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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服务助力创新创业

韩

记大唐电信

霁

图为大唐电信集团技术工程师秦飞正在参
加国际标准化会议。
（资料图片）

作为我国首个专利信息
资源开放平台，12 月 10 日正
式开通的专利数据服务试验
系统对创新创业究竟有怎样
的推动作用？专家告诉《经
济日报》记者，向全社会提供
低门槛、高质量的专利信息
资源，将减少专利信息开发
的时间和成本，有利于吸引
民间资本投资开发高附加值
专利信息利用产品，培育新
的消费热点，有力推动科技
服务业的发展——
12 月 10 日 ，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开通了专利数据服务试验系统，免
费向创新者开放。该系统能向公众
提供原始的专利基础数据资源，并
提供中、美、欧、日、韩 5 个国家
现档专利数据的下载和更新，数据
约占世界专利现档数据的 80%。
专家告诉记者，专利数据服
务试验系统的开通不仅在我国尚
属首次，同时也是全球第一个除
提供本国基础数据外还提供国外信
息的平台。

激活创新资源
记者了解到，这次开通的专利
数据服务试验系统主要是面向社会
公众，提供原始的专利基础数据资
源。该系统提供了中国的发明、实
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著录项目和全
文图像数据，以及发明和实用新型
的全文文本和英文摘要数据，共计
12 种。在此基础上，系统还提供了
日本的著录项目和英文摘要数据，
韩国的英文摘要数据，美国的全文
文本数据和欧洲专利局的全文文本
和多国专利摘要 （DOCDB） 数据。
目前，系统提供的专利基础数据资
源共计 20 种。
对于专利与创新的关系，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的一组数据足以说明
问题：全世界每年发明创造成果的
90％至 95％体现在专利技术中，其
中约 70%最早体现在专利申请中。
“专利信息是集法律性、技术
性、经济性于一体的复合型战略
资源，是创新智慧的宝贵资源和
财富。”中科院大学教授李顺德表
示，专利信息的开放程度决定了
知识产权能否发挥重要创新资源
的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三期叠
加”的关键阶段，根本出路在于创
新驱动发展。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副
局长甘绍宁介绍，开放专利信息资
源，一方面能使创新者及时掌握世
界高科技研发及产业化最新动态，
提升创新创业能力，服务于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另一方面能实
现公众对专利审批流程的监督，有
助于提高专利审查工作的透明度，
提升专利审批的公信力。

降低服务门槛
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
助力创新创业，用智慧升级“中国
制造”，明确要求向社会特别是创
新者免费或低成本提供知识产权基
础信息。
专利数据服务试验系统在这样
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过去，专利文
献等重要的基础数据都由专业主管
部门掌握，一般企业或个人难以拿
到，即使能够使用也要支付不菲的
费用。”李顺德告诉记者，在创新驱

动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创新活动日
益活跃，原来的服务方式已不能满
足创新活动的需求。
而今，伴随着专利数据服务试
验系统的开通，“专利数据服务试验
系统的注册、使用及数据下载在试
验期间不收取任何费用，完全免
费，这在世界上都是首例。”国家知
识产权局专利局自动化部钱红缨告
诉记者，目前，欧洲专利局是直接
通过政府网站向社会公众提供他们
收集和制作的专利数据产品，日本
特许厅和韩国知识产权局是通过下
属的机构向社会公众提供专利数据
资源，他们都只提供本国或本组织
及部分成员国的专利数据资源，并
且需要收取费用。美国专利商标
局尽管能够向社会公众免费提供专
利数据资源，但也只能提供本国的
专利数据资源。

激发服务业活力
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大力发展服
务业。甘绍宁表示，知识产权服务
业是高度依赖基础信息资源的智力

密集型服务业。开放专利基础信息
资源，是培育市场化知识产权服务
机构，促进其做精、做大、做强的
基本条件。向全社会提供低门槛、
高质量的专利信息资源，将减少信
息开发的时间和成本，有利于吸引
民间资本投资开发高附加值信息利
用产品，培育新的信息消费热点，
有力地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
李顺德认为，知识产权服务业
的发展可以激发创新的活力。开放
并有效利用专利信息资源，创新者
可以及时掌握世界高科技研发及产
业化最新动态，把握竞争优势，寻
求市场机遇，提升创新创业能力；
可以在进军海外市场之前，充分掌
握本领域的专利信息，能有效规避
知识产权风险，提高国际市场竞争
力；还可以通过查阅文献，从创新
活动开始了解行业最新技术动态，
避免重复投入。
李顺德特别强调，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还需要充分利用新兴
信息技术，推动专利信息与法律、
经济、科技、产业运行等各类信息
资源的互联共享和综合运用。

延伸阅读

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
今年以来，我国相继推出了
多项带有顶层设计性质、针对性操
作 性 强 的 科 技 体 制 机 制改革具体
方案。
为解决多年以来科技资源配置
重复申请、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问
题，科技部、财政部起草了中央财
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
方案。今后，每年涉及上千亿元资

