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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北京4月26日讯 记者张维 见

习记者刘欣 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的

《2020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我

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4.7%，专利转

移转化日趋活跃，专利保护成效显著、助力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专利研发投入较大提

高、合作创新成为企业重要创新方式。调查

主要结论如下：

　　我国专利转移转化水平稳中有进。有

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持续稳定在三成以

上。2020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

34.7%，其中，企业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

为44.9%。“十三五”时期，我国有效发明专

利产业化率稳定在30%以上，企业有效发

明专利产业化率均在40%以上。

　　企业知识产权收益预期进一步增长。

调查显示，近八成企业对未来专利收益情

况有明确预期，在这些企业中，49.5%的专

利权人预计未来一年专利实施收益将有所

增长，45.5%预计收益基本不变。我国企业

专利权人总体看好未来专利实施收益

增长。

　　专利权人维权意识持续增强。2020年

调查显示，我国企业专利权人遭遇侵权后

采取维权措施的比例为73.9%，较2015年调

查数据提高11.1个百分点，表明专利权人在

遭遇侵权后更加积极主动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专利侵权违法成本不断提高。“十三

五”时期，我国专利侵权诉讼法院判定赔

偿、诉讼调解或者庭审和解金额在100万元

以上的比例为7.3%，较“十二五”时期增长

4.4个百分点，知识产权侵权违法成本不断

提高。

　　4月26日，北京警方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新闻通风会透露，2020年以来，北京警方共破获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600余起，刑

事拘留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嫌疑人800余名，铲除制假售假黑窝点370余处。综合近4年北京警方侦办的此类案件情况，侵犯商标权类违法犯罪

最为突出，占比近八成，且呈现网上网下交织、跨区域等特点。图为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旅总队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对商场销售品牌商品的商

铺开展执法检查。                                      本报记者 黄洁 张雪泓 摄  

《2020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发布

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4.7%

□　本报记者   张  驰

□　本报通讯员 范瑞恒

　　4月23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迎来了天津市知识产

权局局长吴挺一行，他们与该院检察长陆力强、副检察长金小慧

共同见证了《技术调查官参与检察办案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

　　“协议的签署，将使知识产权人才的专业技术优势与检察官

的业务优势得到有效融合，使天津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更上一个

台阶。”吴挺表示。

　　“技术调查官参与检察办案合作机制的建立，是解决当前司

法实践中专业性问题、推动知识产权检察队伍专业化建设的一

项重要举措。”陆力强说。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天津检察二分院有着精准的切入

点位。

　　去年4月，他们与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天津市版权局

共同签署了《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合作框架协议》，发起成立天津

首家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研究中心，11名专家、学者受聘为研

究员。

　　金小慧认为，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涉及商标、著作权、专利权、

商业秘密等多个专业领域，具有专业性强、涉及领域广、案件办

理难度大等特点。在办理此类案件过程中，检察机关在掌握知识

产权领域相关法律的基础上，还需了解知识产权领域专业技术

背景，因此，迫切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外脑”给予必要“技术支

持”。同时，检察机关丰富的案件素材能够给相关行业专家、学者

提供研究思路。对双方而言，这种合作方式是一个共赢的状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上述中心充分利用信息通报机制

加强沟通合作与案件研判，协助审结了一起特大涉外互联网知

识产权案件。中心起草的《办理侵犯商标权类犯罪案件指引》《办

理侵犯著作权罪案件指引》已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正式印发执

行。一年多来，中心多次组织专家团队对相关案件进行研讨，为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办理提供了理论支撑。

　　此后，天津检察二分院又推动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捕诉联

动双向通报”机制。

　　“该机制要解决的是三方面实际问题：一是切实解决因侦查

地域管辖与审判级别管辖不一致而造成的‘捕诉分离’问题；二

是强化案件捕后检察监督，形成侦查监督合力；三是加强分院与

基层院协调沟通，在法律适用、证据标准等方面形成统一认识，

提高执法办案水平，增强检察监督能力与效果。”天津检察二分

院第四检察部主任张国岩介绍说。

　　类似的探索还有不少。今年3月，天津检察二分院在办理一

起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依法当面向被侵犯知识产权权利

人天津某知名老字号企业送达《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这是今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知识产权权利人告知工作以来，天津检察机关首次以

当面送达法律文书方式，保障商标权利人充分知晓诉讼权利义

务、知悉诉讼进程。

　　“此举拉近了检察机关与企业的距离，为企业搭建了信息交流平台、宣传教育平台、监

督管理平台，对我们企业而言，是一场及时雨。”该知名老字号企业知识产权部负责人对检

察机关的主动作为表示感谢。

　　陆力强认为，检察机关主动派员下沉，充分了解企业诉求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问题，

是“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具体体现。未来，该院还将定期组织检察官、专家团走进知识密集

