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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 

    知识产权审批登记状况：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 

 

     

 

 

知 识 产 权 

法院 案件 件数 增长率（%） 

地方法院 

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 136534 24.82 

专利 12357 6.46 

商标 27185 12.48 

著作权 86989 30.44 

技术合同 2401 62.23 

不正当竞争 2286 4.81 

其他纠纷 5316 71.87 

审结涉外知识产权 1667 25.62 

审结涉港澳台知识产权 1130 291.99 

知识产权民事二审案件 20793 37.57 

最高院 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369 -3.15 

地方法院 

知识产权行政一审案件 7186 -26.96 

专利 1123 -34.75 

商标 5990 -19.89 

著作权 37 270 

其他 36 -94.45 

知识产权行政二审案件 3233 44 

最高院 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355 -6.08 

地方法院 

侵犯知识产权的刑事一审案件 8352 -23.9 

侵犯知识产权罪 3799 -22.67 

侵犯知识产权的生产、 

销售伪劣商品罪 
2765 -29.55 

侵犯知识产权的非法经营罪 1567 -18.51 

其他 221 3.27 

知识产权刑事二审审结案件 812 3.83 

知识产权 受理项 件数（万件） 增长率（%） 

专利 

发明专利 133.9  21.5 

实用新型 147.6  30.9 

外观设计 65.0  14.3 

国际申请 4.5  47.3 

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 8.2  -2.3 

商标 注册审查量 311.1  33 

著作权登记 
作品登记 159.96  18.65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 41  3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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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状况： 

 

 

 

 

 

 

    （摘自：国知局） 

2016年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年度审判白皮书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年度审判白皮书显示，2016年上海知产法院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1877件，

同比上升14.38%。其中，一审案件904件，二审案件973件。审结1877件，同比上升79.27%。 

    在受理的案件中，专利案件559件，商标案件247件，著作权案件921件（含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案件249件），还有特许经营、技术秘密以及不正当竞争、垄断等案件。审理的专利、计算机软

件、技术秘密、技术合同等涉科技创新类案件占一审案件总数的90%以上。这些案件大多涉及技术

研发、成果转移以及创新成果产业化等科技创新中的权益保护、利益分配、成果归属等问题。 

    2015-2016年，上海知产法院共受理专利案件1011件，审结657件；受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案件

598件，审结512件。技术类案件中，涉及新类型、新技术案件较多。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中，

涉移动端计算机软件纠纷多，近一半涉及手机应用APP软件，覆盖手游、医疗、教育、美妆、旅游

等多个领域。 

    2016年，上海知产法院共审理涉自贸区专利、商标、技术秘密、信息网络传播权、特许经营合

同等案件152件。全年共办理申请诉前行为保全、诉前证据保全案件30件，同比上升114.28%；作出

诉中财产保全、诉中证据保全、诉中行为保全裁定共计186件，同比上升77%。 

    上海知产法院全年共开展49次专家咨询，50起案件有专家陪审员参与审理，14起案件启动技术

鉴定程序。技术调查官参与审理案件35件，出庭43次，出具技术审查意见书和咨询意见书17份，参

加证据保全、现场勘验、完成技术咨询和办理相关事务300余次，已经与10家社会调解组织和行业

协会签订合作协议。经双方当事人同意进入诉前调解的知识产权案件96件，调解成功23件，调解成

功率24%；诉中调解737件，调解成功率39%。 

    （摘自：中国日报网） 

行政执法案件 

知识产权 件数 增长率（%） 

电子商务领域专利 13123 71.7 

展会专利 2860 4.3 

专利 件数 增长率（%） 

专利纠纷 20859 42.8 

假冒专利 28057 32.1 

全国工商和市场

监管部门立案 

案件 件数（万件） 涉案金额（亿元） 

侵权假冒 4.9 5.6 

商标侵权假冒 > 2.8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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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领域专利申请量超7000件 

    2017年，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交的国内外专利申请量已超过7000件，该领域成为最受媒体和

公众关注的产业领域之一。科大讯飞、阿里巴巴、百度公司等多家中国企业都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

主要研究者，但国内外围绕此领域发生的专利纠纷也在不断增长。 

    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交的国内外专利申请量仅位于美国之后，高居全球第二位，但优势主要

集中在单元技术方面，如语音识别、文字识别等，在更高端、更前沿的技术领域，如脑认知机理和

计算模型、神经形态芯片技术、量子计算机等方面，我国和美国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

小的差距。 

    近年来一系列的专利纠纷表明，国际巨头已经注意到人工智能产业在中国的崛起，并试图以知

识产权的优势“限制”中国企业。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智能化已成为未来的趋势，智能的基础设

施和海量的数据必将催生全新的产业业态，带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当前发展现状显示，在知识产权方面积累了大量核心技术专利的人工智能企业容易在短时间内

做强做大，行业内的巨头也多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专利诉讼。作为典型的创新密集型产业，知识产

权无疑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支柱之一。 

    （摘自：中国知识产权报） 

 

 

 

 

 

 

专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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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利运营政策助力专利转移数量攀升 

    2017年初，国务院发布《“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中提出了激发运营活力的

具体任务。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激活了我国专利交易市场，助力我国专利转移数量攀升。从我国近5

年公告的专利权或专利申请权的转移情况（见表1）来看，2016年，我国专利转移数量高达15.498

万次，比2012年（7.0971万次）翻了一番，专利运营政策初见成效。 

    表1我国近5年专利转移情况 

 

 

 

 

 

 

