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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铸就企业核心竞争力
本报记者 来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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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
的不断加快，知识产权也日益成为
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企
业在海外专利保护的意识逐渐增
强。如今，进军海外市场，“兵马”未
动、“专利”先行已成为越来越多中
国企业的共识。

这一点从近年来我国不断增
长的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
专 利 申 请 数 量 上 就 可 以 看 出 。
2012 年，知识产权局共受理《专利
合 作 条 约》(PCT) 国 际 专 利 申 请
19926 件，较上年增长 14.0％。其
中，18145 件来自国内，占 91.1％，
同比增长 12.8％。

当前，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全球
企业竞争的制高点。特别是一些发
达国家利用知识产权国际贸易规
则打击中国企业的案例已不在少
数。针对此，国内企业尤其是高新
技术企业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的
保护和运用。

目前，中兴通讯成立了 200 多
人的知识产权工作团队，建立了完

备的专利申请制度、专利资产评价
制度、专利资产运营制度以及知识
产权风险评估制度等，持续保护创
新成果。正是依靠完善的知识产权
管理体系，中兴通讯连续多年保持
国内企业专利申请量领先地位，并
与法国电信、西班牙电信等欧美重
要运营商在主设备方面实现了重
要合作。去年 3 月 5 日，更是一个令
中兴铭记的日子。这一天，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宣布，中兴凭借 2826
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一举超越日
本松下（2463 件），跃居全球企业
国际专利申请量第一位。不过，在
中兴通讯知识产权总监王海波看
来，数量不是目标，质量才是核心。
只有不断自主创新，拥有高质量的
专利，企业才能在海外市场拓展中
挺直腰杆，赢得运营商的信任。

专家指出，中国企业要想增强
国际市场竞争力，还需要进一步加
强海外专利布局。在这个过程中，
如何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的专
利申请途径、在专利申请的不同阶

段采取不同的策略至关重要。在这
方面，三一重工的做法值得借鉴。

去年，三一重工历时 3 年研发
的亚洲首台千吨级全地面起重机
SAC12000 成功起吊，标志着中国
轮式起重机的研发和制造水平已
完全具备与世界一流轮式起重机
制造商在全球范围内同台竞技的
能力。为了全面对研发创新成果进
行专利布局保护，早在 2008 年千
吨级全地面起重机项目立项之初，
三一重工的项目研发团队与知识
产权团队就对全球知名起重机公
司近 20 年近 3000 件的专利申请
趋势、申请区域、技术分布以及重
点技术分布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
分析。在此基础上，三一重工提出
满足产品整机性能和可靠度的全
新的技术方案，并在随后的研发和
产品试制阶段不断完善，有针对性
地进行全球专利布局，现已累计申
请专利 91件，其中发明 34件，加强
了专利保护力度，为产品进入国际
市场扫清了障碍。

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提升知识产权能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令人振奋的是，

企业作为我国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正在逐步确立。

对企业而言，发明专利指标
不仅是参与市场竞争的利器，也
是衡量自身科技创新程度与自主
创新能力的标准。当前，越来越
多的企业把知识产权上升到企业
战略层面，把它作为企业掌握发
展主动权的关键，通过加强知识
产权的管理和运用，显著增强了
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发生在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
司的故事，就有力地印证了这一
点。正是依靠自主创新，特变电
工从一个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
街道小厂起步创业，发展成为我
国输变电行业的龙头企业，我国
最大的电子铝箔新材料基地、大
型太阳能光伏系统集成商。特变
电工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正是因
为企业非常注重企业知识产权成
果的转化，制定了将企业经营战

略、研发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相
结合的企业发展战略体系，将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与产品视
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
分。2012 年 12 月，特变电工的发
明专利“一种铁路牵引变压器器身
结构”荣获第十四届中国专利奖优
秀奖。目前，特变电工四大产业累
计申请国内外专利 987 件，其中发
明专利 199 件，PCT32 件，累计授
权专利 800 余件，企业已经将关注
的重点从专利数量的增长转为对
专利质量的提升。

发明专利不仅是企业发展的
加速器，也为企业打开了新的市
场空间。2007 年前，新奥特 （北
京） 视频技术有限公司的营业额
长期在 2 亿元左右徘徊。公司尽
管有不少业界领先的产品和技术,
却一直忽视知识产权工作,仅有为

数 不 多 的 几 件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申
请。如何把既有的技术优势转化
为市场竞争力？新奥特在与风险
投资的接触过程中,逐渐转变思
路，专门设立了知识产权部从事
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从 2007 年到
2013 年的 6 年中,新奥特累积申请
专利 1200 多件,95%为发明专利
申请，目前累计授权 184 件；软
件登记 100 件,累计融资 5000 万
美元，公司营业额也有了重大突
破。如今，新奥特作为中国数字
媒体技术发展潮流的“领航者”，
其自主创新的各类产品及解决方
案在各领域中都有广泛的应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奥特等与
国内厂商联合攻关开发的“新一
代电视台网络化制播系统及重大
应用”项目获得了 2012 年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参与市场竞争的利器

