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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特别是成熟市场对于知识产权领
域极为关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公司
一直努力拓展海外业务，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
国不断在科技领域取得新的突破，中国产品与服
务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不过，影响力越大，
越容易遭遇国际同行的专利狙击，很多准备不足
的厂商会败下阵来。

作为全球化尝试比较早的公司，联想集团已
经在这条路上摸索了很多年。联想专利业务起步
于2001年。作为将创新视为DNA的科技公司，
联想一直坚持不懈地推动创新发展，同时也努力
运用专利保护创新成果。2012年至2015年，联想
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4年保持在2000件左右。截
至目前，联想在全球拥有专利及专利申请 26000
余件，在中国、美国和日本均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专
利管理体系，并在互联互通、多模电脑、智能手机、
IoT等多个技术或产品领域形成了有效的专利组
合，构筑起保护创新产品的“护城河”。

当然，联想的专利数量与很多人的想象有差
距。这不是因为联想不够努力，而是因为我们一
直秉承“价值驱动，以终为始”的专利战略，即充分
分析专利及其商业价值，始终围绕商业价值制定
和选择专利生命周期各环节的策略、体系及实施
方式。在“价值驱动”方针指引下，联想更看重的
是专利的质量而非数量。事实证明，在遭遇专利
围堵的情况下，优质合理的专利布局往往比单纯
追求数量能更加有效地减少风险。

可以说，优质的专利资产、专利运营和专利业务会为公司带来有效的商业价
值，专利布局正是建立优质专利资产的指挥棒。联想专利布局的思路已经坚持
了多年，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效果。

比如，2012 年联想率先推出了能够360 度翻转、名为Yoga 的笔记本电脑。
这款产品刚刚发布没多久，就有竞争对手在展会上展出了类似产品。为保持这
款产品的竞争优势，我们梳理了公司的专利资产，发现虽然这款产品是2012年
才推向市场的，但早在2005年它还只是实验室里的概念性产品时，我们就已经
开始持续申请并积累相关专利，从基础专利到外围专利都做了详细的布局。所
以，我们很快锁定了一系列专利，并据此与国际竞争对手交涉。在后来的两年时
间里，市场上几乎见不到类似的竞品，我们的竞争优势巩固了。

在专利布局指导下，联想在建立专利资产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自身积累与外
部获取相结合的策略，至于采取哪种方式则要看哪种能使专利资产为公司带来
最有效的商业价值。因此，联想在坚持将自身创新成果及时转化为专利的同时，
还于2005年购买了IBM PC的高价值专利资产，并于2014年先后购买了摩托罗
拉移动及NEC等多家公司在通讯领域的高价值专利资产。每次并购完成后，联
想都会有效利用自身积累的专利资产和购买的专利资产，为拓展海外业务提供
有力支撑。

在高科技公司走向海外的过程中，知识产权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问
题，处理得好就是有力的“助推器”，相反就会成为公司发展的“绊脚石”。比如，
在品牌方面，联想最早的商标是“Legend”，这是一个英语中的通用词语，在国外
有不少人注册“Legend”商标，怎么办呢？为更好服务于集团国际化战略，我们果
断更换了商标，取了“Legend”的前两个字母“Le”，同时从拉丁语中找到了有创新
含义的词根“novo”，组成了新的商标“Lenovo”，并及时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完
成了商标国际注册。最终，“Lenovo”这个商标伴随着联想的业务从中国走向了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08 年，“Lenovo”商标被国家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
商标。

回望联想的国际化征程可以看到，企业要尊重知识产权，遵守并运用好国际
规则，让知识产权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有效助力。

此外，联想还非常注重产品外观创新保护，并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有效的保护
方式。联想是中国首家利用海牙协议在全球范围内申请外观专利的中国公司，
并于2014年成为全球利用海牙协议申请专利前十的企业。联想的多项外观设
计连续5年荣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国家专利局联合颁发的外观专利金奖，这
些外观专利不仅使联想产品从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还有效防止了竞争对手的
抄袭，确保了联想产品的创新优势。2014年，联想的明星产品Yoga Tablet产品
外观获得外观专利金奖。这款产品一度被众多厂商模仿。在仔细分析对比后，
联想果断运用专利权向抄袭者发出警告，最终阻止了竞争对手的抄袭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发展成为知识产权大国。面对全球化的开放竞争
市场，知识产权将在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展望未来，中国将逐步从知识产权大国发展成为知识产权强国，联想也将继续坚
持“价值驱动，以终为始”的战略思想，让知识产权在推动公司业务发展过程中持
续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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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流体设备远销海外

图为江苏连云港远洋流体装卸设备有限公司工人正在安装LNG流体“装车
撬”。据了解，该公司从事流体装卸设备、自动化系统、双密封导轨阀等产品设
计、制造、销售及服务业务，三大系列百余种产品覆盖全国，并远销苏丹、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耿玉和摄 （中经视觉）

