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体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动物抵
抗外来病原的免疫武器。当细菌或病毒
侵袭，人体就会产生抗体。从美国学成
回国创业的京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
裁孙乐就是一个单克隆抗体研制的高
手，他曾创下 28 天制备小鼠单克隆抗体
的世界纪录，至今无人能破。

孙乐的本科专业是造纸，毕业后进
入原轻工业部造纸研究所任工程师。期
间，孙乐了解到可以用生物方法制浆、
用酶降解，解决造纸业的污染问题，开
始对生物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之后，孙乐得到了赴美公派留学的
机会，师从美国科学院院士、单克隆抗
体药发明者之一 Gordon H Sato 教授。
取得博士学位后，孙乐来到由导师创建
的生物试剂公司 Upstate 工作。不久，

孙乐推出单克隆抗体新品，彻底打破了
当时世界上只有几个大实验室才能研究
蛋白质磷酸化的垄断局面。

2000年，孙乐加入新公司——A&G
生物制药，担任总经理兼首席运行官。
创立一年半后，A&G 生物制药公司的市
值已超过1200万美元。

2004 年，孙乐回国参加香山科学会
议，发现国内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我
想，是时候回来了，我要和国内同行一
起为中国抗体药物产业化梦想而努力，
打造高效、平民化的抗体药。”孙乐决定
回国创业。

同年，孙乐回到祖国，创办了回而
生医药科技公司。不到半年，他建立起
世界上最快的单克隆抗体研制技术平
台。两年后，孙乐以世界领先的抗体制
备技术，成立了京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并获得北京市200万元的项目基金。

国内的抗体研制需求旺盛，研发合
作意向很强，京天成公司逐渐发展壮大。

2011 年底，京天成公司搬到了位于
北京亦庄的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1000
平方米的空间，让孙乐尽情施展自己的
抱负。亦庄有北京新兴的生物产业基
地，在这个京南药谷里，实现产业化不
再是空谈。他找到了很多产业伙伴，泰
德、贝达、甘李、绿竹、昭衍⋯⋯

在美国的工作和创业经历，让他
一 直 坚 持 高 质 量 的 原 则 ： 只 要 东 西
好，客户就肯出高价买。卖价高才有
利 润 ， 有 利 润 才 可 以 研 发 高 质 量 产
品，形成良性循环。高质量的产品和
服务，让京天成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的双丰收。

一场手足口病毒EV71的风暴，让京
天成有了用武之地。与中国疾控中心、
国药集团等优势单位合作，京天成仅用
35 天就成功研发出全球首例具有中和活
性的手足口EV71单克隆抗体，为国药集
团在两年内完成手足口EV71疫苗工艺研
发和临床试验作出了贡献，研发进度超

过了已经开发10余年的国外药企。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H7N9 禽

流感、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每一
次疫情中，应急队伍里都少不了京天成
的名字，京天成公司也成为北京市突发
传染病应急平台的核心单位，他们高超
的单克隆抗体技术，为中国的公共卫生
和突发传染病应急作出了重要贡献。

最近几年，疫苗质量问题频出，为
此，京天成公司开发出各种疫苗抗体检
测的定量试剂盒。他们的试剂盒可以检
测出疫苗里含多少有效成分，让不良企
业不敢再偷工减料。京天成公司还建起
目前国内顶级的抗体库，保存着几乎所
有国内外已知重大传染病病原体抗体，
成为应对突发传染病和生物防恐的重要
战略资源。

孙乐说：“我的理想，就是让中国出
品的平价高效抗体药，精确地铲除对中
国人健康造成威胁的疾病！”勇气和坚
持，正让他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

日前，2016 年企业专利申请排行榜
新鲜出炉，在我国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榜
单上，排名前十位的国内企业中，既有华
为、中石化、中兴、京东方这样的榜上常
客，也有乐视、小米等新业态互联网企业；
既有格力电器、国家电网这样的资深实业
派，也有欧珀、努比亚等业界新锐。如何
看待这份榜单？知识产权将怎样助力企
业赢得市场竞争？《经济日报》记者作了深
入采访。

创新能力提高

在专利申请方面，企业申请可圈可
点。“2016 年，发明专利申请在全部专利
申请中的比例保持在 40%左右，企业占
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的比例均达到
6 成以上。”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
司长龚亚麟说。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教
授单晓光表示，这释放了一个积极信号，
表明企业创新越来越活跃，以企业为创新
主体的专利创造和运用能力不断提高，企
业作为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主体地位持
续稳固。

专家认为，随着我国市场化不断推
进，企业占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的比
例还会更高。企业积极创新，必将促进相
关产业升级和我国经济转型。

细数国内企业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
榜单，华为、乐视、中兴、欧珀、小米等皆为
互联网通信相关企业，在十强中占据六
席，我国在该行业创新能力之强引人
关注。

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中国知
识产权研究会理事朱雪忠表示，互联网、
通信行业技术发展快、更新换代频繁，技
术领先者需要用专利巩固其领先地位，因
此互联网通信企业是典型的专利密集型
企业，专利数量普遍较多，从而形成互联
网通信企业行业强势的局面。