“走出去”的核心要素

2012 年，中石化的知识产权工作交出了一份漂亮的
“答卷”：4865 件国内外专利申请，荣获两项中国专利金奖，
实现技术许可收入 7.2 亿元，技术贸易额达到 24 亿元⋯⋯
今年 1 月 18 日召开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中石化更是凭
借“特大型超深高含硫气田安全高效开发技术及工业化应
用”项目，第一次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特等奖。

“特大型超深高含硫气田安全高效开发技术及工业
化应用”项目，通俗来讲，就是把深藏在四川东北崇山峻
岭中的天然气，从高含硫、难开采的“毒气”变成了“福
气”，一路东送至上海等六省二市 70 多个城市。“川气出
川”是我国石油石化行业多年未酬的梦想，如今，普光高
含硫气田之所以能够得以安全高效开发，关键在于中石
化掌握了核心技术。具体而言，包括了高产高效开发、腐
蚀防护、深度净化等五大创新，其中三项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两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得国家专利 41 项、中国石
化专有技术 23 项等。

有专家指出，普光高含硫气田的安全高效开发使我国
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开发特大型超深高含硫气田核心
技术的国家，对国家天然气发展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
的理论、技术、标准对推动我国乃至世界天然气工业的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知识产权是公司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重要体现。”傅
成玉董事长说。目前，中石化围绕公司核心业务发展，制定
了知识产权战略，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石化特色的知识产
权管理体系，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取得了明显
实效，公司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多年来，中石化累计有效
专利、发明专利以及发明专利申请量在央企中排名第一，发
明专利申请的比例一直保持在 80%左右。

对中石化而言，知识产权工作不仅为创新技术提供了
保护手段，而且为抢占市场先机、集聚竞争优势提供了商业
化手段。

为了获得未来技术和市场优势，中国石化通过制定核
心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战略和应对策略，有效发挥了专利
战略为公司产品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所发
挥的导航作用。新催化材料、合成气制烯烃、合成气制乙二
醇、甲醇制芳烃等 29 个技术领域的专利战略研究进展顺
利，推动了技术路线的制定和新兴领域技术的知识产权布
局。同时，中石化积极加强技术保护，开展了核心技术领域
的知识产权布局，共梳理出专有技术 162 项，对重要技术采
取专利与专有技术相结合的保护策略。

目前，以知识产权战略为核心的科技创新有效支撑了
中石化的生产经营、安全生产和节能减排，并将为公司产品
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发挥更加重要的
支撑与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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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和运用，显著

提升了竞争力

进军海外市场，“兵马”未动、“专利”先行已成为越

来越多中国企业的共识

2012 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内（不
含港澳台）企业中，中国移动榜上有名。成绩的取得，离不
开专利的坚强依托。过去的一年，中国移动以专利应用工
作为切入点，积极开展授权专利价值评估与专利应用分析
工作，赢得了竞争的主动权，破解了实现转型升级及可持续
发展的命题。

从 2011 年起，中国移动确定了专利工作有效转变、全
力突破、持续提升的目标，积极引入高价值专利的概念，以
专利应用价值为评判标准，以专利应用工作为切入点，建立
高价值专利评估体系及其常态化管理机制。

一方面，中国移动对有利于公司自有业务运营和网络
建设的优秀专利倾斜管理资源。例如，针对公司热点业务、
关键技术、网络建设相关等专题，以专利族为单元，评估相
应领域授权专利的产业应用情况，加强已被产业应用的专
利管理工作；对于具有应用前景的专利，通过国际、行业以
及企业标准推动等工作，推动专利技术实施和产业化，直接
形成企业效益，提高企业竞争力，充分发挥专利最大价值。

另一方面，高价值评估体系也引导了公司后续专利质
量的提升，对公司专利布局与规划产生积极影响。通过专
利应用工作的全面开展，以自有专利的运用为主营业务的
发展提供支撑和保护，逐步产生良好效益，促进专利工作自
身的良性循环。

此外，中国移动还高度重视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
尤其注重在专利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不断提升专利申请质
量，并不断完善专利申请质量管理体系。经过多年持续努
力，中国移动的专利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截至 2012 年年
底，中国移动累计专利申请数量超过 5500 件，其中已授权
专利达 1600多件，专利保有量初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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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专利应用
本报记者 沈 慧

2012年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排名前五位技术领域

2012年国外在华有效发明专利排名前五位技术领域2012年国外在华有效发明专利排名前五位技术领域

2012年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外企业

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逐步确立

2012年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内企业（不含港澳台）2012年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内企业（不含港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