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梳理我国高校 2015 年发明专利申请受理

量榜单和发明专利授权量榜单，您关注到哪些变化？

陶鑫良：2015 年，我国大学发明专利申请受理
量榜单之前三名单，恰与 2015 年我国大学发明专利
授权量榜单之前三名单重合。“状元”都是浙江大
学，“榜眼”都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探花”都是东南
大学。而这三所大学拥有共同的特征：一方面理工科
基础厚实，发明创造的“土壤肥沃”；另一方面知识
产权管理领先，专利工作轻车熟路。

稍加分析还会发现，两张排行榜中身居“前
十”的各所大学，2015 年的发明专利申请量都明显
高于当年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例如，位列 2015 年双
榜前三的浙江大学，其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为 2739
件，发明专利授权量为 1865 件；哈尔滨工业大学，
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为 2577 件，发明专利授权量为
1454 件；东南大学，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为 2120
件，发明专利授权量为 1453 件。再如，华南理工大
学，其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为 2068 件，发明专利授
权量为 871 件。据此也可预见，2015 年的发明专利
申请受理量将影响甚至决定着今后几年的发明专利
授权量。

记者:从这份榜单中可以注意到，经济相对欠发

达地区的广西大学，此次夺得高校发明专利申请量第

六名。对此您怎么看？

陶鑫良：纵观两大榜单，诸如北京大学、南京大
学、中国科技大学等一些科技实力雄厚的大学榜上无
名。地处科技欠发达省区、研发能力亦相对较单薄的
广西大学，2015 年却以当年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
1885 件的抢眼表现，再次荣登年度“前十”榜单，
紧追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理工强校。我们当
然为其不俗表现欣喜，也希望其今后能持之以恒。

至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整体科学技术相对发
达、研发能力相对雄厚的高等院校，在发明创造及其
专利申请方面还存在进一步加强和提升的空间。当
然，目标不在于是否进入“前十”榜单，而是这些大
学如何更好地组织与激活科技创新的小环境和大气
候，如何增强其知识产权运营及专利布局的能力。

记者：在您看来，当前我国高校专利还存在哪些

亟待解决的难题？

陶鑫良：眼下我国正处于从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
产权强国转型提升的关键时期，不过，“多而不强，
大而不优”正是当前我国知识产权状况的真实写照。
以高等院校为例，无论在专利布局还是知识产权运营
方面，都还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共性问题。比如，
目前一些高校的相关政策导向是追求申请获权而不重
视转化实施，多重视知识产权数量而较忽视知识产权
质量，尤其是发明创造产业转化的内在机制等还不健
全，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创新活力的激发。

唤醒“沉睡”专利，建设实至名归的知识产权强
国，一方面要走出“重申请不重应用，重数量不重质
量”的怪圈；另一方面要从源头抓起，从研发环节就
系统考虑发明创造及其专利化后的产业转化因素，着
力建立与健全、完善与提升包括“库存”发明专利在
内的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当然，也要清仓查库，
去伪存真，清除那些既无科研价值，也无应用前景的
假性专利或者低劣专利。

新一年的发明专利排行榜，再次将
一批创新城市推向前台。对于新榜单，
专家们是如何评价、分析的呢？

衡量城市创新能力

北 京 市 知 识 产 权 局 专 家 杨 晋 告 诉
《经济日报》 记者：“2015 年城市发明专
利排行榜上排名靠前者，多是京津冀、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实
施的核心城市和战略腹地。这正说明知
识产权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适应经济
发展新常态和创新驱动发展新要求，主
动融入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秘书长高
永懿介绍：“按照一般理解，发明是对产
品、方法或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
案，与已有技术相比需要具有突出的实
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才能被授予权
利。正因为发明专利对技术含量的要求
较高，而且法律权利的稳定性也更好，
因此发明专利的申请及授权情况，往往
成为衡量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一般来
说，发明专利的申请受理情况与一个地
区的创新活跃程度相关，而授权和存续
情况与一个地区的创新质量相关。”

高永懿分析，由于发明专利申请受
理量和授权量长期处于我国城市前列，
深圳和苏州在 2010 年到 2015 年的福布
斯中国大陆创新城市排行榜上都稳居前
列。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三

