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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产权的问题

• 中国有四大发明，有知识产权吗

• 知识产权从哪里来

• 究竟什么是知识产权

• 知识产权的作用

• 知识产权与企业经营发展

• 知识产权与技术、法律、经济

• ……



专利制度是给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

"Next came the Patent laws. These began in England in 1624; 
and, in this country, with the adoption of our constitution. 
Before then , any man might instantly use what another had 
invented; so that the inventor had no special advantage from 
his own invention. The patent system changed this; secured to 
the inventor, for a limited time, the exclusive use of his 
invention; and thereby added the fuel of interest to the fire of 
genius, in the discovery and production of new and useful 
things." 

https://www.baidu.com/s?wd=Next&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his&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no&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no&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his&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his&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 瓦特的伟大天才表现在他所取得的
专利的说明书中，他没有把自己的
蒸汽机说成是一种用于特殊目的的
发明，而是把它说成是大工业都应
该使用的发动机。——马克思

• 蒸汽机是第一个真正国际性的发
明……瓦特给它加上了一个分离的
冷凝器，这就使蒸汽机在原则上达
到了即使在现在也有点非常厉害的
水平——恩格斯

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36年1月19日 — 1819年8月
25日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1847年2月
11日—1931年10月18日）

1790年



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平者去
之。



法的作用

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
生态和谐发展

指引、评价、
教育、预测、

强制
法的规范作用





知识产权立法

• 背景：1973年11月，时任贸促会法律部部长任建新率4人以“观察
员”身份列席WIPO年会。 之后，“知识产权”这个概念第一次见诸
我国媒体。

• 中国知识产权立法阶段：

• 1.被动立法期（1978-1992）

• 2.被动调整期（1992-2001）

• 3.适应期（2001-2008）

• 4.主动调整期（2008-至今）



商标法——1982
专利法——1984
著作权法——1990
科学技术进步法——
1993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1996



一、综合类：《民法典》第123条“知识产权是权利人依法就下列客体享有的专有的权利”，1185条的“侵害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刑法》

分则第三章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合同法》第十八章“技术合同”。《对外贸易法》第五章“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二、商标权类：《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

三、专利权类：《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国防专利条例》。

四、著作权类：《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五、商业秘密类：《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

六、植物新品种权类：《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农业部分、林业部分)。高法院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七、特殊标志类：《特殊标志管理条例》;《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条例》。

八、地理标志类：《商标法》。《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

九、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类：《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十、其他类：《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实施办法》。《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

中国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体系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是完善产权保护制
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
力最大的激励。对此，外资企业有要求，
中国企业更有要求。

——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在博鳌亚
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 知识产权是舶来品

• 知识产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 知识产权制度体大精深

• 知识产权正在并将更深入的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 到2022年，侵权易发多
发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权利
人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
本高、赔偿低”的局面明显改
观。

➢ 到2025年，知识产权保
护社会满意度达到并保持较
高水平，保护能力有效提升，
保护体系更加完善，尊重知
识价值的营商环境更加优化，
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的基
本保障作用得到更加有效发
挥。







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案
件2504件，审结1976件，比2018年分别上升
174.26%和260.07%。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共新
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399031件，审结
394521件，分别比2018年上升40.79% 和
44.02%。其中，新收专利案件22272件，同比
上升2.64% ；商标案件65209件，同比上升
25.41% ；著作权案件293066件，同比上升
49.98% ；技术合同案件3135件，同比上升
16.98% ；竞争类案件4128 件，同比下降
1.25% ；其他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11221件，
同比上升49.95%



知识产权保护全面加强





知识与智慧

• 知识产权制度是开发和利用知识资源的基本制度

• 知识产权就是知识的产权化

• 知识产权就是产权化了的 知识

• 知识产权指的是人们可以就其智力创造的成果所依法享有的专有
权利

• 知识产权是智力成果的法定权而不是知识的法定权，知识产权主
要体现人的智力价值而不是知识

• 企业不仅要学会自主创新，还要学会购买、引进、合作，让知识
产权为我所用



知识产权的特性

• 独占性：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他人都不能享有或使用这种权利

• 无形性：对知识产权的窃取和侵犯更容易、更隐蔽从而决定了知识产
权保护的复杂性

• 地域性：某一国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知识产权，只在该国法律效力可
及的范围内有效

