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专利、商标、版权行政管理和综合
执法职能于一身，全国首家单独设立的上
海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自2015年1月1
日运行以来，不断深化“三合一”管理体制
改革，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
理、服务全链条，逐步形成改革样板。

复合险种解企业之忧

落户张江的上海奥普生物医药有限
公司研发出一款即时检测新产品，总经理
李福刚忧心产品上市即被仿冒，起诉注定
费时费钱。听说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正
在开发知识产权保险项目，所有产品可以
打包参保，保额 100 万美元，李福刚的后
顾之忧解除了。

2016 年 2 月，奥普作为试点企业，投
保了上海自贸区第一单“知识产权综合保
险”，为公司25项核心专利和医疗检测设
备商标在全球投保。

这是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凭借“三合
一”改革的制度优势，推出的涵盖专利、商
标、版权等的复合险种，这项知识产权保
险项目保单全球有效。目前，浦东新区生
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领域内的多家企业纷
纷表达参保意向，并进入保单条款、保险
金等具体细节的洽谈环节。

在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设立前，我国
大部分地区的专利、商标、版权分别由不
同部门管理，知识产权局只负有专利管理
之职，分散的管理和执法模式难以适应知
识经济时代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
而同时拥有专利、商标、版权等多项知识
产权的企业也更多关注专利或商标，往往
没有对品牌、文化版权、技术创新形成整
体发展战略。

随着国际服务贸易和投资新规则谈
判的推进，关税和其他商业管制壁垒将逐
渐削弱，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将日益提升，
成为发达国家进一步掌控世界贸易规则
的核心手段。

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运行两年，取得
了一系列成果，先后有美国、法国、新加
坡、韩国、伊朗、以色列等国家知识产权管
理部门表达了与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的
合作意向。随着各项改革成果落地，一大
批国内外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社团组织、
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开始向浦东集聚。

金融资源助力“双创”

上海宇昂水性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意外得到银行追加的 200 万元授信
额度，销售额可以再增 500 万元。让宇
昂受益的是知识产权增信增贷计划，企
业整体信用和高端医药消毒专利首次成
了银行授信依据。

去年 3 月，与这项知识产权增信增
贷计划同步启动的还有全国首个知识产
权投贷联动基金。两款知识产权金融创
新产品为浦东新区带来了这样的硕果：
截至 2016 年 12 月，共有 285 家科技型
企业通过知识产权质押，直接获得超过
10 亿元的银行融资，带动银行贷款 30

亿元左右。
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还与保险机

构、专利资产评估和运营机构共同探索
知识产权综合保险试点，创新知识产权
保险产品，建立银企、保企对接平台。
去年11月，该局发布了全国第一单知识
产权综合运营险、自贸区第一单知识产
权全球复合险，进一步加速了知识产权
与金融资源的有机融合，分散和化解了
科技型企业的维权、创新风险。

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还依托社会资
源，设立自贸试验区知识产权综合服务
平台，充分整合国际化经营能力较强的
知识产权运营机构资源，搭建服务上海
自贸区企业的线上平台，鼓励线上线下
互动创新，为企业提供包括知识产权代
理、托管、运营、金融、维权等一站式
服务。

引导社会资本、面向国际的知识产
权交易服务中心也在上海自贸区加紧建
设。金桥园核心地段面向国际的知识产
权交易服务中心将成为浦东专利、商
标、版权等知识产权交易的综合性中

心，根据自贸区各片区产业特点，发动
区域行业龙头企业建设的专业化知识产
权运营中心也在推进，张江园的智慧医
疗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微电子知识产权
运营中心已进入实体运行，世博园的智
能媒体网络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也正在加
紧筹建。

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上海迪士尼乐园的知识产权保护在
海外十分受关注，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
组织专题研究，与相关部门和迪士尼知
识产权权利人建立互动协作长效机制，
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保障了迪
士尼乐园平稳有序运行。2016年，浦东
新区知识产权局共接到涉及迪士尼知识
产权投诉 10 件，其中立案查处 4 件，一
天内人民调解方式解决 6 件，没收侵权
物品 727 件，取得的成效得到迪士尼知
识产权权利人的高度肯定。

上海迪士尼乐园知识产权保护是浦

东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缩影。浦东
新区知识产权局局长林本初介绍，在执
法领域，浦东新区目前已初步形成知识
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框架及知识产权
纠纷快速处理平台，并支持以人民调解
为主导，鼓励商事调解和行业调解等多
种形式参与，实现政府部门行政调解、
人民法院司法调解以及人民调解为主导
的第三方调解组成的“三调联动”机制。

