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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年度工作指引（2022）》

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实施《纲要》

和《规划》为总抓手，全面提高知识产权的创造质量、运用

效益、保护效果、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更大力度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国际合作，推进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

创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保障。

基本原则：坚持落实为要，注重协调联动。加强统筹结

合，注重系统集成。遵循市场规律，注重质量优先。深化改

革创新，注重发展需求。

主要目标：2022年底，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机制进一

步健全，局省市联动工作格局进一步巩固，知识产权创造质

量持续提升、知识产权运用效益加速显现、知识产权服务水

平明显增强，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和竞争统筹推进，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得到全面加强，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为服务构建

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国家知识产权局）



2

《2022 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和“十四五”规划实

施地方工作要点》

近日，《2022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和“十四五”规

划实施地方工作要点》印发实施。《地方工作要点》涉及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加强顶层

设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

知识产权转移转化、优化知识产

权服务、推进知识产权国际合

作、推进知识产权人才和文化建

设等六个方面明确了各地方的主要任务举措。

《地方工作要点》各项任务举措围绕全面贯彻落实《知

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和《“十四五”国

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在加强司法保护、行政保护、

协同保护、源头保护等方面突出了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

工作重点，在完善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机制、提升知识产权转

移转化效益、提升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水平和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国际合作等方面充分体现地方产业发展特色、发挥地方区

位优势。同时，针对《纲要》和《规划》实施过程中的痛点

难点问题积极探索创新工作思路，组织开展先行先试。

《地方工作要点》还从加强组织协调、加强条件保障及

加强考核评估等方面提出组织实施和保障机制。

（国家知识产权局）



3

2021 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正式发布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 2021年中国知识产权发

展状况发布会，《二〇二一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正式

发布。

保护成效：2021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成效得到各国创新

主体和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知识产权

保护社会满意度持续提高，达到 80.61

分（百分制），较去年上升 0.56分。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2021年全球

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第 12位，

较上年上升 2位，连续 9年保持创新引领积极态势。

制度建设：各相关部门依法履行职责，不断健全完善知

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工作水平进一步

提高。2021年，我国修改出台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 2部；

发布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司法解释 4个；出台实施知识产权保

护相关政策文件 20余个。

审批登记：各类知识产权审批登记数量持续增长，审查

质量与效率显著提高。2021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 69.6万

件，同比增长31.3%。商标注册量773.9万件，同比增长34.3%，

国内申请人提交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 5928件，在马德

里联盟中排名第三。著作权登记总量为 626.44万件，同比增

长 24.30%。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申请 9721件，同比增长 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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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全力做好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面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重要指示、论述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的宣传报道，把握新形势新任务，多角度讲好中国知识产权

故事，展示文明大国、负责任大国形象。2021年，针对知识

产权保护重大专题宣传报道总量超 10万篇次，新媒体平台

相关话题参与人次近 40亿。

国际合作：继续深化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

各国各地区知识产权机构的交流合作，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

定，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制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

（国家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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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 报告指出 中国是新冠肺炎疫苗和疗法相关专利

申请的最大来源国

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召开线上发布会，

发布《COVID-19相关疫苗和疗法专利态势报告》。报告指

出，在疫情开始后的 21个月中，全球 49个专利局收到了近

5300件新冠肺炎相关专利申请，包括近 1500件疗法相关申

请和 400余件疫苗相关申请。其中，高校和科研机构在疫苗

相关申请中最为活跃。

报告指出，中国是新冠肺炎疫苗和疗法相关专利申请的

最大来源国。截至 2021年 9月，有 276个

疫苗相关专利申请同族来自中国，中国申

请人还申请了 887件新冠肺炎疗法专利。

在具体研发方面，据世卫组织数据，截至 2021

年 10月，中国共有 34个研发中的新冠肺炎疫苗，其中 23

个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总数位居全球第二。表明中国在新冠

肺炎疫苗和疗法创新方面处于全球“第一方阵”。

报告指出，中国国知局在内的全球主要知识产权机构都

对新冠肺炎相关申请开辟了绿色通道，对审查流程进行不同

程度加快，体现了全球知识产权体系应对疫情挑战的努力。

（国家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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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国著作权登记总量同比增长 24.30%

国家版权局日前通报 2021年全国著作权登记情况，2021

年全国著作权登记总量达 6264378件，同比增长 24.30%。

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版权局和中国版权保护中心

作品登记信息统计，2021年全国共完成作品著作权登记

3983943件，同比增长 20.13%，全国作品著作权登记量总体

呈稳步增长趋势。从作品类型看，登记量最多的是美术作品，

占登记总量的 41.92%，其次是摄影作品，第三位是文字作品。

根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信息统

计，2021年全国共完成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 2280063件，

同比增长 32.34%。从区域分布看，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区

域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登记量约 144万件，占登记总量

63.1%。从登记区域增长情况看，增速最快的是东北地区。

根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著作权质权登记信息统计，2021

年全国共完成著作权质权登记 372

件，同比下降 3.13%；涉及合同数

量 357个，同比增长 4.69%；涉及

作品数量 1078件，同比下降

12.43%；涉及主债务金额 452906.2

万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1.59%；涉

及担保金额 432986.1万元，同比下降 10.31%。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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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PTO 最新报告：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就业占比 44%，

