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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新时代我市知识产权工作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系高质量发展，关系人民生活幸福，关系国家对
外开放大局，关系国家安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和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出发，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促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天津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坚定不移实施知识产权强市战略，
取得显著成效。

“十三五”：交上合格成绩单
“十三五”
时期，
天津知识产权工作乘势而上，
始终树牢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全市知识产
权综合实力和总体水平保持全国先进行列，
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引领作用。
2020 年，我市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24.4 件，比 2015 年翻一番，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8.6 件，位居全国第六位；有效专利 24.6
万件，比 2015 年增长 137.05%。商标注册量实现快速增长，累计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
28.89 万件，比 2015 年增长 154.40%；驰名商标拥有量达到 156 件，比 2015 年增长 7.59%；
马德里及其他境外商标注册量达到 353 件，比 2015 年增长 32.21%。作品著作权登记量
达到 21.34 万件，位居全国第四。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数量由 2015 年的 25 件增至 27 件；
2020 年，全市种业企业获得授权植物新品种 21 个，累计获得授权植物新品种达到 177
个，
是 2015 年的 3.93 倍。2018 年、2019 年连续两年获得国家专利金奖 3 项。
制订发布全国首部省级知识产权保护的综合性地方
法规《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的实施意见》。先后组织“护航”
、
“剑网”
、
“亮剑”
、
“云端”
、
“春雷”
、
“昆仑”
等专
项整治行动，破获价值近 6 亿元的侵犯钢管公司著名商标案等大案要案。累计立案查
处各类专利行政案件 1388 件，查处商标侵权案件 2184 件。全市法院累计新收知识产权
各类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 26044 件，审结 24624 件。检察机关累计批准逮捕侵犯知识
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类犯罪案件 494 件 827 人，提起公诉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
冒伪劣商品类犯罪案件 705 件 1380 人。建立了 8 家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服务站，培
育了 6 家国家级规范化市场。建立了软件正版化长效工作机制，查办了 3 起版权大案
要案，
并入选国家“版权十大案件”
。我市知识产权保护满意度位居全国前列。
“十三五”
时期，
我市知识产权运营体系建设取得新进
展，专利质押融资额累计达到 113.93 亿元，比“十二五”时期增长 96.56%。东丽区、滨海
新区先后获批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城市。建成一批华北知识产权运营
中心特色分中心。28 家工业企业获批成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企业知识产权运用试
点，21 家企业成为天津市工业企业知识产权运用标杆，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
新材料等知识产权密集产业形成示范效应。高校、院所、新型研发机构专利技术成果转
移转化能力不断提升，
南开大学等高校专门成立技术开发与成果转化办公室，
形成了作
价入股等转化新模式。
“十三五”时期，累计培育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
范）企业 66 家，比 2015 年增长 22.22%，涌现出海鸥表业、天发水电、正平机械等一批优
秀典型企业。确定中环领先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等 30 家企业成为天津市高价值专利培
育企业。企业知识产权规范化管理持续优化。深入推进企业商标战略行动，商标战略
实施示范企业达到 19 家，天士力、天地伟业等单位被认定为“全国商标战略示范企
业”。拥有老字号经营户达到 149 家，
“老字号”再次焕发新活力。拥有“天津市版权示
范单位”
52 家、
“国家版权示范单位”
8 家，
版权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三地共同成立京津冀知识产权发展联盟、
京津冀知
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联盟，
联合挂牌成立京津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武清联合工作站、京
津冀家具行业知识产权维权援助联合工作站，
举办
“京津冀知识产权协同发展高层论坛”
等活动，
京津冀知识产权协同力度显著加大。
全面落实市政府机构改革方案，重新组建市知识产
权局，实现专利、商标、地理标志的统一管理。落实“一制三化”改革要求，印发《天津市
知识产权局关于落实“承诺制标准化智能化便利化”
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细则》，
提升效
率。落实“政务一网通”改革方案，
实现 32 项专利事务的办理“最多跑一次”，
30 项“一
次不用跑”。建立行政司法机构定期交流、案件协查、专题研判、企业援助、政策会商等
工作体系。大力推进天津自贸区知识产权综合改革，实现专利、商标、版权“一窗口”办
理。全面推进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全市法院知识产权审判部门实现统一
审理指定辖区内的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
强化知识产权品牌服务机构培育，专利代理机构由
2015 年的 26 家增至 88 家，市级服务品牌机构达到 13 家，国家级服务品牌机构达到 10
家，各类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突破 300 家。建成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协作天津中心、
8 个商标受理窗口、
“天津市知识产权服务网”等公共服务平台。建成并投入使用“天津
市作品著作权登记系统”。
“十三五”时期，全民知识产权意识明显提高，每年定
期发布《天津市知识产权发展状况白皮书》
《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定期举
办天津市知识产权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累计发放宣传书籍 5000 余册，策划宣传报道
全市知识产权重点活动 100 多期，培训各类知识产权人员 5 万人次，在全社会营造出尊
重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