• 时间性：知识产权权利人对其所享有的专有权利有时间限制，超过法
律规定的期限，则该项知识产权即进入公知领域,人人可无偿使用

• 公开性：（专利等非商业秘密知识产权）技术被公开，不再是秘密

• 可复制性：具有一定的可复制性，难易程度各异



知识产权的基因

法律属性 保障 权利基础

技术属性 支撑 价值核心

经济属性 运用 最终目标



专利法

1992
第一次
修改 2000

第二次
修改 2008

第三次
修改

2020
第四次
修改



专利权是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对其发明创造

所享有的独占实施的专有权。

• 新颖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也没有任何
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
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
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中。

• 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
显著的进步，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 实用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
产生积极效果。



• 直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公司仍趋于将专利权看作法律挡箭牌，而
不是看作战略性商业工具——《尘封的商业宝藏》

• 专利就像货币，越多越好（IBM VS SUN）

• 有用的专利权，一个就够了



快人一步，高人一招
言前人所未言，见前人所未见
• 专利法第二条

•本法所称的发明创造是指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
计。 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
的新的技术方案。 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
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
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
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
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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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专利年费——专利权的保护期限

发明专利权的实际有效保护期限

发明：20年
实用：10年
外观：15年

自申请日起算：

拿到证书
并不算完



最常用的无效理由

•26.3 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清楚、完
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
准；必要的时候，应当有附图。摘要应当简要说明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要点。

•26.4 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
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



权利要求书

•第二十条

•权利要求书应当有独立权利要求，也可以有从属权
利要求。

•独立权利要求应当从整体上反映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的技术方案，记载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

• 从属权利要求应当用附加的技术特征，对引用的
权利要求作进一步限定。



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说明书应有内容

• （一）技术领域：写明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所属的技术领域；
（二）背景技术：写明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理解、检索、审查
有用的背景技术；有可能的，并引证反映这些背景技术的文件；
（三）发明内容：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以及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并对照现有技术写明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的；

• （四）附图说明：说明书有益效果有附图的，对各幅附图作简略
说明；

• （五）具体实施方式







一种一体式自拍装置



18次无效审理，权利基础稳定



3590起诉讼，判决赔偿额1-5万元



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



知识产权影响的企业利益是根本性的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五项:如果发行
人在用的商标、专利、专有技术以及特许经营权等重要资产或技
术的取得或者使用存在重大不利变化的风险，且影响发行人持续
盈利能力的，属于不具备发行条件。

• 理清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权利权属。在专利方面，通过研发前
的专利检索与分析等方式排除侵犯别人专利权的风险，处理好与
职务发明人、受让许可方的关系，排除专利权属纠纷；在商标方
面，应当认识到企业字号、产品logo和注册商标的区别，避免将
其混为一谈；在著作权方面，企业应积极将自己的软件作品、动
漫作品、剧本、电影电视作品进行版权登记。