互联网通信企业的迅速成长让人欣
喜，但同时也让人担忧，一些行业企业
接连几年未能在榜单上有一席之地。单
晓光表示，我国创新主体布局结构单
一，特别是在医疗、先进制造、交通运
输等领域，虽然也有顶尖的科技创新，
但是整体来看，企业创新活跃程度不
高，部分领域专利布局与国外尚存差
距，我国企业距离真正走向国际市场还
有一定距离。

这一局面很难在一朝一夕之间迅
速改变。“互联网通信虽然技术起步晚，可
是一旦投入，技术成果比较容易呈现出
来。相比之下，汽车制造、医疗等行业科
技创新的周期较长。这些行业虽然没有
位列榜单，但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非常重
要。我国企业不能只看短期效益，要有更
加长远的眼光。”单晓光说。

优质专利欠缺

从数量上看，我国企业申请专利量可
观，但从专利质量上看，还有很大空间。
许多企业存在专利维护时间不长的现象。

专利的维持时间一般是由其在市场
上的价值决定。为什么一些专利会很快
失去市场价值？朱雪忠表示，一些专利维
持时间短，是专利权人本来就没有寄希望
于该专利的市场价值，或者只是为了拿到
专利证书即可，很快就放弃了该专利。这
种情况多发生在“政绩”专利、“盲目资助”
的专利等方面。

在专利申请上，企业不仅要注重量的
提升，更应该追求优质核心专利。中兴就
是追逐优质专利的受益者。“我们凭借‘一
种物理上行控制信道干扰随机化的方法’
获得 2015 年中国专利金奖，该项技术解
决了把天线密集型分布之后，保持其抗干
扰性的难题。”中兴通讯首席知识产权官
申楠说，中兴通讯利用该项技术提出了
Pre5G 的理念，并与日本软银 Softbank、
德国电信 T-Mobile、西班牙电信 Tele-
fonica等多个运营商开展战略合作，共同
推动商用5G的实际应用。

仅仅有专利还不够，还要让专利市场
化，这就需要企业重视商标和品牌的打
造。“华为之前的技术水平并不比国外的
企业差，但是价格始终上不去，就是因为
品牌比较弱。随着华为品牌接受度越来
越高，其专利也逐渐被市场认可。”单晓
光说。

学会应对“绊脚石”

“伴随着全球化浪潮，中国企业逐渐
加大了‘走出去’步伐，开拓国际市场。”单
晓光说。但是不少“走出去”的中国企业
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一旦走出国门，国外同行就会用专
利限制它们。中兴、华为这类企业要想在
国外站稳脚跟，没有专利的保驾护航是很
难实现的。”朱雪忠说。

专利诉讼一直都是中国企业走向世

界的“绊脚石”，许多企业在高昂的专利保
护费和复杂的专利诉讼流程面前放缓了
开拓国际市场的脚步。随着专利意识不
断提高以及创新能力与日俱增，中国企业
开始拿起专利武器来捍卫自身利益、开拓
国际市场。

“我们在美国遭遇的知识产权诉讼已
经超过140起，是中国企业在美国遭遇专
利诉讼最多的企业。”中兴通讯知识产权
部副部长胡毅说，中兴通讯已经成功应对
美国知识专利运营公司 IDCC、TPL 等发
起的7起“337”调查。

此次国内企业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
和授权量排行榜上，中兴通讯均位列第
四。截至 2016 年 6 月份，中兴通讯拥有
超过 6.8 万余件全球专利资产、已授权专
利超过2.5万件。

与中兴一样，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
强了知识产权管理理念，朝着世界领先水
平迈进。

占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比例均达到6 成以上——

中 国 企 业 拼 专 利 赢 市 场
本报记者 杜 芳 李芃达

京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裁孙乐：

坚持，只为抗体药价平而效高
本报记者 佘惠敏

以往，地铁线路的供电
设备发生故障时，地铁行车
调度中心都会将全线车辆停
靠站台等候，采取临时停运
措施进行电力抢修，这样会
造成市民出行不便和运行成
本增加。由中船重工七一二
研究所自主创新研发的轨道
直流越区负荷开关及装置技
术攻克了困扰国内外地铁行
业多年的这一难题。

在日前由湖北省、北京
地铁公司联合举行的鉴定会
上，轨道交通专家和地铁工
程师一致认为，直流越区负
荷开关及装置技术达到了国
际领先水平，并且在全球首
创大双边不停电倒闸装置，
能实现地铁在运行情况下，
将断电区域从整条线路中剥
离出来实施单独修复，待断
电区域修复好后，再重新列
入线路中。目前，这套轨道
交通大双边不停电倒闸装置
已经在北京地铁、武汉地铁
3 号线上试运行，下一步将
在 全 国 地 铁 建 设 中 广 泛
推广。

