进出口环节的知识产
权执法工作。

三是高质量推进知识产权
创造和运用。支持粤港澳大湾
区重点产业做好高价值专利布
局，支持关键领域自主知识产权
创造和储备；扩大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规模，推进知识产权证券
化；充分利用港澳地区和国家高
端知识产权服务资源，促进知识
产权服务业走向高端化，全面助
推知识产权价值实现。

本报讯（记者 麦博 通讯员 黄
嘉颖）4月 26日，2021年国家知识
产权局开放日活动在北京、江苏、
广东、河南等全国十地同步举办，
广东分会场活动由审协广东中心
主办，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广州市
知识产权局、广州开发区管委会
共同参与。审协广东中心主任董
琤、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
局）副局长何巨峰出席活动并致
辞，广州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张
嘉红、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刘石以及来自其他广东省市区政
府、法院、海关、企业、高校和中小
学校等的代表约 200 余人参加了
此次活动。

此次活动主题为“全面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
局”，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指
示论述，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主持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推进知识产权
保护宣传教育，进一步促进社会
公众对知识产权工作的理解和认
同，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崇
尚创新、诚信守法”的良好氛围。

董琤在致辞中指出，新形势
下，党和国家把知识产权工作提
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对
知识产权工作寄予殷切期望。审
协广东中心作为国家知识产权局
在广东设立的专利审查和知识产
权综合服务机构，将立足新发展
阶段，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严格执行国家统一标准，依法高
质量开展专利审查，同时认真履
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国家队”成
员的社会责任，在粤港澳大湾区
等国家战略实施和新技术、新业
态发展中勇担使命、直面挑战，以

优质知识产权服务为推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新发展
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何巨峰对活动成功举行表示
祝贺，对广东知识产权工作成效
进行了介绍。他指出，希望持续
深化与审协广东中心在知识产权
高质量发展、保护和人才培养等
方面的合作，充分发挥审协广东
中心优势，大力提升广东知识产权
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加强
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增强广东对
科技创新企业和人才的吸引力。
一是深化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
方面合作，支持我省知识产权分析
评议，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创新决策
提供技术支撑；二是深化知识产权
保护方面合作，加强同地市行政裁
决工作的对接，为基层行政裁决工
作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持；三是深
化人才培养方面合作，为地方培
养优质专利预审、专利代理、专利
执法和维权援助等人才。

活动现场，围绕更好推进粤
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创造、保护
和运用工作，中心发布了服务地
方十大案例，对中心在支撑政府

决策、企业创新创造、产业规划布
局、侵权纠纷裁决、专利转移转化
以及知识产权文化氛围营造等领
域的特色经验和创新做法进行解
读；广东省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
同志就审协广东中心与广东省知
识产权局合作共建的专利侵权纠
纷行政裁决技术支撑机制有关成
效与经验进行了推介。随后，中
心策划开展的知识产权进校园系
列活动正式启动，中心与广东省
知识产权局等合作共建的知识产
权文化传播与普法基地广东展区
投入使用。

活动期间，广州市知识产权
局发布了2020年全市知识产权工
作白皮书以及2020年知识产权保
护十大案例，中心与广州开发区
合作设立的20家知识产权服务工
作站接受授牌，广州开发区知识
产权局正式启动粤港澳大湾区知
识产权人才供需对接活动，国内
新能源汽车企业代表广州橙行智
动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就其购买的
首单保额1000万元的知识产权海
外侵权责任保险与广州开发区知
识产权局正式签约。

国家知识产权局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开放日广东分会场活动举办

尊重知识 崇尚创新 诚信守法

本报讯（记者 莫文
艺 通讯员 粤市监）4月26
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知识产权局）举行了

“2020年度广东省知识产
权十大事件”发布会。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
巨峰发布 2020 年度广东
省知识产权十大事件，分
别是：省委省政府出台

《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的若干措施》，召开首届
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大
会，强化顶层设计、完善
保护体系、构建保护新格
局；深圳中院针对夏普与
OPPO 专利诉讼案，首次
以成文裁定的形式确立
了中国法院对标准必要
专利全球费率享有管辖
权；广东高院发布国内首
个专门网络游戏领域的
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指引；
深圳市打造网络知识产
权 保 护 高 效 联 动 平 台
——“鸿蒙协同云平台”；
广东首次设立国家海外
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
中心地方分中心；广东 10
个地理标志入选《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与欧洲联
盟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
协定》名录；广东积极应
对疫情开通知识产权质
押登记绿色通道，一日内

办结广东省首单知识产
权“疫情贷”；全国首单知
识产权海外侵权责任险
在广州落地；佛山推出

“著作权纠纷一门式和解
机制”，实施“致敬版权大
师”活动；广东发布《广东
知识产权证券化蓝皮书》
和《广东科创板上市企业
知识产权蓝皮书》。

根 据 评 选 方 案 ，
“2020年度广东省知识产
权十大事件”征集范国为
2020年发生在广东省内，
对建设引领型知识产权
强省具有示范引领、强力
支撑和深远影响的典型
事件。征集阶段累计征
集 到 推 荐 事 件 101 件/
次。根据事件的典型程
度、全国知名度、社会影
响力等综合因素，兼顾专
利、商标、版权、地理标
志、植物新品种等品类，
并从事件的区域布局的
均衡性考虑，初选出44件
事件 (案件)，进行了网络
公开投票。截至投票日
止，共有 8.18 万人参加了
投票，近31万人次关注了
本次活动。最终，评审专
家根据代表性、典型性、
影响力及知名度等三个
维度评选出“2020年度广
东 省 知 识 产 权 十 大 事
件”。

2020年度广东省
知识产权十大事件发布

知识产权服务工作站授牌仪式。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