关于专利的认识误区

• 先有产品才可以申请专利，专利申请节奏把握不准

• 所有技术方案都申请专利

• 公开最优解决方案，保护策略、思路不清晰

• 有专利，无保护。独立权利要求中增加非必要技术特征

• 不懂得利用专利信息，不进行专利检索就开始研发

• 闭门造车，认为靠自己搞出来的研发就具有创造性

• 审查员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

• 专利维权没有必要

• ……



商标法1982

1993
第一次
修改 2001

第二次
修改 2013

第三次
修改

2019
第四次
修改



苹果公司—2812件





纠纷案缠身4年终落地 乔丹变QIAODAN
2016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对美国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与与拟上市公司乔丹体育之间商标争议
行政纠纷案件进行公开宣判，判决乔丹体育涉及“乔丹”商标违反了相关规定，应予撤销，不过拼音
商标“QIAODAN”及“qiaodan”维持一二审原判，也就是乔丹体育可继续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最高法行再25号___保留“qiaodan”
• 再审申请人对“qiaodan”不享有姓名权，争议商标的注册未损害其
在先姓名权，未违反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 虽然可以证明再审申请人及“乔丹”在我国具有长期、广泛的知名
度，但不足以证明相关公众使用“qiaodan”指代再审申请人，也不
足以证明“qiaodan”与再审申请人之间已经建立了稳定的对应关系。
因此，再审申请人对“qiaodan”不享有在先姓名权。



著作权法1990

2001第一次
修改 2010第二次

修改 2020第三次
修改



方正字体维权

• 楷体、宋体、黑体、仿宋——免费

• 对外的市场行为

• 企业商标、网站、宣传册、广告、公众号、产品包装、企业装修
装璜

• 广告、宣传、市场、运营

• 购买

• 委托设计、广告





"表情包"狂欢后侵权纠纷频发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我能说什么?我也很无奈啊。”如今,越
来越多的人喜欢在使用社交软件时用表情包传情达意,随时开
启“一言不合就斗图”的模式。



2017第一次
修改 2019第二次

修改

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



第九条 本法所称的
商业秘密，是指不为
公众所知悉、具有商
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
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
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三十二条
在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审判程序中，商业秘密权利人提供初步证
据，证明其已经对所主张的商业秘密采取保密措施，且合理表明
商业秘密被侵犯，涉嫌侵权人应当证明权利人所主张的商业秘密
不属于本法规定的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权利人提供初步证据合
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且提供以下证据之一的，涉嫌侵权人应
当证明其不存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一）有证据表明涉嫌
侵权人有渠道或者机会获取商业秘密，且其使用的信息与该商业
秘密实质上相同； （二）有证据表明商业秘密已经被涉嫌侵权
人披露、使用或者有被披露、使用的风险； （三）有其他证据
表明商业秘密被涉嫌侵权人侵犯。



大染坊



何为商业秘密



一、对商业秘密内涵的修改
二、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修改
三、对侵犯商业秘密主体的范围扩大
四、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赔偿额度明确了标准
五、增加了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民事赔偿责任优先条款
六、增加了举证责任的规定
七、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其他修改

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改内容的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最高法民再26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麦达可尔（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

西青区中北高新区辰星路15号1区。

法定代表人：王成刚，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丹华，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华阳新兴科技（天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

市南开区红日南路42号内（科技园）。

法定代表人：王旭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天津行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彤，男，该公司员工。

一审被告：王成刚。

一审被告：张红星。

一审被告：刘芳。

案由：侵害商业秘密纠纷



➢ 一审认定：华阳公司主张的xxx厨卫用具厂等43家与华阳公司有稳定交易关

系的客户的信息包括客户名称、品名、货品规格、销售订单数量、单价、联

系人、电话、地址。这些信息既有客户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又有交易产

品、交易价格、交易数量等深度信息。虽然部分客户的名称、电话、地址等

信息可以通过公开途径查询得知，但是客户名称、电话、地址与交易内容等

深度信息结合所形成的信息集合，并不为其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

悉和容易获得。

➢ 一审判决：一、麦达可尔公司、王成刚、张红星、刘芳立即停止侵犯华阳公

司涉案客户名单商业秘密，即在涉案商业秘密不为公众知悉期间，不得披露、

使用、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二、麦达可尔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赔偿华阳公司60万元；三、王成刚、张红星、刘芳对上述第二项判决内

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华阳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关于秘密性的认定：首先，从客户名单的内容上，华阳公司主张的43家客

