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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授权

45688件
同比增长31.36%

发明专利授权

6570件
同比增长7.04%

新增注册商标

8.75万件
有效注册商标总量

37.57万件
马德里国际注册商标总量

249件
中国驰名商标总量

15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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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总量继续位居西部第2位

专利

有效发明专利总量

27932件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9.08件
全国第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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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刚）对手有哪
些专利技术，我们在产品研发的过程中
该如何规避，才能少走弯路？重庆日报
记者4月22日从市知识产权局获悉，重
庆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建立覆
盖多个产业门类的专利导航多元化服务
体系，让企业自己上网一查就知晓。目
前，重庆的这一首创做法，被国家知识产
权局列为典型案例在全国推广。

据悉，近年来，重庆依托市知识产
权局信息中心建设全国专利导航项目
研究和推广中心，在此基础上优选部分
区县、行业协会建立区域重点产业专利
导航分中心。目前，重庆已建成7个区
县专利导航分中心和8个重点产业专
利导航分中心，形成了“1+7+8”的区域
重点产业专利导航服务体系，为企业的

技术研发、市场布局和产品上市开展专
利导航服务。

专利导航给企业带来什么好处？
以汽车产业为例，市知识产权局《汽
车转型升级专利导航》课题组将既有
的成果固化为数据库，建立和完善专
利数据中心，拓展研发导航功能，促
进已有资源整合，实现创新知识和工
程数据共享。

重庆日报记者注意到，上述汽车专
利导航数据库分为传统汽车摩托车、新
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三部分，包含
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欧洲等102个
国家和地区的专利数据，收录的专利数
据经过了专业检索和筛选，并按照行业
标准，结合重庆产业特点建立了技术分
类导航。

同时，该数据库可实现专利检索、
技术主题导航、综合分析、重点企业跟
踪等功能。汽车生产企业可快速准确
地获取国内外最新的技术信息、市场信
息和法律信息。凭此，企业可便利跟踪
竞争对手，了解行业动态、技术发展和
进行区域比较。

又如集成电路产业。依托于集成
电路专题专利数据库，企业根据自己关
心的技术类别直接获取对应专利信息，
方便专利技术的监控，为避免重复研发
提供了参照，也为寻找合作伙伴或发现
潜在竞争对手提供了便利的检索平
台。据悉，重庆中科芯亿达电子有限公
司在做专利检索后，发现了他们的一款
驱动芯片存在侵权风险，采取了应对措
施后，风险被成功排除。

重庆专利导航做法被全国推广

从专利技术的角度看，重庆汽车产
业该如何提档升级？近日，市知识产权
局联合相关部门和机构，发布了《重庆
市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技术创新专利导
航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全球汽车产业创新热度不减。报
告显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2013年
步入调整期，2015年后出现专利申请
人数回升、申请量持续增加的情况。全
球智能网联汽车在1996年—2016年
期间，专利申请量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特别是2010年以后，申请量近似于指
数级增长。

同时，研发导航与协同创新成为重
要发展趋势。日本、韩国等特别注重在
信息交互技术等先期技术细分领域的
研发导航，利用技术储备和专利布局，
提前锁定竞争优势，形成技术壁垒。此
外，全球范围内研发合作和资源整合的
趋势日益明显，全球专利的合作申请数

量呈逐年递增态势。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在信息交互技

术方面具备优势。报告显示，我国在汽
车信息交互方面的专利申请量占
54.9%，高于全球专利占比40.1%，表明
我国在汽车信息交互技术上具备一定
的优势。

不过，我国市场上新能源汽车技术
创新主体是以日本企业为主的传统汽
车整车企业和零部件生产企业。在全
球智能网联汽车车辆/设施关键技术领
域，我国企业未进入技术创新主体前
10；在信息交互等领域，则具备较多进
入机会。

在全国大背景下审视重庆汽车产
业，报告认为，重庆汽车产业技术储备
不足，主要表现在存在较大的技术缺
口、产业链布局不够完善，以及申请人
协同创新和运营意识不强。例如，重庆
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整体专利申请
量分别位于全国第8位和第11位。在
整车控制及附件领域的专利布局上具
有一定优势，但在燃料电池汽车、信息
交互技术和基础支撑技术、动力电池、