型企业，帮助其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与能力，更好服务于天津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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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北京4月26日讯 记者蔡长春 今

天，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了上诉人美国耐玩专利博物馆有限公

司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审第三

人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苹果电子产品

商贸（北京）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一案。

　　耐玩公司系“一种多元置信度适配系

统及其相关方法”的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

该专利于1997年10月申请，1998年9月获得授

权。2017年10月至2018年2月，天猫公司、苹果商

贸公司、工商银行分别向国家知识产权局请

求宣告该专利权无效。2018年6月，国家知识产

权局以不具备创造性为由作出行政决定（以

下简称被诉决定），宣告该专利权无效。耐玩公

司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请求撤销被诉决定，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

重新作出决定。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判决驳

回耐玩公司的诉讼请求。耐玩公司不服，向

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张该专利具备创

造性，应当维持有效，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及被

诉决定，改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

　　本案专利技术方案是一种为检索提供

智能推送结果的系统和方法，有关技术被

广泛应用于互联网行业。据悉，2017年至

2018年期间，耐玩公司基于该专利权在北

京、深圳等地法院针对天猫公司、苹果商贸公

司、工商银行等提起9起专利侵权民事诉讼。上

述专利民事侵权案件均因该专利权被国家知

识产权局宣告无效，被有关法院依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裁定驳回起

诉，并允许耐玩公司在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

定被生效行政判决撤销的情况下，另行起诉。

本案结果直接关系到耐玩公司是否有权另行

起诉，构成有关系列纠纷的核心和关键。

　　二审庭审中，合议庭组织各方当事人

针对耐玩公司关于该专利取得预料不到的

技术效果的上诉主张和4项具体理由，进行

了深入的调查和辩论。

　　耐玩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最后陈述阶段

表示，无论本案结果如何，都是中国知识产

权的胜利，都是对发明创造精神的认可。

　　本案是最高法知产法庭受理的一起涉

及算法领域技术的专利确权案件，核心争

议在于算法的创造性判断。本案需要合理

确定对算法技术方案授予专利权的门槛，

确保既对算法领域技术创新给予与其技术

贡献相匹配的保护，又避免公有领域技术

方案被圈入私权保护范围，阻碍行业正常

经营和挤压技术创新空间。

　　来自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管委会及其

辖区科技企业的部分代表现场旁听。本案未

当庭宣判，案件仍待进一步审理。

检索结果智能推送专利确权行政案开庭

  近日，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与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建

立商标权保护协作机制举行签约仪式。该协作机制通过行政、司法

双管齐下，实现优势互补，对商标权保护形成整体合力。图为签约仪

式现场。       本报记者 黄辉 本报通讯员 张翰威 摄  

　　4月26日，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开展知识产权日现

场咨询活动。

  图为干警和志愿者向群众发放法律法规宣传册。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本报通讯员 符诗琦 摄  

聚焦知识产权保护

上接第一版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浙江得风气之

先，“乡村振兴交响曲”随即奏响。

　　浙江法院一马当先，充分发挥人民法庭

的前沿阵地作用，依法审理“三农”纠纷案

件，妥善处理乡村家事、邻里纠纷，齐心协力

加入合奏，使浙江“乡村振兴交响曲”更为激

越昂扬动人。

　　这里是美丽浙江。

　　湖州定位“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美丽乡

村建设如火如荼，人民法庭保驾护航也各显神

通：莫干山法庭推进乡村旅游经济发展，菱湖

法庭提供特色渔乡司法服务，泗安法庭联合巡

诊构建矛盾纠纷协同治理体系，织里法庭引导

童装企业规范经营服务优化营商环境……

　　这里是富裕浙江。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至关重要。在象山

县定塘镇，定山人民法庭的法官们从春耕到

秋收，不时深入橘乡村头田间，举办法律讲

座，发放合同范本，化解矛盾纠纷，为果农提

供全方位法律服务。

　　绍兴市袍江人民法庭辖区内企业多、涉

企纠纷多，为此专门设立了商事纠纷化解中

心，联合公安、社保等参与调解，化解了大量

矛盾纠纷，收案数连续4年下降。还积极探索

企业危机处置新机制，审结了一批破产案

件，为产业升级注入了新动能。

　　与袍江法庭一样，送服务进企业一直是

浙江省316家人民法庭的重点工作。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该省人民法庭法官共走访

重点民营企业3万余家，帮助企业排查法律

风险3000余项，为企业复工复产、乡村经济腾

飞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司法保障，营造了良好

的法治环境。

务实创新

深耕诉源治理试验田

　　人民法庭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试

验田。

　　永康法院龙山人民法庭庭长潘文接扎

根基层8年，在当地党委领导下，探索创造了

法庭职能前移、各方力量联动、分层过滤递

进调解的“龙山经验”。

　　学习“龙山经验”，永康市2018年开始“抓

前端、治未病”，狠抓诉源治理，每年成功调

处矛盾纠纷达上万件，把大量诉讼案件消解

在法院门外。

　　平湖市新埭镇素有“无讼”乡土文化传统，

为改变近年来诉讼案件高发、案多人少现状，

新埭人民法庭推陈出新，自2017年始将“无讼”