金的近百项中央财政科技计划将在
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上进
行分配管理，政府不再直接管理具
体项目。
为保证科技资金的规范分配和
安全有效使用，国务院印发改进加
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
若干意见，将加快建立适应科技创
新规律、统筹协调、职责清晰、科

学规范、公开透明、监管有力的科
研项目和资金管理机制。
为解决社会普遍反映强烈的学
者功利化问题，中国科学院和中国
工程院分别对各自章程进行“大
修”，从候选人提名渠道、增选机
制、退出机制等方面展开，着力使
院士称号回归荣誉性和学术性。
（肖 瀚整理）

花卉村的环保节能路
本报记者

宽阔整齐的村道，洁白如洗的
院墙，修葺一新的绿地，屋顶整齐
划一的太阳能电池板，小型的人工
湿地公园……这里是河北省固安县
南王起营村的一角。
南王起营村是全国闻名的花木
种植专业村。2013 年，全村花卉产
业 收 入 过 亿 元 ， 人 均 收 入 10 万 多
元。据村干部王新介绍，今年开
始，南王起营村开始了全村的村容
村貌改造工程，在提升村民生活环
境的同时，把节能降耗作为改善村
民生活质量、提高村民环保意识的
主要任务。
走在村间的马路上，记者注意
到，每家院门口的路灯上都装有太
阳能电池板。“以前村里到处都是高
矮不齐的电线杆，路灯就从上面接
一根电线出来，不仅不安全，而且
很费电。如果赶上断电，村里就一
片漆黑。”王新告诉记者，“今年以
来，村里一共投资安装了 150 盏太
阳能路灯，虽然一盏灯一次性要投
入 2000 多元，但节电效果好，照明
效果更好，更不用担心会断电看不
着路了。”
在南王起营村，不仅有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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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次开放专利信息资源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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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河北固安南王起营村村民王庆在调试自家的太阳能供热设备。
本报记者 常 理摄
路灯这种人们“看得见”的节能装
备，还有一些“看不到”的节能设施。
王新指着一面院墙告诉记者，
“这可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它由
很多层组成：墙体、聚合物黏结砂
浆、挤塑保温板、耐碱网络布、聚合
物抗裂砂浆，等等。住在由这些材料
制成的屋子里，室温可以平均提高 3
到 4 摄氏度，而且保温效果很好，热
气不容易散出去，冬天住着可暖和
了。”在南王起营村，不少农户的家

里都用上了这种新型的墙体，大家的
反映都很不错。“目前，这个项目还
在试点阶段，过了这个冬天，会逐步
向全村推广。
”王新说道。
随后，记者又来到村民王庆的
家。今年初，他借着村里改造，不
仅把家里家外的墙面都换上了新材
料，还在屋顶上加装了 6 块太阳能
集热器。
“别看这小小的太阳能板，它的
作用可大呢！”王庆笑着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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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要靠烧煤取暖烧水，一家一年
下来怎么也得用五六吨煤，每吨煤
的 价 格 大 概 在 600 元 到 800 元 之
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呢。现在村
里给补贴安装了整套的太阳能设
备，不仅省去了一年几千块钱的煤
钱，更重要的是节约了能源，减少
了烧煤产生的污染气体，避免了很
多安全隐患。”
采访中，记者正好碰到来自邢台
维克莱恩太阳能有限公司的售后经理
张爱君上门给村民提供技术指导。她
告诉记者，在日照充足的情况下，集
热器能通过日照把内部的水加热到
40 摄氏度，并把热水储存到水箱内
进行保温。当用户需要用热水的时
候，只需打开开关，凉水就会通过导
热管进入集热器内加热，这样出来的
就是温水了。“这套节能设备深受老
百姓的喜爱，记得有一次，一位老乡
在看到他家亲戚装了这套设备以后，
专门打电话过来询问要怎么安装
呢。
”张爱君回忆说。
此外，南王起营村还采取了集
中式污水处理系统处理生活污水，
村里建起了 2250 米的污水管网，在
终端采用人工湿地工艺处理生活污
水。“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属于生
物处理设施，不需要动力，就可充
分发挥自然生物的净化功能，使废
水达到排放标准。”王新介绍说。