车辆/设施关键技术领域都存在技术缺
口。

如何通过专利技术提升重庆汽车
产业能级？报告认为，首先要结合全球
产业趋势和国内竞争城市比较分析，进
一步明确技术定位和战略。在新能源
汽车领域，重庆要力争巩固动力系统构
型技术优势，重点推进动力电池关键技
术研发，提升整车控制技术，前瞻布局
制氢及储氢、氢燃料电池相关技术；在
智能网联汽车领域，要重点提升环境感
知技术、自动驾驶决策控制技术，实现
V2X通信技术跟踪赶超，加快云平台
与大数据技术跟踪赶超。

报告认为，要通过技术规避、合作
引进、自主研发和技术储备四条路径，
来提升重庆汽车产业的竞争力。报告
建议，相关部门应对技术获取路径加快
成果运用和共享，招商部门则需要加快
引入氢燃料电池等技术相关投资，完善
产业链。同时，重庆需要打破区域限
制，加大企业、高校、研发机构协同创
新，并建立实施专利导航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的长效机制。

专利导航助重庆汽车产业提档升级
本报记者 吴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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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重庆街头随处可见的“一只酸奶牛”，其
生产企业为了保护自己的品牌，正在打官司。

这并不是孤例。何永智是小天鹅火锅创始
人，但小天鹅火锅底料却是别人在经营；晓宇火锅
一夜享誉全国，由于商标被他人先一步注册，存在
核准注册的重大障碍——重庆企业在知识产权方
面，伤心事儿不少。

“一只酸奶牛”冤不冤？

“‘一只酸奶牛’并不是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
意识，只是其意识和能力还不够全面。”西南知识
产权集团总裁袁野4月19日向记者详解了原委。

2015年3月10日，重庆人华某创立“一只酸
奶牛”品牌，并在第29类（奶及乳制品）申请注册
了“一只酸奶牛”商标。然而在4月9日，外地某
公司在第43类（餐饮服务）同样申请注册了“一只
酸奶牛”，并转让给第三方在外地大量授权连锁经
营。

“这家外地企业不仅在43类注册了‘一只酸
奶牛’，相关联企业还注册了‘一只酸牛奶’、‘一口
酸牛奶’、‘一只酸’、‘一只酸牛’、‘一只酸奶’等数
十个近似商标。”袁野说，重庆方已通过商标评审
委员会宣告其无效，对方则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提出诉讼，目前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

华某最初注册“一只酸奶牛”的经营业态为现
场调制酸奶饮品进行销售，虽然实质为销售奶饮
品，但也有餐饮服务的属性。袁野认为，“一只酸
奶牛”案的实质，是抢注者利用品牌原创者的疏
漏，在实际业态的关联类别上先行注册，导致市场
混淆。

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商标、版权等，其中代表
技术的专利和代表品牌的商标是企业核心竞争力
的重要体现。

市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市
不断出台各项措施，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强知识产
权创造、保护和运用，重庆企业专利、商标等知识
产权申请和获权数量在快速增长。

重庆市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会相关人士
说，当前很多企业在研发、并购、销售等环节，都已
经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一些企业还会在从事研
发工作前，主动利用专利信息数据库进行检索、分
析，实施技术创新专利导航。“企业有意识是一大
进步，但需要提升的是保护手段和能力。”

专利虽多“值钱”的却少

本月，市工商联对部分商会的知识产权现状
进行了调查，得出的数据是现阶段一些民营企业
的知识产权“含金量”并不高。

以重庆市科技装备业商会为例，该商会有85
家会员，从2001-2018年，企业会员共申请了
4227件专利，但经过专业机构对其“价值”的评
估，40分以下的低价值专利有3270件，占总数的
77%；40-70分具有一般价值的专利有876件，占
总数的21%；70-80分较有价值的专利共有78
件，占总数的2%；80分以上的高价值专利数量仅
3件。

重庆市工商联青年委员会也同样如此。
2003-2018年，该商会组织的155家企业会员共
申请了780件专利。经过专业机构评估，40分以
下的低价值专利有460件，超过了整体数量的一
半；40-70分具有一般价值的专利共有298件；
70-80分较有价值的专利共有18件；80分以上
的高价值专利数量较少，仅4件。

衡量专利的“价值”大小，主要指标有3个，即
技术价值、法律价值、市场价值。一般来讲，70分
以上的专利，技术新颖性较好，法律稳定性较好，
经济价值较高。“高价值”专利其实代表的就是企
业核心竞争力。

需要丰富手段提升质量

“重庆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现状是，有
意识但手段不够，有数量但质量欠佳。”袁野说。