    本土权利人占据我国近5年专利转移的主体，在近5年的专利转移增长中，85.7%来自于中国本

土权利人（下称本土转移），14.3%涉及国外权利人（下称国外转移）。本土转移占比自2013年起

开始攀升，仅2015年出现下降，但2016年即再次激增3.6393万次，增长率高达40.5%，而国外转移

占比则跌破20%，仅占比18.5%。 

    表2世界主要国家近5年专利转移情况 

    从国外转移情况（见表2）来看，近5年国外专利转移数量整体保持上涨态势，仅2014年略有下

降。到2015年，国外转移数量激增1.0583万次，增长率高达58.9%。 国外企业对我国专利运营政策

的敏感性远胜于国内企业，和国内直至2016年才出现专利转移爆发性增长不同，国外在2015年就出

现了专利转移的爆发性增长。国外成立专利运营公司的企业均具有较强实力，其在中国开展的专利

运营具有明确的商业目的。 

    （摘自：中国知识产权报）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让与国 让与次数 让与国 让与次数 让与国 让与次数 让与国 让与次数 让与国 让与次数 

曰本 3927 曰本 4435 曰本 7129 美国 10699 曰本 8674 

美国 3075 美国 3859 美国 4463 日本 8274 美国 6826 

韩国 3062 德国 2239 德国 968 德国 2423 芬兰 3357 

德国 1851 韩国 2063 韩国 834 法国 592 德国 3131 

法国 1373 英国 769 英国 491 韩国 580 韩国 1223 

公告年 转移总量 
涉及中国本土 

权利人的转移 
本土转移占比 

涉及国外 

权利人的转移 
国外转移占比 

2012 70971 54348 76.6% 16623 23.4% 

2013 88280 71093 80.5% 17187 19.5% 

2014 91924 74881 81.5% 17043 18.5% 

2015 117004 89937 76.9% 27067 23.1% 

2016 154980 126330 81.5% 28650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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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侵权案两年涨近8倍，法院建议提高判赔数额 

    涉动漫游戏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在近年来明显增长，北京石景山区的年动漫游戏产值已占到北

京市的一半，为此，当地法院就其2013~2016年受理的涉动漫和网络游戏一审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

件进行了专题调研。 

    据消息，2013~2016年间，石景山法院共受理涉动漫游戏知识产权民事案件283件，案件数量

呈逐年明显上升趋势。2015、2016两年收案同比2013、2014年上升近8倍。 

 

 

 

 

 

 

 

 

 

 

 

 

 

 

    案件涉及的游戏从客户端网络游戏转变为以手机游戏为主，游戏中使用未经授权的动漫形象

的案件明显增多，诉讼标的额亦明显提高。2014年及以前，涉动漫游戏知识产权案件标的额平均

在2万-3万元左右，而在2016年，该院连续受理多起标的额超过500万元甚至接近千万元的案件，

多为涉及知名游戏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为此，法院建议提高判赔数额。 

    （摘自：法制晚报） 

著 作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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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95年成立以来，秉承“诚信、思远、敬业、进取”的企业文化，华诚已经发展

成为一家拥有超过250名专业人士、能够提供全方位服务的法律事务集团。华诚的高品质

服务理念以及全方位服务范围，使得众多世界知名公司在寻求各类法律意见与知识产权

服务时，将华诚作为首选。一向秉持提供优质服务的华诚，拥有专业化的团队，能为客

户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享有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和中国顶级知识产权服务团队的美赞。 

华诚简介 

华诚律师事务所成立于1995年，是中国最早的采用公司管理运营模式

的涉外律师事务所之一。总部位于上海，在北京、无锡、杭州、哈尔滨、

香港等地设有分所或办公室，在国内外各大城市均有合作所。 

二十年来，华诚因在商事战略布局、企业运营与管理、权利商业化与

传统维权等业务领域的出色业绩备受各个行业客户的好评与认可。华诚以

客户商业利益为本，在文化娱乐产业、奢侈品业、高科技行业、轻工业、

重工业以及金融期货行业均有丰富的经验。而作为最早获得ISO9001国际

质量体系标准认证的法律服务机构之一，华诚始终严格保持服务流程与品

质管理，严守一流涉外事务所之风骨与水准。  

华诚被钱伯斯、Legal 500等多家具有国际公信力的法律评价机构评为

中国顶级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此外，华诚还获得“全国优秀律师事务

所”、“中国最值得信任的知识产权事务所”、“上海市涉外咨询机构A

类资质”、“上海市合同信用A+等级企业”、“上海法院首批一级破产

管理人”等资质与称号。 

联系华诚 

上海 

上海市长乐路989号世纪

商贸广场26楼 

邮编：200031  

电话：(86-21)6350-0777   

      (86-21)5292-1111 

 

北京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

街8号富华大厦D座5C   

邮编：100027  

 

香港 

香港中环荷李活道32号

建业荣基中心2004室  

 

哈尔滨 

哈尔滨市道里区西八道街

37号马迪尔大厦18层A2

室 邮编：150010   
 

  

 华诚公司总部位于上海，北京设有分公司。华诚专利代理业务涵盖化

学、生物、医药、机械、电子、通信、光学、物理、外观设计、检索、专

利有效性分析、侵权分析、无效宣告请求、诉讼、专利咨询等，并为此建

立了负责专门客户的专利代理业务部。各专利代理部的代理人有丰富的代

理经验和可用多种语言直接处理案件。 

 此外，华诚独自开发的业务管理系统，除具有通常的文件管理、时效

监控功能外，还具有独特的分析统计审查意见和答复的功能，其统计数据

既可用于评估代理人的业务水平和改进工作，也可提供委托人用于专利申

请的分析和评价。  

华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简介 

华诚律师事务所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