薪资高于其他行业 60%

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发布《知识产权和美国经济

（第三版）》，量化了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美国经济作出

的贡献。报告发现，2019年知识产权活动占美国国内经济活

动的 41%，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共创造 6300万个就业岗位，

占所有就业岗位的 44%。2019年，该产业产生的直接就业岗

位约 4720万个，占总就业岗位的 33%。间接就业占美国就

业总量的其余 11%。2019年，报告涵盖的 127个知识产权密

集型行业创造了美国 21.43万亿美元GDP总额中的 7.8万亿。

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工资更高：其中版权收入最高，其

次是实用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和商标。2019年，知识产权密

集型产业工作者的平均每周收入为 1517美元，比其他产业

每周收入高 60%。

差距依然存在：除亚洲地区少数民族之外，女性和少数

民族在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代表性不

足。在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女性占劳动

力的 43.7%，在非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

女性占 54%。在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黑

人和西班牙裔分别占 8.9%和 13%，而在非知识产权密集型产

业，黑人和西班牙裔所占比例分别为 13.9%和 19.5%。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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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山东省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状况》白皮书

4 月 26 日，山东省政府发布《2021 年山东省知识产权

发展与保护状况》白皮书。2021年，山东全省发明专利授权

3.63万件，商标注册 46.5万件，同比分别增长 35.9%、32.9%；

到 2021年底，全省发明专利拥

有量 15.08万件，每万人口发明

专利拥有量达到 14.85 件，较

2020年底提高 2.45件。有效注

册商标 205.7万件，累计获批准

保护地理标志产品 81个。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取得新进展。

加快构建“十四五”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四梁八柱”。

举办山东省知识产权保护大会、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知

识产权保护与合作论坛等活动；出台《山东省知识产权保护

和促进条例》《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纲要（2021-2035）》、印

发《山东省“十四五”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山东省

专利奖励办法》《地理标志保护和运用“十四五”规划》等。

知识产权保护更加严格有力。2021年，山东全省共办理

商标违法案件 4905件、专利违法案件 1594件，专利侵权纠

纷案件 1437件，地理标志案件 860件。受理调解案件 2015

件，涉案金额 5911.8万元。专利行政裁决“1+5”工作经验

入选全国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典型经验，山东省进入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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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检查考核优秀等次。

推动知识产权金融创新。出台专利价值评价规范地方标

准，完善质押融资贴息、保费补贴、风险补偿工作指南，开

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入园惠企”行动，2021年全省专利质

押项目 2089项、金额 219.7亿元；烟台发行省内第二单、储

架额度 10亿元的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

推进知识产权转移转化。开展高价值专利培育，实施专

利转化专项计划，举办“新旧动能转换高价值专利培育大

赛”，建设新旧动能转换重点产业专利库，累计吸纳国内外

专利 5.2万件，推送专利技术 1.03万件，惠及企业 156家。

加强知识产权运营服务。推进山东省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建设，新建青岛、东营产业运营中心。推进商标品牌指导站、

专利导航服务基地建设，开展专利导航项目 55 项，新建商

标品牌指导站 79家。

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已建设高校国家知识

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6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技术与创新支持

中心 6家。专利优先审查期限由 7日减至 3日；办理“十强”

产业专利优先审查 3573件，完成商标注册实质审查 185万

件。开展专利快速预审工作，累计 503件专利获授权，发明

专利平均授权时间为 55天。推进黄河流域知识产权大数据

中心建设。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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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江苏省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件发布

在第 22 个世界知识产权日来临之际，江苏省知识产权

和商标战略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遴选汇编了 2021 年江

苏省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件。

本次入选的十大典型案件分别是：环球影画公司与千尺

雪公司等“小黄人”著作权侵权纠纷案；设易公司与望拓公

司演绎作品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大自然公司与福建大自然公

司、周某良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三吉利公司

与泓源公司、张某龙、冯某生、杨某胜、曹某球、潘某祥侵

害技术秘密纠纷案；欣盛公司、宏瑞公司等侵犯著作权罪案；

吴某虎、郭某强等侵犯著作权罪案；周某甲等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罪案；美贝尔公司假冒专利、不正当竞争案；埃

科特莱茵公司、杨森公司与艾康公司专利侵权纠纷案；南京

海关查办涉嫌侵犯某滤芯外壳专利权案。

这些案件涉及著作权、专利、商标、商业秘密等领域，

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兼备，部分案件是新

环境新业态下出现的新型侵权案件，案情

复杂，事实认定困难，社会影响较大，处

理过程复杂，充分彰显了江苏省知识产权

“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的氛围和成效。

（国家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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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16 所高校成立知识产权运营联盟