质量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它既关系着公众
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用”，又连接着生产环节
的产业布局和结构升级。提升产品质量是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企业只有坚持以质量
为本，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就
品牌风采。

质量管理中都有哪些高招、妙招值得企业
借鉴？来听听获得第三届中国质量奖及提名的

“质量高人”们怎么说。

标准先行助推质量升级

质量为王，标准先行。立志“让世界爱上中
国造”的格力，不仅要做消费者喜爱的产品，还
坚持从产品质量入手，对标国际。“为让中国制
造赢得全球尊重，企业必须把质量视为生命。”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质量总监施清清告
诉记者，格力的产品质量不仅要达到国家标准
与国际标准，还要符合消费者心理需求，形成以

“质量技术创新驱动循环”与“质量预防五步法”
为核心的“完美质量管理模式”。

“以格力电饭煲为例，我们通过自主创新
攻克关键技术，成功研究出米饭的最佳‘加热
曲线’。在多项实验测评中，格力电饭煲焖出
的米饭无论口感、光泽度还是营养成分均超
过日系产品。同时，我们还尤其强调产品可
靠性，力求在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内实现‘零缺
陷’突破。”施清清说，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的关键时期，产品质量是决定企业成功与否
的利器。

“一块小毛巾，蕴藏大神奇。”浙江洁丽雅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石昌佳谈起自己坚持了
30多年的质量管理理念时表示：“作为企业领
导者，不能被眼前利益所蒙蔽，要循序渐进地
推动工作，使质量文化贯穿于企业生存发展的
全过程中。基于这一理念，洁丽雅决心用最好
的棉花做最好的产品。”

2010年，洁丽雅挺进全国最大高产优质棉
基地——新疆，打造位于南疆阿拉尔市的毛巾
品牌产业基地，努力做“世界上最好的毛巾”。
石昌佳表示，业界有句话说“世界毛巾中国
造”。国内不少行业指标已经超过了国际标准，
这源于行业企业对高标准、高质量的长期坚守。

与冷冰冰的工程装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标
准化管理及其为企业带来的勃勃生机。据介
绍，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主导了多项装
备制造业领域国家标准，并持续以新标准、新理
念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世界最大断面矩形盾构
机、世界最小硬岩掘进机以及国内首批双护盾
TBM……中铁装备不仅在“增品种”上交出完
美答卷，更实现了由“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
的突破。

“我们会一直聚焦质量提升，通过标准化设
计与管理，为客户提供更加细致的工程解决方
案及服务。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全球最优秀的地
下工程装备品牌。”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卓普周说。

创新发展挖掘品牌潜力

“潍柴从一家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一跃成
为国际化企业的核心动力就是质量。”潍柴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谭旭光表示，企业之所以
能“浴火重生”，归根到底在于质量管理体系及
模式的优化提升。

谭旭光介绍，潍柴当年濒临破产时，曾积
极新建领导团队，从人治入手抓管理，但这种
方式只会在短期内有效，并不是长久之计。在
此后的日子里，公司引进了丰田的先进管理模
式，努力学习国际化管理方法。再后来，潍柴
意识到中国企业迫切需要形成一套与自身匹
配的质量管理模式，于是聘请了好几位国际知
名质量管理大师到公司工作，并逐步构建起产
品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生态闭环，实现国内外
协同发展。

作为为数不多获得中国质量奖的民营企
业，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毛纺面料高档西
服为主业，建立了“质量第一，用户至上”的发展
理念。“我们的前身是一家乡镇企业。公司最开
始以国有企业为赶超目标，后来又将欧洲发达
国家的奢侈品牌视作竞争对手，现阶段的任务
则是超越自己，挖掘品牌实力。”江苏阳光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丽芬说。

陈丽芬认为，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灵
魂。当今，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迅
猛，传统行业也应当灵活运用智能制造实现转
型升级。

上海长海医院院长钟海忠认为，唯有通过
反复创新实践，才能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
效率。“医学专业有很多未知领域，只有持续创
新、不断探索、善于总结，才能形成卓有特色的
品牌。”钟海忠介绍说，长海医院肾结石手术成
功 率 已 经 从 最 初 的 60.3% 提 高 至 如 今 的
98.7%，充分体现出医院质量管理的成效。

“未来，我们要继续在质量管理上下功夫，
既要严格遵循规范，又要积极鼓励创新，努力打
造更加优秀的医疗健康品牌。”钟海忠表示。

曾经一蹶不振的国产奶制品行业如今正
在重振旗鼓。比如，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
司首创了“四个世界级”模式，即凭借世界级先
进牧场、世界级领先工厂、世界级一流供应商
与世界级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确保生产出世界
顶级的高品质奶粉。目前，该公司已获得6个
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20 项专利，成为国产奶粉