十多年的发展聚集了如腾讯、华为、中
兴等创新型企业，在专利指标上名列前
茅是情理之中。

在杨晋看来，城市发明专利榜包含
着多重内容：“实实在在的数字后面，我
们既看到各个城市是如何奋发有为、开
拓创新，既做‘攀枝花’，又当‘顶梁
柱’，努力把知识产权融入地方发展大局
的；我们又看到主管部门与各地方是如
何贯彻‘点线面结合、局省市联动’，严
格按照‘数量布局、质量取胜’战略部
署，推动知识产权事业迈上新台阶的；
我们还看到，知识产权大国地位是如何
被实实在在夯实巩固的，各地正在向

‘中国特色、世界水平’这个建设目标阔
步前行、蓬勃发展。”

知识产权服务发力

在这次榜单上，无论是发明专利申
请量还是授权量，苏州都名列前茅。相
比其他城市，苏州大院大所、科研资源
等都不算多，为何在发明专利成果上如
此突出？对此，高永懿分析说，苏州在

专利方面的出色表现，与其大力发展知
识产权服务业有着直接关系。

“知识产权服务是创新发展的关键环
节，创新成果被研发或设计人员创造出
来的时候，只是一个技术或者一种作
品，甚至可能只是一个创意，这样的成
果可能随意被人采摘。而通过知识产权
服务人员的努力，才能为这些创新成果
穿上知识产权的保护衣，成为较为稳固
的财产性法律权利，使创新主体的努力
得到更好的保护。”高永懿说。

苏州市较早意识到了知识产权服务
业的重要性，着力打造这一创新发展新
引擎，使苏州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和人
员质量齐增。在苏州获得首批“国家知
识产权示范城市”的当年，我国首个国
家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试验区也花落
苏州。

“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促
进了创新主体，尤其是大量创新型中小
企业在专利挖掘、专利申请、专利保护
等方面的一系列工作。这便是苏州在既
无航母型企业，又无高校云集的情况
下，专利指标能够一直位居前列的原

因。”高永懿说。

数量增长只是第一步

“专利申请授权数量的增长只是一个
开始，万里长征刚刚迈开第一步。”杨晋
认为，大量的专利创造出来，需要科学
构建更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使
科研人员的创新成果不能被轻易窃取侵
犯，一旦窃取侵犯要受到相应的惩处。
同时，还需要建立健全更为完善的知识
产权运用服务体系，使专利能够真正体
现市场价值，支撑更高水平的“引进
来”和“走出去”。此外，需要培育多层
次、市场化的知识产权人才队伍，使专
利的数量基础和人才基础、文化基础得
以协调发展，互为促进。

杨晋说：“城市应该把握好知识产权
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调整适应经济发
展新常态和创新驱动发展新要求，不断
提高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用
好政府‘有形的手’，激活市场‘无形的
手’，最终使得各地已经形成的专利创造
体系不断提高质量和效率，推动区域知
识产权战略不断向纵深发展。”

新一年起航，各城市的知识产权发
展也踏上新征程，纷纷开始新的谋篇布
局并加速行动。记者从西安市知识产权
局获悉，西安今年将不断强化知识产权
维权援助中心职能，主动服务以小巨人
领军企业为重点的创新主体，为城市创
新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知识产权正融入城市创新“血脉”
本报记者 董碧娟

完 善 转 化 机 制

唤醒“沉睡”专利
——访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

院院长陶鑫良

本报记者 沈 慧

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与授权量排行
榜，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区域的创新能
力、创新主体的创新水平。发明专利哪
家强？且看 2015年各地取得的新进展。

拔头筹——

力促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

2015 年，江苏省发明专利授权量首
次赶超北京、广东，达 36015 件，并继
续保持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发明专利
申请量、企业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连续 6
年位居全国第一，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 14件。

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同时领先，
是江苏省大刀阔斧“转方式、调结构”，上
下联动推进知识产权发展的结果。

去年年初，江苏省率先印发 《关于
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省的意见》，将培育
发展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和产业作为强
省建设的重要目标，不断引导创新资源
向企业集聚。

江 苏 省 知 识 产 权 局 局 长 支 苏 平 表
示：“拥有较多高质量专利的知识产权密
集型企业，以及通过知识产权战略实施
能力培育的企业，对经济的贡献明显高
于一般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正逐
渐体现。”

截至 2015 年底，江苏省已累计推动
5036 家企业建立标准化知识产权管理体
系，支持全省 547 家企业实施知识产权
战略，将知识产权战略纳入经营发展战
略，坚持“数量布局、质量取胜”理