2016 年，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通过
人民调解方式化解各类知识产权纠纷 57
件。与此同时，在服务和政策的双重推
动下，浦东的知识产权创造数量和质量
快速提升。2016年1至11月，全区专利
申请突破2.6万件，同比增长33.2%。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吕国强说，
新的一年里，上海市根据中央统一部署
稳步推进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探索
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浦
东新区知识产权局将继续以深化知识产
权领域改革为突破口，努力将浦东新区
打造成为亚太知识产权中心城市功能和
形象的示范引领区。”吕国强说。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和消费
国，但是快速增长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对生
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能源的清洁利用
因此成为国家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方向。

在浙江大学，有这么一支汇聚了老中
青三代科研人员的创新队伍，致力于能源
清洁利用领域的创新研究已达 30 年。团
队规模从初创的 10 余人不断发展壮大，
到目前拥有科研人员 45 人，博士后和项
目聘用科研人员 50 余人及博士研究生
200 余人。1 月 9 日，该创新团队荣获国
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我们这支团队的一个值得自豪之
处，就是始终把自己的任务定位于解决国
家有重大需求的工程技术难题。”团队带
头人之一、浙江大学可持续能源研究院院
长倪明江谈道，我国东部燃煤电厂密集，

单位面积的煤炭消耗强度是美国的 14
倍，这意味着在两个同等标准的电厂中，
煤炭所造成的污染是美国的 14 倍，国家
能源清洁利用问题迫在眉睫。

上世纪 80 年代，科学家岑可法组织
倪明江、严建华、骆仲泱和樊建人等人组
建了浙江大学能源清洁利用创新团队，坚
持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在煤炭清洁高效发
电、电力生产过程污染控制、废弃物及生
物质燃烧发电、能源转化过程数值试验与
测试等方向开展前沿基础研究和工程技
术创新。

倪明江介绍，针对降低燃煤电厂污染
物排放的重大需求，团队开创了煤炭分级
转化清洁发电全新燃煤发电方式，实现了
燃煤电厂在发电同时生产油、气产品，并
解决了大型电站污染物脱除的一系列理
论和技术难题，该项成果已被应用于全国
数百座大型发电厂。团队还解决了水煤
浆流动、雾化和燃烧难题，水煤浆代油燃
烧技术已应用于 15 个省市，建成了全球
最大 200 兆瓦水煤浆发电机组，技术输出

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等9个国家和地区。
作为能源动力学科带头人的岑可法

常说：“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随着
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生活垃圾和工农
业废弃物等各类废弃物在以每年 10%的
速度猛增。创新团队针对我国生活垃圾
和工业污泥等组分复杂、品质差的国情，
研发出复合循环流化床焚烧发电、二恶英
全过程控制等技术，实现了各类废弃物高
效燃烧和远优于欧盟标准的二恶英排放。

目前，基于生活垃圾循环床焚烧发电
技术建成的发电厂就有 44 座，日处理垃
圾量 4.4 万吨，被国际废弃物能源化理事
会主席列为全球固废热处置四大主流技
术之一；团队研发的污泥搅动型间接热干
化及焚烧技术已在全国投运 110 余项工
程，市场占有率超 70%，2012 年至 2014
年直接经济效益近 40 亿元；生物质直燃
技术开创了流化床生物质直燃发电产业，
建成发电厂25座，2013年至2015年直接
经济效益达43亿元。

通过创新技术、输出市场，高校技术

成果转化当仁不让地成为科技发展中的
重要力量。“我国的科技创新动力还不够
充分，高校里的工程类学科有责任去填补
这一块创新空白，开展前沿基础研究和工
程技术研发。”倪明江表示。

2014 年，由浙江大学创新团队牵头，
联合清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 2 所高校和
华能集团、国电集团、神华集团、东方电气
集团 4 家企业共同组建国家煤炭分级转
化清洁发电协同创新中心，依托平台整合
学校与企业间的优势资源，推动高校和企
业进行深度的协同创新。不仅如此，“学
校还制定相关政策，把技术成果转让企业
所得的70%给予创新团队或个人，激发创
新活力。”倪明江说。

“我们的目标就是建设一支高水平的
科研队伍。”倪明江说。目前，浙江大学能
源清洁利用创新团队共授权国内外发明
专利 218 项，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14 项，发
表 SCI 美国科学引文数据库论文上千
篇。这支高水平科研“先锋队”还将在创
新路上争创新的突破。 文/圆 呓

浙江大学能源清洁利用创新团队立足于解决国家有重大需求的工程技术难题——

把 可 用 的 资 源 都 用 起 来

两年多前，设立新的上海浦东新区
知识产权局时，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局长
吕国强告诉《经济日报》记者，“知识产权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全面落
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服务上海改革开
放、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支撑上海建设
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推进亚
太地区知识产权中心城市建设”。

两年多来，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探
索知识产权运用创新，积极进行“三合
一”管理体制改革，帮助企业实现知识产