知识产权自主创造水平显著提升。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更加活跃。

企业知识产权综合能力不断提升。

京津冀知识产权协同不断深化。
知识产权管理改革持续深化。

知识产权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知识产权文化氛围逐步优化。

“十四五”：加强顶层设计 提升知识产权综合能力
日前，天津市出台《天津市知识产权“十四五”
规划》，将全力实施“九大工程”，坚持“干”字当头、
“实”字为先、
“进”字为要，全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
署在天津落地生根，努力推动天津建成创新发展、
开放包容、生态宜居、民主法治、文明幸福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大都市。

（一）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提升工程

加快推进“津城”
“滨城”
双保护中心建设，
充分
发挥中国（天津）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中国（滨海新
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作用，强化国家知识产权
资源的对接和行业资源的集聚，
重点面向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和新材料产业、高端装备制造和生物医
药产业开展专利快速预审、确权、维权，
开展知识产
权保护执法协作、协调联动，
为市场主体提供便捷、
高效、低成本的维权渠道。建立国家知识产权局商
标局天津巡回评审庭，构建商标评审绿色通道，为
创新主体提供便捷化、高效化服务，营造公平竞争
的市场秩序。

（二）企业知识产权效能提升工程

推动企业加强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体系建
设。推动企业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工作体系，
鼓励
有条件的科技中小企业实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
范》国家标准，加大中小企业托管服务力度。面向
科技中小企业派遣知识产权专员。加快推进自主
创新原始创新，
鼓励和支持企业加强关键前沿技术
知识产权创造，全面提升企业知识产权综合能力，
着力培育一批知识产权质量较高、运用能力较好、
保护能力较强、市场竞争优势明显的企业集群。

（三）专利密集型产业培育工程

主动对接产业发展需求，
制定专利密集型产业
目录，
开展专利集群管理，
推动专利集成运用，
以重
点产业为着力点，以专利数质量为支撑点，加快培
育专利密集型产业。强化密集型产业政策扶持力
度，
引导和支持各种优势资源向专利密集型产业集
聚。针对专利密集型产业做好专利分析工作。对
专利密集型产业培育工作进行科学监测和评价。
建立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核算统计机制。

（四）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城市建设工程

深化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城市建设，
构
建政策完善、运营规范、体系健全的市场化知识产
权运营服务体系，
打通从源头创新到产业化的知识
产权运营全链条。推动滨海新区和东丽区开展国
家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城市建设，
建立健全知识
产权运用促进制度，促进知识产权转让、许可数量
快速增长。拓展知识产权金融服务范畴，
丰富知识
产权金融产品和服务工具。建设高水平知识产权
服务业集聚区，
建设一批区域性知识产权运营服务
平台，
培育一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五）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程

建立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开展
“一带一路”
走出去企业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
编
制企业知识产权风险防范服务指南，
提供海外知识
产权纠纷协调解决针对性措施。支持各类社会组
织开展知识产权涉外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加强海外
专利、商标、地理标志、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侵权假冒
风险防控。鼓励保险公司持续完善专利保险产品，
积极开展专利执行险、境外展会专利纠纷法律费用

险等保险业务，
降低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成本。建立
海外维权专家顾问制度，
做好津门老字号和天津市
重点培育的国际自主品牌认定，
保护具有天津地域
特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老字号品牌，培育天津国
际自主品牌。

（六）知识产权强区建设提升工程

推进各区知识产权工作体系建设，
引导各区知
识产权工作高质量发展。重点开展国家知识产权
试点示范城市建设，推进西青区、滨海新区深化国
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区建设，推进东丽区、武清区等
申报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区。推进中新生态城专
利与标准融合发展。加快知识产权强区建设，
建立
健全市、区、街镇三级联动知识产权工作体系。大
力推进各区在区财政设立知识产权专项资金，
提高
知识产权投入。围绕特色产业，
培育一批知识产权
特色小镇，深入建设东丽区华明街、北辰区小淀镇
知识产权特色小镇，重点培育静海区大邱庄镇、西
青区精武镇等知识产权特色小镇。

（七）知识产权人才引进培育工程

加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培养，对接天津“海河
英才”计划，加大行业高端知识产权人才的引进力
度。鼓励社会化的知识产权培训机构发展壮大，
开
发市场化的知识产权培训产品，
丰富知识产权培训
内容。支持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领军企业或
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联合建立知识产权培训基地，
加快培育知识产权应用型人才。开展知识产权专
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
壮大企事业单位专业化知识
产权人才队伍。加强专利代理师考试培训和执业
培训，
强化专利代理师人才队伍培养。持续开展知
识产权大讲堂活动，打造精品知识产权培训课程，
提升企业知识产权竞争力。