文化传统引入司法实践，努力在源头预防化解

矛盾纠纷，带来了万人成讼率逐年大幅下降。

　　总结推广永康、平湖等地经验，从2018年

开始，浙江省率全国之先全面探索诉源治

理，切实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

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化解在源头，

有效减少了诉讼增量。

　　走进宁波市镇海区矛盾纠纷调解中心，

骆驼人民法庭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楼四

个“无差别受理”服务窗口工作人员笑脸相

迎，令人如沐春风，二楼“凤凰智审”等新型设

备则令人充分感受到数字化改革带来的便利。

　　法庭庭长王磊告诉记者，以一站解纷为

目标，入驻中心一年来，他们参与指导调解

纠纷409件，诉前调解成功纠纷248件。

　　浙江高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俞少

春介绍，在推进诉源治理中，人民法庭正从过

去单一注重办案变为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自觉

融入党委政府中心工作，融入推进乡村社会治

理现代化的时代洪流中，逐步形成了“调解优

先、诉讼断后”的递进式矛盾纠纷化解体系。

　　2020年，全省89.81%人民法庭收案数负

增长，并带动全省法院民事案件收案率下降

11.03%，两项均创历史佳绩。

公正高效

开启数字便民新格局

　　今年春节假期后第一个工作日，浙江省

委召开全省数字化改革大会，吹响数字化改

革集结号。

　　浙江高院随即作出建设“全域数字法

院”重要部署，浙江省316家人民法庭也进入

了数字便民新时期。

　　3月30日，在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

桐乡乌镇，桐乡法院乌镇人民法庭宣布打造

全国首个“未来智能法庭”。

　　记者在现场看到，古色古香的江南水乡

建筑里，AI法官助理、“微嘉园”、云上物证室

等数字化设备、技术无处不在，彻底颠覆了

人们脑海中的传统法庭形象。

　　给人耳目一新的还有上城法院基金小

镇人民法庭。

　　这家法庭位于风景秀丽的杭州玉皇山

麓，2019年抽调5名一线法官脱产参与研发，

自主研发出了AI法官助理“小智”，探索出了

以“人机共融、智审速判”为特征的“凤凰金

融智审”模式，在全国率先实现全流程智能

化审判，有力地保障了区域金融创新发展。

　　徐建新介绍，近年来，浙江法院大力推

动智能化建设与人民法庭工作深度融合，大

力推广应用移动微法院等办案新平台。目前，

全省所有人民法庭均已实现网上立案、跨域立

案、掌上调解、电子送达、卷宗同步生成，出现了

立案远程化、办案信息化、文书模板化、印章

传输数字化的现代化办案新气象。

　　什么是“微法庭”？简单说来，就是一间

房子、一根网线、一块屏。

　　从2018年开始，杭州在社区、行政村设置

“微法庭”2723家，借助浙江移动微法院、浙江

ODR、庭审直播等三个智能化平台，就近提

供法治教育、纠纷联调和智能司法，打通了

服务人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温州市瓯海法院建设“微法庭”注重打

造两个“10分钟司法服务圈”：办事群众驱车

10分钟可达派出人民法庭、徒步10分钟可达

“微法庭”。

　　4月9日，任桥村村民李大伯在调解书上

签完字感慨道：“过去去法院得起个大早，坐

好几路公交车。没想到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把

问题解决了。这法院的数字化改革确实好！”

上接第一版 此次战斗，打乱了敌人的战斗

部署，确保了红军三渡赤水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在鲁班场战斗中

牺牲的红军战士，仁怀于1953年修建了红军

烈士陵园，1998年被列为贵州省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目前共有147具红军战士遗骸安葬