权价值。吕国强告诉记者，浦东新区知
识产权局着力构建“监管和执法统一、保
护和促进统一、交易和运用统一”的知识
产权工作体系，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侵权
查处快速反应机制，以及司法保护、行政
监管、仲裁、第三方调解等知识产权纠纷
多元解决机制。这有助于浦东新区促进
国际创新资源导入，也极大地提升了知
识产权保护环境。

吕国强说，浦东知识产权“三合一”改
革不是简单的归并整合，而是对涉及知识

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各个环节的
全部要素进行重新架构，做到“一个部门
管理、一个窗口服务、一支队伍办案”。

吕国强表示，知识产权“三合一”改
革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体制
改革的重要举措。2017 年，浦东“三合
一”改革还将不断走向深入，释放出更多
制度红利。上海也将以建设国家引领型
知识产权强省试点省为契机，不断深化
知识产权领域改革，为国家开展知识产
权综合管理改革提供有益经验。

释 放 更 多 制 度 红 利
——访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吕国强

本报记者 沈则瑾

将“三合一”改革进行到底——

上海浦东：打通知识产权保护全链条
本报记者 沈则瑾

2017 年，北京人熟悉的
轨道交通会变得有点“不一
样”。随着燕房线、西郊线、
S1线（石门营至金安桥）3条
线路年内开通，全国产化全
自动驾驶线路、全市首条现
代有轨电车、北京首条中低
速磁悬浮线路将彻底融入北
京人的日常生活。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突破源
源不断，让首都北京的轨道
交通越来越有看头。

“2017 年是北京轨交建
设项目最多、任务最重的一
年。”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
挥部办公室总工程师杨广武
告诉记者，今年北京轨道交
通建设规划线路将全部开
工。在建轨道超过 350 公
里，史上最长、线路最多。而
今年将开通燕房线、西郊线、
S1 线（石门营至金安桥）三
条线路，丰富了北京轨道交
通的类型。其中，燕房线是
北京首条全自动驾驶线路，
也是中国内地第一条全国产
化无人驾驶线路；西郊线为
北京首条现代有轨电车；S1
线为北京首条中低速磁悬浮
线 路 ，磁 浮 列 车 设 计 时 速
100公里，安全性高、转弯半
径小、爬坡能力强、噪声低。

杨广武说，自主创新是
实现北京轨道交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推手。北京
通过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开展城
市轨道交通设计咨询、建设施工、装备制造、运营安全
等关键技术研发，促进技术创新和成果推广应用，打造
了一批集成“北京创造”品牌产品和自主创新技术的示
范工程。

2016年，经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北京成立了“城
市轨道交通绿色与安全建造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和

“城轨列车通信与运行控制国家工程实验室”，在我国
城市轨道交通领域五个国家工程实验室之中占据两
席。以国家工程实验室为龙头，北京轨道交通建设将
从“北京建造”快步迈向“北京创造”。

以北京市自主研发的国内首个城市轨道交通全自
动无人驾驶系统为例，它是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化的最
高等级。这套综合近年北京科研成果形成的无人驾驶
技术与国外最新技术相比也毫不逊色。它不仅能减少
人的误操作，提高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还可以提高
运营组织的灵活性，进一步提升运营能力。目前，燕房
线作为中国第一条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运行线路，
正在上线开展全面的动车调试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研制具有能量回馈的功能牵
引供电装置，北京还首次实现了列车制动能量再次返
回电网的再利用：地铁列车刹车速度大于 5 公里时采
用电制动，用电动机反制送电，5公里以下时才是机械
制动，减少粉尘污染。目前北京地铁多条线路开始使
用这项中压回馈技术，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此外，北京还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车辆
走行部车载故障诊断系统，可以实时在线自动监测运
营中车辆的机械安全情况和线路质量，实现列车关键
部件故障的早期预警和分级报警，为运营车辆安全行
驶和广大乘客安全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技术创新让北京轨交更有看头

本报记者

杨学聪

南京林业大学的大学生秦榛嵘毕业后选择回到家
乡——江苏省海安县曲塘镇种植非洲菊。经过研究，
她培育出的非洲菊苗具有抗病性强、生根率高的特
点。目前，秦榛嵘每年向市场提供非洲菊苗约 40 万
株，收入达30 多万元。图为秦榛嵘在恒温室检查非洲
菊苗生长情况。 李存根摄（新华社发）

“花”“画”情缘

在四川省绵竹市年画村，有一家经营年画创意产
品的三彩画坊，由贾君三姐妹共同创立。三彩画坊不
仅经营传统的年画，还有布艺、编织品和饰品等创意产
品，这些产品通过精致的手工技艺将年画与时尚元素
紧密结合，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图为在三彩画坊，贾
君展示自己的年画作品《五福临门》。

新华社记者 金马梦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