“一只酸奶牛”案对于重庆企业的借鉴价值在
于，在网络经济时代，一个品牌可能借助网络快速
传播而一夜爆红，但如果没有事先构筑好商标防
御体系，极有可能被他人抓住漏洞进行抢注，回头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来打击抢注行
为。

袁野建议，在新经济形态下，很多产业属于
新业态，突破了传统《商品与服务分类表》规范的
商品名称和服务名称。为进行全方位立体保护，
企业应在相关类别均进行注册，使抢注者无机可
乘。

在提升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方面，市工商
联建议，一方面，要营造尊重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
氛围，全方位提高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着
力加强新业态新领域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
让知识产权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得到体现。另
一方面，也希望社会各界加强知识产权人才培养，
扶持和壮大专业服务机构，以不断适应企业经营
发展中对知识产权的全方位需求。

市知识产权局表示，重庆近几年一直致力于
推进企业高价值专利培育，目前已设立专项资金，
启动实施企业高价值专利培育支持计划，充分运
用高校院所的研发资源和知识产权品牌服务机构
的服务资源，推动建立一批高价值专利培育示范
中心，构建企业——高校院所——服务机构“三位
一体”的高价值专利培育模式。

去年，隆鑫动力、金山科技、银钢摩托等重庆
民企荣获了中国专利奖优秀奖，增程式电动车车
载动力系统及其电动车、胶囊内镜系统等成为了
含金量高的专利。而更多企业要提升专利的含金
量，还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创造能力，以及企业家的
决心和远见。

“一只酸奶牛”
引出的话题

本报记者 仇峥

相关新闻

今年1月，由重庆润泽医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润泽医药”）自主研发的多孔钽
骨填充材料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上市批
准，成为国内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获批上
市的骨科创新产品。

研发多孔钽产品，润泽医药用了10
年。目前，其已经成为全球仅有的一家掌
握多级多孔钽材料制造技术的企业，并
制定出两个国家标准。

能够取得“第一”，与润泽医药重视知
识产权密不可分，从成立之初，企业就制定
了知识产权战略发展纲要，构建自身独具
特色的知识产权体系。

在润泽医药董事长兼CEO叶雷看来，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企业在进行新
技术、新产品开发之前,如果开展了专利信
息检索、收集和预警分析,不仅能够规避专

利侵权风险,绕开别人的专利陷阱,还可以
在更高的起点上进行研发立项,可谓“站在
巨人肩膀上”进行创新，避免重复研发造成
研发投入的巨大浪费，帮助企业进行高效
的专利创新布局。

为此，润泽医药先后委托重庆市摩托
车（汽车）知识产权信息中心、北京国知专
利预警咨询有限公司等专业服务机构开展
了各个项目的专利分析与专利预警，为其
提供了大量有指导性价值的专利分析报
告。有了专利分析作为导航，润泽医药不
仅对自己的专利申请趋势了如指掌，也掌
握了全球竞争对手的专利申请情况、专利
壁垒、失效专利，规划出了多孔钽技术发展

脉络和研发方向。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围绕自身发展规

划的重点，加强多孔钽项目在国内外专利
布局，形成创新产品医用多孔钽专利组
合。”叶雷表示。

截至目前，润泽医药已累计申请国内
外专利2400余件，已获得国内外专利授权
1400余件，其中包括已授权的美国和欧洲
专利近30件。在《2018年重庆市企业专
利创新百强榜》中，润泽医药位列综合榜单
第6名，医药领域榜单第1名。

据介绍，我国每年有超过100万患者
需要植入骨修复材料，市场规模上千亿
元。在医疗救治中，钽具有良好的生物相

容性及与人体组织相似的弹性模量，是目
前已知最好的金属植入材料之一，具有广
阔的市场前景。

在重庆市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18年
重庆市高价值专利培育计划项目立项名
单》中，润泽医药“多孔钽材料及其医用植入
产品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成功入选，高价
值专利的培育，将成为企业发展的“利器”。

叶雷称，润泽医药已经计划开始国外
产品注册，力争2021年左右实现全球销
售。由于该材料在基础材料特征上的根本
突破，其后续转化产品将改变全球骨科治
疗技术，形成更方便、安全、有效的骨科治
疗方案。

这家企业的产品凭啥这么牛
“站在巨人肩膀上”进行全球专利布局

本报记者 张亦筑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产品种类

17659类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产品产值

4201亿元

商标

数据来源：市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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