念，激活企业创新优势。
为集聚知识产权资源，江苏省积极

打造服务业集聚发展试验区和知识产权
试点示范区，全省 12 个省辖市、14 个县
级市、14 个园区被列入国家级试点示范
行列；江苏省还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人
才高地建设，累计培训知识产权工程师
1.7 万人，拥有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 16
名，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稳增长——

不断创新才能持续领跑

数据显示，入选 2015 年发明专利授
权排行前十的省份近年基本稳定，只是
在名次上略有调整。确保领跑者的地
位，对于上榜省份来说，既是压力也是
动力。

去年 5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 《北京
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总体方案》，
北京市知识产权一条街应运而生，并于
10 月正式启用，一批国际领先的知识产
权创新机构围绕中关村知识产权大厦、
国际技术转移中心、致真大厦三点聚
集，带动了百余家各类知识产权服务机
构在此落户。

北京结合地方特色，按照“政府引
导、市场运作、循环使用、提高绩效”
的原则，设立 3 亿元重点产业知识产权
运营基金，以市场化方式实施知识产权
运营服务。

广东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信息
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并启动实施“珠江

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专利导航工
程”和“广东省重点出口产品专利预警
分析计划”，探索专利导航产业发展新
模式。

“将丰富的专利信息资源高效运转起
来，让专利信息工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
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广东省知识
产权局局长马宪民说。

自 2012 年以来，广东知识产权综合
发展指数连续 3 年位居全国首位。据介
绍，广东省财政从 2015 年起连续 3 年安
排 60 亿元，启动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计
划，建立高新企业培育后备库。

以企业为支点，浙江逐步推进区域
和重点领域知识产权工作。浙江省知识
产权局局长周国辉讲到，要进一步发挥
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的作用，强化企
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过去一年，浙江
实现 5 家企业入选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
业，40 家企业入围国家知识产权优势
企业。

建机制——

充分释放专利市场潜能

专利拥有量不仅反映了区域的原始
创新能力，同时也是其市场潜能的标志
之一。如何将专利的市场潜能充分释
放，构建完善知识产权运用平台机制，
是各地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过去一年，陕西省专利质押合同登
记 258 件，居全国第一，占全国总数的
11.7%；专利质押合同总金额 12.5 亿元，

质押专利 469 件。其中，中小微科技企
业专利质押融资占到总合同金额的 90%
以上，一批轻资产企业通过专利融资获
得企业首笔贷款。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融资已成为陕西
省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助力“双创”、
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的一个重要途径。

以 自 身 合 法 拥 有 的 专 利 权 、 商 标
权、著作权等作为质押物，向银行申请
融资，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中受益。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作为一种新型融资方式，
在 2015年发挥了重要作用。

江苏 2015 年在专利质押融资超过
150 亿元基础上，设立重点产业专利运
营基金以支持社会化知识产权运营公司
发展，其中，18 家运营服务累计收入超
过 3 亿元。此外，辽宁、四川等省设立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基金。

以专利质押融资为代表的知识产权
运用平台机制构建也取得新进展——

江苏、福建、浙江等 17 个省 （区、
市） 开展专利保险工作；河南、江苏等 8
个省市建设国家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实验
区，推动建设 52 个产业知识产权联盟；
山东、江苏等省在 28 个产业集聚区推行
知识产权集群管理；广东、上海等 17 个
省市开展重大经济科技活动知识产权分
析评议，并深入开展了百余项专利预警
分析和普及推广项目，有力支撑了国家
重大科技专项实施和相关产业发展。

加强专利运用、促进企业发展、支
撑经济新常态，构建知识产权运用平台
机制将在促进知识产权与经济社会发展
深度融合中演绎更多精彩。

2015 年发明专利省市排行彰显——

大 格 局 下 涌 现 新 活 力
本报记者 曹红艳 郭静原

我 国 2015 年 发 明 专 利

申请量和授权量城市排名发

布，江苏首次位居全国第一，

并实现授权量和申请量双夺

冠，截至 2015 年底，广东、北

京、江苏继续保持我国发明

专利拥有量排名前三；同时

发布的 2015 年发明专利申

请量排名显示，中西部地区

专利申请活跃度更胜往年，

重庆、广西的新晋入榜，为榜

单增添更多活力。

2015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城市排名出炉。作为城市

创新发展的一大标志，发明专利排名的背后折射了城市怎样的探索

与实践？专家们如何看待城市发明专利榜单发生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