在此。

守护陵园45年

  1944年，刘福昌被编入国民党54军81师，

先后在中国云南和缅甸与日军英勇作战。解

放战争时期，刘福昌所在部队战场起义，他成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一名战士，

参加过渡江战役和解放浙江、福建等战役，因

作战英勇，荣立三等功两次、二等功1次。

  1971年，退伍回到地方的刘福昌来到鲁

班红军烈士陵园，守护烈士英灵。这一守，便

是45年。45年来，刘福昌一直住在陵园，每天

清扫落叶、修整树木、栽花浇水，日复一日，从

未间断，经他的手扫秃的扫帚有上千把，经他

手栽种的雪松、杉柏、梧桐、万年青等已有两

千多株。

  2016年8月，刘福昌入选“中国好人榜”，

被评为诚实守信好人。当年10月下旬，考虑到

刘福昌老人年老体衰、行动不便，市民政局决

定让他回家安享晚年。此后，刘福昌便在鲁班

街道小女儿刘世分家中住下，两年后，刘福昌

去世，享年94岁。

  “父亲经常挂念着烈士陵园，去世前两

年，一到清明他就去陵园给烈士扫墓，每次去

要逗留大半天，看看他种下的银杏树和万年

青。”提到去世的父亲，刘世分动情说道。

延续缅怀与敬意

  刘福昌虽然离世，但守护红军烈士英灵

这项光荣而庄严的任务并没有就此终结。如

今，退伍老兵郭德刚继续守护烈士陵园。

  郭德刚是鲁班街道白家坳村人，退伍后

一直在家务农，今年已满70岁。讲起红军长征

故事，他也无限感慨。郭德刚说，他的爷爷当

年也曾目睹红军血战鲁班场，事后还帮忙掩

埋红军战士遗体。“爷爷生前常说，是红军战

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人民的江山，所以要永

远对这些先烈心怀崇敬。”

  在刘福昌老人的影响下，怀着对先辈的

敬仰和传递红色基因的使命，郭德刚接过了

守护烈士陵园的重任，现在，他也跟刘福昌老

人一样，每天坚持擦拭墓碑、清理杂草。

  “我现在还记得，刘老在退休那天对我说

的话。他说，‘老郭啊，我们共事也有10多年

了，现在我干不动了，今后烈士陵园就交给你

了，你一定要把这里的工作干好，让长眠地下

的英烈安息’。”郭德刚说，当时他紧握刘福昌

的手，回答了三个字：您放心！

  遇到来瞻仰的人群，郭德刚就主动给他

们讲解当年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他觉得，只

有这样，才能兑现接过刘福昌老人传下的“接

力棒”时作出的承诺。

  “现在生活好了、群众富了，但我们不能

忘记烈士的功勋，我和刘老已经守了50年，等

到哪天我走不到了、扫不动了，我希望下一代

来继续守护陵园，将这份缅怀与敬意延续下

去。”问及以后，郭德刚话语充满坚定。

  历史的硝烟散去，当时的鲁班场现在已

改名为鲁班街道办事处，成为仁怀市南部新

城建设的主战场，这里社会治安稳定，人民安

居乐业，正以“平安街道、无毒街道、无毒村

（社）”创建为抓手，传承红色基因、提升社会

治理能力，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在，仁

怀市地区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已突破

“千亿”大关，成为贵州首个“双千亿”强

市，GDP位列全国县域经济百强第16位。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仁怀市高度重视

红色文化保护、打造工作，先后建成了茅台四

渡赤水纪念园、鲁班场战斗指挥所等10余个

红色基地，就像两位老兵接力守护红军烈士

陵园50年事迹一样，这些红色故地每天都在

迎接着前来瞻仰致敬的党员干部群众，感动

教育着无数中国人。

  根据长三角见义勇为基金会协同发展办公室会议决议，以及“2021年见义勇为工作论

文”征集、评选办法的相关规定，为更好地促进和提高见义勇为工作水平，向全国从事见

义勇为工作及研究的人员征集见义勇为工作论文。现就“2021年见义勇为工作论文”征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征集活动主办单位为长三角见义勇为基金会协同发展办公室，承办单位为上海市

见义勇为基金会。

  2.工作论文参考选题：(1)如何更好地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见义勇为工作的重要论

述；(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见义勇为行为的构成要件和认定标准；(3)见义勇

为公益组织如何在平安建设、社会治理中发挥好应有作用；(4)创新理念、深化发展，切实

提升见义勇为组织的社会公益效能；(5)如何推动见义勇为的立法工作和组织建设；(6)加

强和改进见义勇为褒扬工作的思考；(7)加强见义勇为合法权益综合保护工作的必要性、

有效性；(8)为避免社会导向失误，如何看待以及褒奖未成年人的见义勇为行为；(9)见义勇

为区域协同发展的作用、途经和方法；(10)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见义勇为的影响及其借鉴。

围绕见义勇为工作，作者可另行拟题撰文，不受上述选题之限。

  3.论文字数以5000字左右为宜，以课题组名义撰写的调研报告一般不超过8000字；论

文摘要300字以内。每篇论文最多署三名个人作者，作者为课题组的须注明执笔者。

  4.论文原则上为未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已发表的，仅限近三年成果并注明期刊名称

及期数。

  5.论文电子文稿发至上海市见义勇为基金会邮箱(jjh555555@126.com)。联系电话

15317389321。

  6.征集截止日期为2021年8月31日。拟于9月在南京举行优秀论文颁奖仪式，并进行学

术交流活动。

“2021年见义勇为工作论文”征集公告
浙江316家人民法庭贴身贴心为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