本报记者

“通信技术研究有什么意义？”
“从事通信技术研究是我的兴趣。试想你 肖尔亚
研究出来的一个方法最终被写入移动通信国际
标准，被全世界的手机通信使用，这对于一个
通信工程师来说，是多么有成就感的事。”大
唐电信集团技术工程师秦飞如是回答。
秦飞出生在四川仁寿偏远的农村家庭，读
大学期间，秦飞对通信这门工程学科非常着
迷。他大量阅读最新的 CDMA 原理和现代信
号处理等书籍，并利用有限的资源进行科研实
践。
2001 年，秦飞大学毕业。听说大唐电信
集团的技术专家研究出一套中国自己的 3G 国
际标准 TD-SCDMA，秦飞在毕业找工作时毫
不犹豫地选择了大唐。
入职之初，秦飞的工作是移动通信系统级
仿真，这是无线移动通信研究的基础支撑工
作。“那个时候，系统级仿真在业界几乎为空
白，所有东西都需要从头摸索。”秦飞说。每
做一个算法仿真，他都要将同事提供的算法设
计吃透，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问题和改进意
见，以至于到最后他对算法的理解深度甚至超过了算法的设计者。晦涩
的仿真工作，秦飞一干就是 10 多年，如今他亲手编写的仿真代码已经
达到上百万行，完成的仿真曲线上万条。正是这一条条精准的仿真曲
线，使我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的 3G、4G 国际标准提案有了强有力的
论据支撑，为 TD-SCDMA、TD-LTE-A 最终入选 3G、4G 国际标准
作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长期从事一线技术研究，秦飞对各项技术标准了然于胸。在移
动通信的标准领域，中国提出的 TDD 系统与西方支持的 FDD 系统分庭
抗礼。2002 年，当时的一些西方通信巨头提出，3G 中的 TDD 系统和
FDD 系统在 1900-1920MHz 频段邻频共存时，TDD 会对 FDD 产生很
大干扰，二者无法并存。由于频率资源是移动通信行业最宝贵的资源，
而 1900-1920MHz 频段恰恰是当时划分给 TDD 系统的核心频段，这种
做法相当于把中国的 TDD 技术拒之门外。为了寻找到突破口，秦飞团
队利用系统仿真平台，模拟两个系统在各种假设参数下的互相干扰，并
用仿真结果证明了在绝大多数条件下，FDD 系统和 TDD 系统并不存在
邻频干扰问题，为中国支持的 TDD 系统的顺利商用扫清了障碍。经过
这一轮技术较量，对方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研究深度，以秦飞为代表的中
国工程师也赢得了外国专家的尊重。
2006 年开始，秦飞作为中国代表团代表加入国际电信联盟无线通
信部门第五研究组国际移动通信组工作。2012 年，国际电信联盟开始
为移动通信进一步发展寻求频率资源。当时，一些外国公司提出了
“补充下行 （SDL） 的频率使用技术”的概念，企图超越原有的 FDD
系统的频率使用规则来挤占 TDD 系统的可选频段，对我国未来 TDD
频率分配十分不利。秦飞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做法对未来产业格局的影
响，他与对方代表进行了长达 3 个小时的激烈讨论，最终达成折中意
见，暂不在报告中体现 SDL 技术，为我国频段研究和发展争取了宝贵
的时间。
秦飞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在国际标准化的过程中，由于我国
起步较晚，就需要付出多数倍的努力。只有我们展示出强大的专业实
力，别人才会重视你。除此之外，要学会尊重国际游戏规则，合理应用
规则。不合理的规则可以去修订，但必须要按照规定的流程办事。”
最近，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5G） 的研发引起广泛关注，秦飞欣
喜地发现，大唐电信集团在去年 12 月发布的业界首部技术型 《5G 白皮
书》 中提出的愿景与后来国际社会提出的 5G 愿景十分相似。“这说明我
国的技术实力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把握已经非常成熟，也意味着我们提
出的畅想，如连接人类社会等目标，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秦飞
说。在秦飞看来，我国的移动通信产业经历了从 3G 时代“追赶者”，到
4G 时代“同行者”的重大跨越。在 5G 时代，中国将成为全球无线移动
通信产业的“引领者”的梦想正在变为现实。

刘铁男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本报廊坊 12 月 10 日电 记者
李万祥报道：河北省廊坊市中级
人民法院今天对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原副主任刘铁男受贿案作
出一审宣判，对刘铁男以受贿罪
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
告人刘铁男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直接或通过其子刘德成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
罪。公诉机关指控刘铁男犯受贿罪
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
控罪名成立。刘铁男所犯受贿罪
行，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
洁性，应依法惩处。根据刘铁男受
贿的数额及情节，鉴于其归案后主
动坦白交代了有关部门尚不掌握的
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赃
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廊坊市中
级人民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南京大屠杀档案选萃》 第四集

《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报刊对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报道》
国家档案局 10 日在其官方
网站发布七集网络视频 《南京
大 屠 杀 档 案 选 萃》 的 第 四 集
《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报刊对南京
大屠杀的相关报道》。
《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报刊对
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报道》 展示
了收藏在中央档案馆的 《新中
华报》、《群众》 周刊、《救国时
报》、《新华日报》 对南京大屠
杀的相关报道，以及延安时事
问题研究会编印的 《日本在沦
陷区》 一书等。
《新中华报》 等由中国共产
党主办的报刊通过 《尸山血海的

南京——敌在南京之空前暴行》
《人类共弃的敌军暴行》《日寇在
南 京 的 兽 行》《日 寇 的 残 杀 奸
淫，绝灭人性！
》《恐怖的南京城
大火卅九日未熄》《南京紫金山
下杀人竞赛 寇军暴行惨绝人
寰》 等报道，对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的真相进行了揭露。《日本
在沦陷区》 是一本较全面汇编
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战争暴行
与侵略材料的书籍，资料主要
来源于当时的中外报刊、书
籍、报告等，共三编，其中第
三编收录了日军的暴行资料。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0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