户信息不仅包含了客户名称、地址、联系人、电话等一般信息，还包含了联系方式、订

单日期、商品名称、规格、销售数量、成交单价等区别于公开渠道信息的深度信息；其

次，从客户名单的客户数量上，华阳公司主张的包括xxx厨卫用具厂等43家客户，符合

客户众多的特点；第三，从客户名单中与客户交易的情况看，上述43家客户在2014-

2015年期间与华阳公司的交易次数均在5次以上，形成了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综上，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

第一款：“商业秘密中的客户名单，一般是指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的

习惯、意向、内容等构成的区别与相关公知信息的特殊客户信息，包括汇集众多客户的

客户名册，以及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的特定客户。”因此，华阳公司主张的43家客户

信息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具有秘密性的特征。



王成刚、刘芳、张红星违反了与华阳公司法定的和约定的保守商业秘密义务，披露其

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经营信息，允许麦达可尔公司使用上述客户名单；麦达可尔公司在明知

的前提下，未经华阳公司的许可使用了上述客户名单，根据商业秘密侵权判定的“相同

（实质性相似）+接触-合法来源”方法，一审法院认定麦达可尔公司、王成

刚、刘芳、张红星共同实施了侵犯华阳公司商业秘密行为，并无不当。

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华阳公司客户信息的商业价值、维权支出，麦达可尔公司的过错程

度、侵权时间、情节等因素，酌情确定麦达可尔公司赔偿华阳公司60万元；由于王成刚、

刘芳、张红星与麦达可尔公司共同实施了侵犯华阳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故一审法院判决

王成刚、刘芳、张红星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因此，对华阳公司关于麦达可

尔公司应当赔偿其损失100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对麦达可尔公司一审判决赔偿金额过

高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人民法院在审理商业秘密案件中，既要依法加强商业秘密保护，

有效制止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为企业的创新和投资创造安全和可信赖的法律环境，又要妥

善处理保护商业秘密与劳动者自由择业、竞业限制和人才合理流动的关系，维护劳动者正当

就业、创业的合法权益，依法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自主择业。职工在工作中掌握和积累

的知识、经验和技能，除属于单位的商业秘密的情形外，构成其人格的组成部分，是其生

存能力和劳动能力的基础，职工离职后有自主利用的自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

“商业秘密中的客户名单，一般是指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的习惯、意向、

内容等构成的区别于相关公知信息的特殊客户信息，包括汇集众多客户的客户名册，以及保

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的特定客户。客户基于对职工个人的信赖与职工所在单位进行

市场交易，该职工离职后，能够证明客户自愿选择与自己或者其新单位进行市场交易的，

应当认定没有采取不正当手段，但职工与原单位另有约定的除外。”



➢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首先，在当前网络环境下，相关需方信息容易获得，且相关行业

从业者根据其劳动技能容易知悉；其次，关于订单日期，单号，品名、货品规格，销

售订单数量、单价、未税本位币等信息均为一般性罗列，并没有反映某客户的交易习

惯、意向及区别于一般交易记录的其他内容。在没有涵盖相关客户的具体交易习惯、

意向等深度信息的情况下，难以认定需方信息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商业秘密。

➢ 虽然与原单位进行市场竞争不一定合乎个人品德的高尚标准，但其作为市场交易参与

者，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又没有合同义务的情况下，从事同行业业务并不为法律

所禁止。如果在没有竞业限制义务亦不存在商业秘密的情况下，仅因为某一企业曾经

与另一市场主体有过多次交易或稳定交易即禁止前员工与其进行市场竞争，实质上等

于限制了该市场主体选择其他交易主体的机会，不仅禁锢交易双方的交易活动，限制

了市场竞争，也不利于维护劳动者正当就业、创业的合法权益，有悖反不正当竞争法

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

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之立法本意。



最高人民法院认定麦达可尔公司相关再审申请理由成立，判决

如下：

一、撤销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津01民初50号民

事判决；

二、撤销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津民终143号民事判决；

三、驳回华阳新兴科技（天津）集团有限公司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205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

费39357元，均由华阳新兴科技（天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商业秘密之EONA、接触+相似、使用、损失