（八）商标和地理标志品牌价值提升工程

运用老字号商标品牌、驰名商标品牌保护名
录，加大老字号商标品牌、驰名商标保护力度。加
强新媒体宣传，利用新媒体平台宣传老字号、驰名
商标优秀经营理念，挖掘历史文化内涵，提升老字
号、驰名商标品牌价值，提升企业市场竞争能力。
引导涉农产品增加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申报，
提高地
理标志集体、证明商标申请注册量。规范地理标志
使用管理，
提升地理标志涉农产品特殊品质及附加
值，
助力乡村振兴。

（九）版权及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工程

完善版权社会服务体系，
优化版权社会服务体
制机制，逐步规范作品登记、涉外著作权合同登记
等工作，
提升著作权登记的社会服务水平。充分发
挥版权协会、版权服务站、行业版权联盟等版权社
会组织的作用，
加强对版权社会组织的支持和管理，
进一步提升版权服务水平。深化我市版权示范单位
的创建工作，
继续开展申报国家版权示范单位和示
范园区的工作，
规范版权产业园区版权管理，
发挥版
权在市场要素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促进版权创造
和运用，
实现由数量和速度向质量和效益转变，
推动
版权产业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推进使用正版软件
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优势，
完善软件正版化工作
监管体系，
巩固政府机关软件正版化工作成果，
持续
深入推进企事业单位软件正版化工作，
推动重要行
业和重点领域软件正版化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双保护中心”:服务“津城”“滨城”高质量发展
在全国第一个发布省级知识产权地方性综
合法规，构建全市知识产权一盘棋“大保护”工
作体系，围绕“一基地三区”定位和双城发展规
划，
布局“双保护中心”
一站式保护服务体系，
打
造双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试点城区，建
立北方第一家商标巡回评审庭……天津作为改
革开放的先行区，
坚定践行新发展理念，
围绕高
质量发展要求，
高标准打造知识产权保护高地，
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知识产权强市建设之
路，
尤其是建成中国（天津）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
中国（滨海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为津城“滨
城”
双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培育高价值专利，为创新发展注入活力源
泉。全力推动知识产权“放管服”改革，构建重

点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企业创新发展助
力。继天津滨海新区保护中心自 2019 年 10 月
运行后，2020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建设
中国（天津）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天津市知识产
权局和保护中心发挥“三牛”精神，夜以继日地
工作，2021 年 3 月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验收，比
要求时间缩短 5 个月，创造了“天津速度”，实现
了双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格局，分别面向高端装
备制造、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四
个产业领域开展专利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
维权、专利导航运营等专业性服务。通过快速
预审通道，
发明专利平均授权周期大幅缩短，
由
22 个月压缩至 3 个月，为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
上市赢得了时间。
目前，围绕“1+3+4”等重点产业，天津已培
育 66 家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试点单位，
产出
一批关键技术领域专利组合。人工智能领域，

信创产业初步形成涵盖芯片、
操作系统、
服务器、
超算、数据库、安全软件的完整产业链。高端装
备形成以海工装备、轨道交通装备、机器人等为
代表的产业集群。信息安全、动力电池两个集
群成功入选全国先进制造业集群。5G 射频前
端、晶圆抛光及减薄装备等技术成果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银河麒麟操作系统 V10 上榜 2020 年
国内十大科技新闻、央企十大国之重器。装备
制造领域，225MN 重型卧式铝挤压成套装备刷
新世界之最，海洋地震拖缆采集装备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1200 吨蒙皮拉伸机、
超大型热轧 H 型
钢等打破国外垄断，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等填
补世界多项行业空白。生物医药领域，嵌合
CD19 受体 T 细胞免疫治疗、天然活性物质生物
合成、慢性硬膜下血肿药物治疗等关键技术取
得重要突破，
埃博拉病毒疫苗、
人工心脏、
创新脑
胶质瘤治疗药物等多项成果实现全国第一。新
能源新材料领域，
光伏用 12 英寸硅片全球首发，
智能磁悬浮透平真空泵技术国际首创，27.5kV
高压有源电力滤波器等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强大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让天津成为创
新的热土，
创新发展的奇迹在这里不断上演。

严打侵权行为，为高质量发展营造优质营
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天津坚

持用最严的标准、最严的要求、最严的措施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近年来，天津大力推进知识产
权保护体系建设，
强化“顶层设计”，
为建设高标
准市场体系保驾护航。颁布《天津市知识产权
保护条例》，
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
意见》
《2020-2021 年天津市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推进计划》
《天津市知识产权“十四五”
规划》
《天