行业标杆之一。
“让每个中国孩子都喝上世界顶级的好奶

粉，这是君乐宝的责任。我们要践行全产业链
生产模式，实行从牧草种植、奶牛养殖到生产加
工一体化经营监管，用心确保牛奶安全。”石家
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总裁魏立华说。

工匠精神成就核心价值

在采访中，多位企业家表示，用工匠精神打
造“质量时代”是对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文
化的最好诠释。

青岛啤酒是我国最早走出国门的品牌之
一。历经百余年奋斗，其系列产品目前已出口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青岛啤酒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董建军把这一切都归因于强大的
质量支撑。

“青岛啤酒秉承‘好人酿好酒’的百年世训，
通过长时间实践慢慢积累形成质量文化，以工
匠精神建立更科学的技术标准、更严格的管理
标准和更精细的操作标准。质量建设是一项系
统工程，需要长期不懈努力。”据董建军介绍，从
田野到餐桌，每瓶青岛啤酒都要接受1800多项
质量考验，保证青岛啤酒产品的安全、天然和新
鲜。比如，作为原料之一的水要经过7道工序处
理，每次检测包含50多个指标，且工作人员每两
小时就要品尝一次，辨别可能出现的口感差异；
大米要用3天之内脱壳的，一旦超过规定时间就
不能再用于酿酒了。

什么样的陶瓷美器能够代表瓷中翘楚，以
国之名，礼遇天下？景德镇丰瑶胭脂红国礼瓷
就是这样的极品。它参照官窑制瓷标准，色泽
鲜明、晶莹剔透，为世界同行所赞誉。

“严谨的手工匠人不仅是高质量的践行者，
也是千年文化的传承人。”景德镇澐知味陶瓷文
化有限公司董事长、丰瑶品牌掌门人朱筱平坦
言：“对于景德镇人来说，陶瓷质量是绝不能失
手的‘生死线’。几十道制瓷工序，只要有一道
出了问题，烧出来的瓷器就是残次品。唯有对
质量深深敬畏，我们的产品才能保持高质量、高
水准，才不会给景德镇瓷器这个传承已久的地
域品牌抹黑。”

长期从事药品生产，至今已走过47个年头
的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也把“高质、惠民、
创新、至善”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扬子江药
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镜人表示，以质量赢
得消费者的高度肯定，才能真正推动企业向前、
向上持续发展。

上图为河北华整实业有限公司工人正在对
电子模块配件产品开展出厂质检。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质量高人”献计“质量时代”——

视 质 量 为 生 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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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宽敞明亮的车间内，工人们正在焊接一
个个大型压力容器；明显比常见品类“块头”大
不少的起吊机正将完工的压力容器陆续送入

“探伤室”“拍片”检查……这是记者在位于山东
平度市同和街道的武昌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北方制造基地看到的场景。谁能想到，仅仅在
1年前，这个山东省最大的重钢结构单体车间
内还是一片空荡荡的。

武船集团北方制造基地有关负责人介绍
说，基地投产不到1年时间，已完成产值3.5亿
元，实现利税4000多万元。

基地的前身为磐石生命科技（青岛）公司。

当时，公司车间面积近11万平方米，设计单件
起吊能力 700 吨，总起重能力达 3350 吨。可
没想到，当这个有7层楼高的U字形庞大现代
化车间完全建成后，企业原定产品制造计划却
因政策与市场变化叫停了。

如何让“巨无霸”车间“起死回生”？在那段
日子里，平度市有关部门和磐石公司伤透了脑
筋。直至2017年5月份，磐石公司与武船集团
达成合作，武船集团利用车间适合高端重型装
备制造的特点，在此设立北方制造基地。此后
不久，400多套国内一流的生产设备入驻基地，
并于当年8月底试生产，今年初正式投产。

基地块头大，生产的产品块头也不小。就
在不久前，一个庞然大物从基地发货。直径4
米、长度57米、重量约150吨、体积600多立方

米的高端压力容器产品——煤制氢装置关键设
备在这里完工，中国煤制氢技术由此实现了突
破性发展。“一般车间根本制造不了这个‘大家
伙’，既没有足够的吊力，也没有足够宽敞的空
间，大多数车间恐怕连给它调头的地方都没
有。我们不一样，身量大自然很从容。”车间工
作人员姜福龙说。

据介绍，强强联合后，磐石生命科技公司已
承接了武船集团中小型船舶、新能源装备、交通
运输桥梁装备、建筑钢结构、特种成套设备五大
产业方向、九大产品板块的订单，预计释放全部
产能后将实现产值43亿元、税收3.1亿元。明
年，基地还将承接武船集团4700吨、2000吨、
1570吨桥梁钢结构和10000吨渔场立柱等诸
多大型产品订单。

“巨无霸”车间如何“起死回生”
——探访武船集团北方制造基地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孙京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