这是七一二所自主创新
的最新成果。近年来，七一
二所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兆
瓦级高温超导电机、船舶中
压电力推进系统、轨道交通
直流牵引供电系统、国内最
大功率超低温余热回收发电
装置等重磅产品相继投入应
用，这些成就是七一二所多年来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
展、大力推进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厚积创新原动
力服务经济建设的生动实践。

作为我国从事船舶电力推进系统及装置研制的专
业研究所，七一二所自诞生伊始，就担负起了打破西方
封锁遏制，自主发展我国舰船电力推进系统的重任。
电力推进系统，被形象地称为舰船的“心脏”，是动力系
统设计中的关键技术难点。我国以前采用以柴油发动
机为动力的传统推进技术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操作不
灵活、噪音大。七一二所整合力量，集中攻克核心技
术，终于研制出国内首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舰船电
力推进系统，一举打破水面船舶电力推进系统长期由
国外垄断的局面。

在电力推进领域，七一二所积极抽调优秀科研人
员组建船用电力推进系统核心设备研究团队，几年中
研制了多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变频器、电机等核心
设备，突破和掌握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有力推动了船
用电力推进系统的国产化进程。自主电力推进系统及
核心设备已经成功装备“瑞利 10 号”海上综合试验平
台、长江豪华演艺船“知音号”等高端船舶，成为名副其
实的“国货精品”。

在轨道交通领域，七一二所自主研制了国内首套
直流牵引供电系统，作为地铁电力的“动力源”和“保护
器”，整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能完全满足地铁供
电系统需求，替代进口产品。

在化工材料领域，银系列产品产业链被列为“中国
船舶重工集团公司重点支持 50 项非船产业”之一，硝
酸银等银化工类产品产能已居国内前列。七一二所先
后开发了超细银粉、纳米银粉等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建
成了我国最先进的超细银粉生产线，成为国内少数既
能生产银粉又能生产银浆的单位，自主开发的太阳能
电池正银电极浆料用超细银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加快技术成果转化，打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关
节”，实现技术与市场的无缝对接，是科研院所面临的
紧迫课题。七一二所紧紧瞄准市场需求，集中科研力
量围绕适销对路的产品展开攻关，同时打破部门界限，
采取“领军人才+创新团队”的组织模式，建立起跨部
门、跨专业的团队联合攻关机制。在此基础上，七一二
所迅速实现了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从提
供单一军工技术向针对市场需求提出解决方案转变，
从单纯提供产品向引领市场需求转变，从投放少量产
品探路向批量供货转变，从低端产品向高端定制转变，
逐步实现了从占领科研技术制高点到占领市场制高点
的飞跃。

1173 件、2183 件、2761 件、3569 件，
在 2013 年至 2016 年国内企业发明专利
申请量排行榜上，“老面孔”京东方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显著的专利优势，
连续4年跻身榜单“前十强”。

不仅如此，在新近发布的美国商业
专利数据中，京东方更是上演了一次“逆
袭”：去年，中国大陆仅有两家企业跻身
2016年度美国专利授权量TOP50，其中
京东方排名第 40 位，成为 TOP50 中专
利授权增长率最高的企业。

这样的“京东方速度”是怎样“跑出
来”的？据介绍，京东方技术研发投入比

例一直保持在销售额的 6%至 8%，即便
是 2008 年至 2011 年公司连年亏损，京
东方每年仍会拿出十几亿元支持研发创
新。京东方科技集团董事长王东升告诉
记者：“核心技术是企业命门与强国重
器，市场换不来核心技术，有钱也买不来
核心技术。”

当然，光有核心技术还不够。知识
经济时代，以技术创新成果为内核的知
识产权正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和竞
争力的核心要素。新形势下，京东方在
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的同时，不断增加知
识产权相关投入，以专利管理系统、能力

提升平台、外部资源平台为支撑，以专利
战略为龙头，形成以专利开发、专利风险
管控和专利运营为核心业务的企业全面
专利管理体系。

如今，京东方已形成人员梯队和结
构较为完善的专利管理团队，建立了贯
穿立项、研发、采购、生产、销售全过程的
知识产权侵权预警机制和风险监控机
制，有效降低了知识产权风险。“京东方
的知识产权从防御为主发展到攻防兼
备，从战略支撑逐步迈向战略引领。”京
东方副总裁、知识产权与技术管理中心
负责人李新国表示。

跑出“京东方速度”
本报记者 沈 慧

中船重工七一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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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格力电器加强技术攻关，生产出高质量的电饭煲系

列产品。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图② 中兴通讯Pre5G基站。 本报记者 李芃达摄

图③ 格力电器不断创新，生产车间引入机器人进行作业。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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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③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新迪高压电瓷电气有限责任
公司是一家由宣化高压电瓷厂改制的民营企业。近年
来，他们坚持科技创新为手段，先后研发出广泛用于发
电、水泥、冶炼、化工、印染等行业的电除尘瓷绝缘子和
高压电站电器绝缘子，取得良好的效益。目前该公司
产品不仅热销国内市场，还远销俄罗斯、新西兰、日本
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达1亿多元。

图为张家口市宣化新迪高压电瓷电气有限责任公
司工人在生产车间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河北张家口：

科技助力产品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