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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诚动态

华诚荣膺上海市商标品牌协会 2020 年度优秀商标代理机构

日前，由上海市商标品牌协会组织举办的优秀商标代理机构、优秀商标代理人、优秀商标代理案
例评比活动的最终结果揭晓。

经过单位申报、材料审核、网上投票、评委会评审，上海华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被评为 2020
年度优秀商标代理机构；华诚商标代理人纪昊女士被评为 2020 年度优秀商标代理人。同时，上海华诚
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的“Dottie DOTTIE L H 及图”商标无效宣告案被评为 2019-2020 年度上
海市优秀商标代理案例。

这是继去年 12 月荣膺中华商标协会“2020 年度优秀商标代理机构”之后，华诚再度斩获佳绩，
满载而归。

华诚代理案件入选 2020 年度浙江法院全面加强知产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1 月 19 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 2020 年度浙江法院全面加强知产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华诚
合伙人刘一舟律师团队代理的世贸中心协会商标跨类维权案件位列其中。在一审基本支持我方诉讼请
求的情况下，二审浙江高院纠正了法律适用，并全额支持了我方诉讼请求。

案件详情可访问：http://www.watsonband.com/cmsDetail.htm?item.id=2088db0f40ca43e2
98eea32946fd56e5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 2020 年全年专利统计数据

2020 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 53.0 万件。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有效
量 221.3 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5.8 件。

2020 年，我局受理 PCT 国际专利申请 7.2 万件，其中国内申请人提交 6.7 万件。

2020 年，我国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237.7 万件，外观设计专利授权 73.2 万件。专利复审结案 4.8 万
件，同比增长 28.9%, 无效宣告结案 0.7 万件，同比增长 34.1%。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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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统计：2020 年中国专利无效诉讼成功率约 60%

2020 年 12 月 30 日，知识产权交易公司 RPX 统计分析了近 10 年中国专利无效案件，发现中国专
利无效诉讼成功率约 60%。

RPX 的统计涵盖了 2010 年至 2020 年间约 2.5 万件中国专利无效案件，数据显示：
（1）中国专利无效诉讼的数量增加了约 3 倍，由 2010 年不到 1400 件增长至 2018 年的 3800 多件；
（2）在此类诉讼中，大约 60% 的专利被宣告无效。专利宣告无效后，不得对同一件专利提出基

于同一证据的相同论点。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家统计局关于 2019 年全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的公告（第 396
号）

经核算，2019 年全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为 114631 亿元，比上年增长 7.0%（未扣除价格因素，
下同），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 11.6%，与上年持平。

从内部结构看，专利密集型产业中制造业相关行业规模大，增加值占比达到 72.9%。其中，新装
备制造业增加值为 34004 亿元，占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最高，为 29.7%；其次是信息通信技
术制造业，增加值为 23021 亿元，所占比重为 20.1%；新材料制造业、医药医疗产业、环保产业所占
比重分别为 12.2%、8.7% 和 2.3%。

从增长速度看，专利密集型产业中服务业相关行业发展较快。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业增长 17.2%，
研发、设计和技术服务业增长 14.0%，明显高于制造业。

2019 年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

专   利

注：1. 增速为现价增长速度，未扣除价格因素。
　　2. 若数据分项合计与总计不等，是由于数据修约误差所致。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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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标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 2020 年全年商标统计数据

2020 年，我国商标注册 576.1 万件。我局收到国内申请人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 7553 件。
2020 年，我局完成商标异议案件审查 14.9 万件，同比增长 64.7%；完成各类商标评审案件审理

35.8 万件，同比增长 7.8%。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版   权

“十三五”期间版权工作回顾（摘要）

“十三五”（2016 年 ~2020 年）期间，我国版权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紧扣住强化版权创造、
保护和运用的主题，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了应有力量。

一、版权法律制度体系逐步完善
　　1. 完成《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
配合相关部门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于 2020 年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2020 年 11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修改 <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 的决定》，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

二、版权执法监管体系不断健全
“十三五”期间，全国各地版权行政执法部门共查办侵权盗版案件 1.3 万余件，收缴各类侵权盗版

制品超过 4000 万件。
　　1. 强化侵权盗版专项整治
各级版权执法部门共查处网络侵权盗版案件 2775 起，依法关闭侵权盗版网站（APP）7763 个，

删除侵权盗版链接 690 余万条，网络侵权盗版高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2. 加强网络版权监管
“十三五”以来，国家版权局共公布重点影视作品预警名单 42 批、678 部重点作品，对央视春晚、

