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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银企签署多元化知识产权融资协议

广州开发区知识产权成果转化联盟揭牌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讯
员 陈建如）4 月 26 日是第 21 个

“世界知识产权日”，在广州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指导
下，由广州开发区知识产权局、广
州开发区金融工作局主办，知识
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大
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广州开
发区知识产权创新服务中心承
办，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
米科技创新研究院支持下，广州
开发区知识产权金融创新论坛暨
知识产权成果转化联盟揭牌仪式
在广州知识城广场国际会展中心
举办。广州开发区知识产权局与
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中国
银行共同签订《多元化知识产权
融资三方合作备忘录》，聚焦知识
产权金融和成果转化问题，助推
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创新发展，为
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政银企合作 签署知识产权
融资三方合作备忘录

为扎实推进国家知识产权局
《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年度
工作指引（2021）》工作要求，打造
粤港澳知识产权高地，完善知识

产权运用体系，广州开发区知识
产权局副局长陈光辉、中国银行
广东省分行投资银行与资产管理
部总经理潘瑞宏、大湾区科技创
新服务中心董事长兼总经理秦海
鸥在活动现场共同签订《多元化
知 识 产 权 融 资 三 方 合 作 备 忘
录》。加大对科创企业支持力度，
为区内企业提供多元化知识产权
融资服务，进一步拓宽企业知识
产权融资渠道。

政银企强强联合，通过知识
产权金融创新，打通知识产权融
资服务全链条，把无形“知产”变
成有价“资产”，助力逐步完善科
技创新“闭环”，助力创新企业插
上腾飞翅膀。由政府提供知识产
权融资公共服务，银行提供多元
化知识产权融资方案，大湾区科
技创新服务中心提供知识产权和
资本市场政策咨询，知识产权金
融服务对接，投资机构、券商资源
对接，科创板专题辅导培训等上
市辅导服务，并通过企业科创属
性诊断，与银行共同打造知识产
权融资价值评估体系，打破传统
中介机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评估
方式和流程，提供更低成本、更高

效率的知识产权金融服务。用知
识产权融资为企业注入金融“活
水”，深化、巩固、完善贯穿企业发
展全生命周期的知识产权金融资
金供应链，激发企业创造活力，点
燃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引擎，助力
企业资本化发展，实现知识产权
助力科创企业上市。

搭建“政产研金服用”交流
平台 加快推进知识产权成
果转化

在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知识产权局）二级调研员徐炜，
广州开发区知识产权局副局长陈
光辉，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
米科技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杨祥
良，生物岛实验室成果转化部部
长李中华，知识城（广州）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飞，大湾
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董事长兼总
经理秦海鸥的见证下，广州市黄
埔区、广州开发区知识产权成果
转化联盟正式揭牌。

该联盟是在广州开发区知识
产权局指导下，广东粤港澳大湾
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生
物岛实验室、广东粤港澳大湾区

硬科技创新研究院等科研院所联
合重点企业、知识经济发展集成
服务商、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及机
构共同建立。旨在搭建“政产研
金服用”的交流平台，加速创新资
源、知识产权成果的集聚、交流、
融合、市场化，助力广州开发区成
为知识产权成果转化高地。

此外，区金融局金融服务处
处长张海鸥进行了以《从 IP 到
IPO 之路》为主题的广州开发区
企业上市苗圃培育工程解读。区
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处

处长袁文现场介绍了广州开发区
知识产权金融创新情况。

在专题分享环节，广东粤港
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
院副院长杨祥良为大家作《聚焦
纳米科技创新链 4-6级，推动知
识产权成果转移转化》主题分
享。广州派富专利技术投资运营
有限公司董事长严圣围绕《成果
转化的核心要素和关键步骤，及
实现知识产权资本化，暨 IP-IPO
计划》主题进行分享。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讯
员 舒霞 林楷）4月25日上午，南
沙区 2021年知识产权宣传周活
动暨知识产权创新成果发布会
在南沙传媒大厦新闻发布厅举
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
利审查协作广东中心主任董琤，
南沙开发区（自贸区南沙片区）
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潘玉
璋，广州市南沙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市南沙区知识产权发
展促进会、区内企业代表等参加
发布会。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南
沙区人民政府与国家知识产权
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广东中
心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记者了解到，协议约定，双方共

同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
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转化
运用，并依托审协广东中心优势
资源，全面提升南沙知识产权人
才培养和文化建设，促进南沙区
各产业提质增效，营造良好营商
环境，推进“三区一中心”建设。
活动现场，广州市南沙区知识产
权发展促进会还与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
公司签订知识产权侵权保险投
保协议，为其中小微企业会员单
位提供知识产权侵权风险保
障。广州市南沙区知识产权发
展促进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保险
范围涵盖侵犯专利权责任险及
专利执行险，提供侵权赔偿费
用、调查费用、法律费用、附加专
利无效诉讼费用等保险赔付，有