4 月 20 日，2022 年湖南省知识产权宣传周启动仪式上，

16 所高校代表签约成立了湖南省高校知识产权运营联盟。

为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主阵地作用，促进高校知识产权运

用工作交流，全面提升湖南省高校知识产权运营水平，由全

国首批知识产权示范高校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发起，湖南师

范大学、湘潭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湖南农业大学、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科技大学、吉首大学、

湖南工业大学、湖南文理学院、湖南城市学院、邵阳学院、

怀化学院、长沙学院 14 所高校首期加入，成立湖南省高校

知识产权运营联盟。

高校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技成果和知识产

权的重要供给侧。盘活、用好知识产权资源，使其产生效益、

推动发展，既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重要一环，也是知识产权强省的关键

环节。湖南省从 2018 年开始已支持 8

所高校建设知识产权中心，极大地促

进了高校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

护、管理和服务。四年来，全省 8 所试点高校通过许可、转

让和作价入股等方式，实现知识产权转化金额超过 30 亿元。

（国家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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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出台知识产权保护条例

3月 31日，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表

决通过《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自 2022年 7月 1日

起施行。《条例》的出台是北京市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十

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系列

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和《“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立

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城市，加快打

造知识产权首善之区的重要举措，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服务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知识产权法治保障。

《条例》共七章五十七条，主要规定了知识产权行政保

护和司法保护、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保

护、公共服务以及纠纷多元调处等内

容，着力构建行政监管、司法保护、行

业自律、社会监督、公共服务、纠纷多

元调处的知识产权保护格局，健全制度

完善、运行高效、管理科学、服务优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条例》颁布实施后，北京市将认真抓好贯彻实施工作，

及时制定配套政策，丰富完善法规政策体系；大力推动普法

宣讲，积极营造良好知识产权法治环境；适时开展实施评估，

持续深化《条例》有效执行。

（国家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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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5 月山东大学专利简讯

2022年 3-5月山东大学公开（公告）专利中，中国专利

1548件，其中 775件专利已授权（发明专利 685件，实用新

型 73件，外观设计 17 件）。PCT 国际申请 22 件。美国专

利 21件，13件已授权。南非专利 11件，已授权。澳大利亚

专利 10件，1件已授权。欧专局专利 3件。比利时、卢森堡

专利各 3件，德国专利 2件，日本、西班牙、韩国、荷兰专

利各 1件，均已授权。（注：检索时间为 2022年 6月 6日）

2022 年 3-5 月公开（公告）专利类型分布

2022 年 3-5 月公开（公告）专利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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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例药品专利链接诉讼案件宣判

近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开宣判原告中外制药株式会

社诉被告温州海鹤药业有限公司确认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

范围纠纷一审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仿制药并未落入

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案为

新《专利法》实施以来全国首例药品专利链接诉讼案件。

原告中外制药株式会社为第 200580009877.6号，“ED-71

制剂”(简称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也是相关上市专利药品

“艾地骨化醇软胶囊”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主要用来治

疗骨质疏松。原告就上述药品和涉案专利登记在中国上市药

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

原告发现，被告温州海鹤药业有限公司向国家药监部门

申请注册了名称为“艾地骨化醇软胶囊”的仿制药上市许可申

请，还在中国上市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就上述仿制药作出

第 4.2类声明，其仿制药未落入相关专利权保护范围。原告

依据新《专利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

确认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纠纷，请求确认被告申请注册

的仿制药“艾地骨化醇软胶囊”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认为，涉案仿制药使用技术方案

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的技术方案既不相同，亦不等同，故

该技术方案未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的保护范围。鉴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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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要求 2-6为权利要求 1的从属权利要求，在涉案仿制药的

技术方案未落入权利要求 1的保护范围的情况下，其亦不落

入权利要求 2-6的保护范围。据此，原告有关涉案仿制药落

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6的保护范围的主张不能成立，法院

不予支持。原告当庭表示将会上诉，被告表示服从一审判决。

据了解，2021年 6月 1日，新《专利法》第七十六条增

设了“因申请注册的药品相关的专利权产生纠纷的解决机

制”，正式确立了中国的“药品专利链接制度”。随后，最

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申请注册的药品

相关的专利权纠纷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就

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具体规定，并确定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集中管辖上述药品专利链接诉讼案件。

该案件承办法官表示，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重要意义既

在于为原研药企业增强对药品市场确

定性的判断，持续投入，促进行业创

新发展，也在于为仿制药企业提前

确认仿制药上市风险，避免盲目上

市导致高额诉讼赔偿，进而推动仿

制药的高质量发展。通过平衡原研药企业和仿制药企业利

益，最大限度地推动药品的可及性，让中国老百姓吃上好药，

吃上便宜药。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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