国产优秀电影网络传播进行专项保护，下线盗版链接 100 余万条。
　

2020 全年国内商标注册审查 878.4 万件，平均审查周期缩短至 4 个月

1 月 11 日上午，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召开商标审查工作总结部署视频会议。
2020 年，商标局与各地方商标审查协作中心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在抗击新冠疫情和商标审查提

质增效的双线战役上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全年完成国内商标注册审查 878.4 万件，同比增长 6.43%，
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如期缩短至 4 个月，我国商标注册周期已缩短至 7~8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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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权

       3. 推进版权执法协作
“十三五”以来，各级版权执法部门共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案件 1100 余起。
　　4. 加强重大案件督查督办
国家版权局会同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公安部、高检院等部门加强对重大侵权盗版案件的督

办力度。此外，多部门还联合对地方重点案件进行专项督导检查。
2016 年以来，共联合挂牌督办 249 起重大侵权案件。

三、持续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
2019 年，我国软件著作权登记量达到 148.44 万件，软件业务收入达到 7.21 万亿元。2016 年至

2019 年，软件著作权登记量年均增长 51.26%，软件业务收入年均增长 14.4%。　　

四、版权社会服务体系日益完善
2016 年中国版权产业的行业增加值为 5.45 万亿元人民币 , 占 GDP 比重为 7.33%；2019 年增至 7.32

万亿元人民币，占 GDP 比重为至 7.39%。

……
（来源：国家版权局）

知识产权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 2020 年全年其他知识产权统计数据

地理标志
2020 年，我局受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 10 个，批准保护地理标志产品 6 个，核准使用地理标

志专用标志企业 1052 家，核准注册地理标志商标 765 件。截至 2020 年底，累计批准地理标志产品
2391 个，核准专用标志使用企业 9479 家，累计注册地理标志商标 6085 件。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2020 年，我国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申请 14375 件，同比增长 72.8%；发证 11727 件，同比增长

77.3%。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WIPO 发布《2020 年产权组织事实与数据》：中国实用新型申请量占世界 96.9％

WIPO 近日最新发布了 2020 年最新的知识产权数据统计结果。
据估计，2019 年全球有效的专利为 1490 万件。数量最高的是美国（310 万件），中国（270 万件）

和日本（210 万件）。
在全球活跃的 5820 万商标注册中，生效的最多的是中国（2520 万），其次是美国（280 万），印

度（200 万）和日本（19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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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同样，中国的有效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数量最多，占世界总量的 44％。此外，中国的实用新型量
占 94.2％。

下文将重点披露此次数据中与《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不同的内容：

2019 年，中国力压美国，首次成为 PCT 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国家。

2019 年排名前十的知识产权局的实用新型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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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实用新型是专利权的一种特殊形式。它的要求不如专利严格，但保护期限较短。并非在所有司法
管辖区都提供实用新型的申请。

在 2019 年全球提交的 230 万份申请中，中国的知识产权局收到了全球 96.9％的申请，而其他 79
个知识产权局则仅收到了 3.1％。2009 年至 2019 年，德国，日本和大韩民国知识产权局的申请量大幅
下降。相比之下，中国则显示出了同期的巨大增长。

中国的外观设计申请量占全球一半以上。

2019 年全球提交了超过一百万件外观设计申请。

按外观设计数量衡量，全球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活动中有近 73％发生在 2019 年的前五名知识产
权机构中，其中中国知识产权局有占全球总数 52.3％的申请量。欧盟知识产权局（8.3％）和韩国（5.1％）
分别在整个申请活动中排名第二和第三。

（来源：WIPO 官网）

2021 年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公布：知识产权和中小企业：把创意推向市场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中国办事处 1 月 19 日消息，WIPO 已经公布了 2021 年世界知识
产权日主题：知识产权和中小企业：把创意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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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据了解，每年 4 月 26 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今年（2021 年）的 4 月 26 日是第 21 个世界知识产权日。
WIPO 届时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帮助人们了解知识产权在鼓励创新创造方面的重要作用。

WIPO 介绍称，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创意，并将其创意与智慧相结合，创造出消费者需要的产品
或服务。同时，每个企业都可以利用知识产权来保护商业资产并从中创造价值。研究表明，企业通过
了解、购进和管理知识产权，能够有效的提高业绩。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占世界企业的 90%
左右，雇用全球约 50% 的劳动力，在许多新兴经济体中，中小企业创造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 40%。

WIPO 表示，当前，经济复苏成为当务之急，2021 年的世界知识产权日将介绍知识产权体系下的
各种工具，如专利、商标等，以及如何将创意推向市场；揭示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及它
们如何运用知识产权来建立更强大、更有竞争力和更有韧性的企业；强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世界各
个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部门在为中小企业创造有利条件以推动创新创造、促进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
方面所发挥的核心作用。

（来源：WIPO 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