• 存在、所有权、告知、访问限制——权利基础

• 《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修正）》第五条 权
利人（申请人）认为其商业秘密受到侵害，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申请查处侵权行为时，应当提供商业秘密及侵权行为存在的有关
证据。

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被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证明人，
应当如实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供有关证据。

权利人能证明被申请人所使用的信息与自己的商业秘密具有
一致性或者相同性，同时能证明被申请人有获取其商业秘密的条
件，而被申请人不能提供或者拒不提供其所使用的信息是合法获
得或者使用的证据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根据有关证据，认
定被申请人有侵权行为。（接触+相似）



条例分为总
则、行政保护、
社会保护、纠
纷解决机制、
执法与处罚、
附则，共六章
五十八条





技术合同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 第843条 定义

• 技术合同是当事人就技术开发、转让、许可、咨询或者服务订立
的确立相互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合同。

•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

•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实行按地域一次登记制度。技术开发合同的研
究开发人、技术转让合同的让与人、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合同的
受托人，以及技术培训合同的培训人、技术中介合同的中介人，
应当在合同成立后向所在地区的技术合同登记机构提出认定登记
申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80%E6%9C%AF%E5%BC%80%E5%8F%91%E5%90%88%E5%90%8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80%E6%9C%AF%E8%BD%AC%E8%AE%A9%E5%90%88%E5%90%8C


技术合同的主要条款

技术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项目
名称； （二）标的的内容、范围和要求； （三）履行的计划、进
度、期限、地点、地域和方式； （四）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五）风险责任的承担； （六）技术成果的归属和收益的分成办
法； （七）验收标准和方法； （八）价款、报酬或者使用费及其
支付方式； （九）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的计算方法； （十）解决
争议的方法； （十一）名词和术语的解释。 与履行合同有关的技
术背景资料、可行性论证和技术评价报告、项目任务书和计划书、
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原始设计和工艺文件，以及其他技术文档，
按照当事人的约定可以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技术合同涉及专利
的，应当注明发明创造的名称、专利申请人和专利权人、申请日期、
申请号、专利号以及专利权的有效期限。



明确验收标准
• 验收标准在技术合同中属于非常重要的条款之一，因为它涉及到技术成果交付是否

合格。如果没有约定验收标准或者验收标准约定不明，将导致合同双方对技术成果

的验收失去参照，极易引发纠纷。

• 技术合同双方应当约定技术成果的验收标准，特别是验收的方法、指标、程序等，

应当尽量详细，易于操作，避免歧义。如果签订合同时，对验收标准约定不明的，

双方也可以在后续合同履行过程中签订补充协议来进行明确约定。另外，双方还应

当从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出发，合理地解释验收标准，必要时双方也可以通

过专家鉴定会、专家论证会的方式来对技术成果进行验收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

验收。



技术用语、法律术语准确

• 如果技术合同发生合同用语不规范的情形，用语不规范的后果是
得不到法律、法规的支持且容易产生歧义。比如：因为法律、法
规或司法解释中并未出现过“独家许可使用”的用语，那么技术合
同中的“独家许可使用”到底可以解读为“独占许可使用”还是“排他
许可使用”？显然，不同的解读意味着对权利的限制范围不同。还
有一些行业术语、技术术语都有其特定含义，如果不规范使用极
易引发纠纷。

• 合同用词应当采用法律专业术语或技术专业术语，对于新兴词语
或争议词语，应当在合同中对该词语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说明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 29490-2013）

知识产权管理



拓宽思路，合理利用规则，助力企业发展

• 知识产权战略
• 知识产权法律顾问
• 专利导航
• 专利数据库
• 知识产权预警分析
• 专利情报服务。
• 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 知识产权托管——全方位的知识产权布局。
• 科技项目——以知识产权为核心。
• 投融资——质押，入股，产学研用。
• 专利保险
• …….



百尺竿头不动人
虽然得入未为真
百尺竿头须进步
十方世界是全身
——宋 景岑

感谢聆听！谢谢！
张占疆 15900234912
微信号：J230398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