效降低企业知识产权侵权风险，
减少企业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后
顾之忧。

在发布会上，粤港澳（国际）
青年创新工场、南沙资讯科技
园、东涌商会、大岗镇商会、珠江
街商会、榄核镇商会等 6 个“南
沙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维权援助
和保护工作站”挂牌成立，至此，
南沙区知识产权工作站已达 11
个，基本覆盖和辐射了大部分镇
街和园区。工作站整合咨询指
引、纠纷调解、鉴定评估、侵权分
析、检测预警等多领域多环节服
务资源，并将“住在”园区，为园
区及周边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信
息检索、法律咨询、争议解决等
综合性维权服务。

广州南沙发布系列知识产权创新成果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
讯员 冯春）4月26日是世界知
识产权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
进技术研究院公布了知识产
权方面最新情况。2020年，深
圳先进院专利申请总数达到
1723 件，同比增长 11.67%；新
增专利授权 660件。截至 4月
26日上午 9时，深圳先进院已
累计申请专利 10951 件，累计
授权专利 4470 件。从趋势上
看，深圳先进院专利申请数近
年来持续攀升，其中PCT专利
申请在2020年有较大突破，申
请数达到 567 件，位居全球教
育机构第一名，累计PCT申请
数达1525件。

近年来，深圳先进院积极
推动知识产权转化工作，取得
良好成效。此前，《中国科技
成果转化 2020年度报告(高等
院校与科研院所篇)》在全国正
式发行。据了解，该报告以全
国 3450 家公立高等院校和科
研院所 2019 年科研成果转化
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全国高
校、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情
况。报告显示，2019年深圳先
进院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3
种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
金额为 4.93亿元，在全国高校
院所中排名第二。

基于深圳先进院在知识
产权密集型的前沿科技领域
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业布

局，截至目前，深圳先进院已6
次分别获得中国专利奖银奖、
中国专利奖优秀奖、广东省专
利奖金奖、广东省专利奖银
奖。其中，“一种磁共振化学
位移编码成像方法、装置及设
备”项目获2020年广东省专利
金奖；“3D 打印方法”获得第
21届中国专利银奖。

在知识产权管理方面，深
圳先进院对专利建立市场化
的运作模式和激励机制。深
圳先进院发挥专家库的功能，
实施专利质量提升工程，在撰
写和审查答复等环节对专利
质量进行把控，做好做实专利
申请、维护、运营全过程，不断
优化成果转化的激励政策，从
而形成科研人员积极开展专
利布局的内生动力。

在推动知识产权转化方
面，不同于传统高校和院所单
一的学科布局，深圳先进院的
学科建设可以根据社会经济
发展的需要动态调整，让优势
资源、服务能力、产业需求等
要素充分有效整合，以满足成
果转化的必要条件。为了让
实用技术实现转化，深圳先进
院从基础研究的专利创造阶
段开始导入产业的技术需求，
引入第三方机构，从技术路
线、市场需求、应用和法律等
层面进行辅导培训，布局高价
值专利。

2020年深圳先进院科技成果
转化金额全国高校院所第二

揭牌仪式。 通讯员供图

11个知识产权工作站“住”进园区

本报讯（记者 麦博 通讯员
黄嘉颖）4月 26日下午，由广东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
局）指导，广东专利代理协会主
办，IPRdaily 承办、广东省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中规（北
京）认证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支持的 2021 年百所助企 426 公
益活动暨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主
题研讨沙龙活动在广州举办。

广东专利代理协会会长郝
传鑫介绍了 2021 年百所助企

426 公益活动暨广东省知识产
权千名代理人才培育工作，并
在现场举行了启动仪式。他说
道，今年，借助知识产权维权援
助中心和知识产权纠纷调解中
心的平台力量，协会继续开展

“百所助企 426 知识产权周”系
列公益活动。广州的主会场的
咨询摊位，协会还联合各地市
单位分别在广州、深圳、珠海、
汕头、佛山、东莞、中山、韶关、
江门、惠州、湛江、茂名、阳江、

云 浮 等 14 个 地 级 市 同 步 开
展。希望能通过 426 百所助企
知识产权周宣传活动，扩大知
识产权公益援助的影响力，支
持我省中小企业切实提升知识
产权保护的意识和能力，为中
小企业在遭遇知识产权纠纷时
提供公益协助和引导，帮助企
业减少、规避和及时化解知识
产权纠纷，同时探索我省中小
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新方向新
方式。

广东专利代理协会
举办百所助企426公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