津市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创新活力的工
作措施》，
构建全市
“一盘棋”
的保护格局。
保护中心进一步加快完善知识产权纠纷调
解、展会保护和新业态保护工作机制，
畅通知识
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渠道。双保护中心均成立人
民调解委员会，实现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零
的突破。受理行政及司法委托知识产权纠纷调
解案件 374 件，调解成功 354 件，获得当事人一
致好评。进驻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第二十届
中 国 北 方 国 际 自 行 车 电 动 车 展 、碧 海 ( 中 国)
2021 年春季钓具产业博览会、中国建筑科学大
会暨绿色智慧建筑博览会等展会，共受理专利
侵权纠纷案件 46 件，查处假冒、标识不规范案
件 378 件。提供知识产权宣传、咨询、维权等保
护服务，发放宣传资料 1000 余份，解答各类咨
询 200 余件次。聚焦知识产权保护关键领域环
节，
强化新行业、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针对消
费者关注的电子商务平台领域，
在淘宝、阿里巴
巴、京东等大型电商平台开展专利打假行动，
协
助区市场监管局查处电商平台假冒、标识不规
范案件 684 件，
有效维护了正常交易秩序。

建设海外维权机构，助力企业出海乘风破
浪。随着越来越多天津企业走出国门，走向全

球，
海外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与日俱增。对此，
知识产权部门着力加强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
服务，
健全重大涉外知识产权纠纷预警防范、信
息通报和应急机制，促进企业知识产权海外布
局和维权能力不断提升。滨海新区保护中心设
立“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地方
分中心”，完善区域行业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体
系，集聚各方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助力企业海

外知识产权维权。
针对企业出海容易遇到的知识产权问题和
纠纷，天津持续加强海外知识产权保护指引和
风险防范，研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策略，
4.26 期间，天津保护中心与天津市知识产权局、
天津海关、市贸促会共同举办“走出去”企业知
识产权保护培训，邀请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家针
对企业开展知识产权海外诉讼能力培训，为企
业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供指引和帮助。
2021
年 6 月 4 日，
天津市上市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联盟
揭牌仪式暨联盟工作研讨会在中国（天津）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举行。天津市上市企业知识产权保
护联盟由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金
融工作局、
天津市知识产权局负责指导，
中国（天
津）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作为联盟的执行机构将以
服务我市上市企业为宗旨，
为联盟成员提供知识
产权保护方案、
快速审查、
快速确权和相关培训，
拓宽上市企业交流渠道，
组织联盟成员进行知识
产权业务探讨，
加强企业间在知识产权保护、
创新
成果转化方面的交流，
促进上市企业携手共进。
目前共有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
天
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等19家天津市上市企业加入联盟。
4 月 19 日，
国家知识
产权局商标局在保护中心设立了全国第二家（上
海、
天津）、
北方第一家商标巡回评审庭。商标巡
回评审庭将改变商标集中审查、
书面审查的一贯
做法，通过商标局巡回审查合议组与商标申请
人、商标异议人、商标代理机构等当事人共同出
庭，
采取当面质证、当面交流等方式对商标进行
口头审理，
最终形成审查意见。这种审查方式为
商标申请人等当事人提供了与商标审查员当面
沟通交流的机会，拓展了商标评审的渠道和方
式，
为我市、
京津冀地区、
甚至北方地区各类市场
主体提供了参加商标口头评审的便利条件。

成立上市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联盟。

设立商标巡回评审厅。

我为群众办实事
精准服务促发展
市知识产权局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扎实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充分发挥 8 支
重点企业服务队作用，
以企业、高校科研单位及
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为重点，为企业提供“实打
实、心贴心”的高效服务。2021 年以来共派出
人员 643 人次，深入企业 222 户次，解决问题
363 个。其中服务队赴湖南长沙登门服务远大
科技集团、服务东丽区“胡张庄”集体商标核准
注册工作、服务康希诺公司疫苗商标注册工作
以及服务赛象集团下属高科技医疗企业做好专
利布局，均取得了良好效果。不断提高专利代
办质量，提升服务能力。2021 年以来专利代办
窗口受理企业电子申请 6.3 万次，
实施专利费用
减缴 1.2 亿元，开展专利优先审查 354 次。推进
检索分析系统建设，做好新一代专利检索分析
系统的推广和维护，为企事业单位提供便捷高
效的用户注册、检索和专利分析体验，2021 年
以来为各用户提供专利浏览 20981 次，提供高
级检索 6906 次，
下载文献数量 29657 篇。

小窗口大作为
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
今年 6 月份，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业务天
津北辰受理窗口（以下简称“北辰商标受理窗
口”
）被国家商标局评为全国优秀商标受理窗
口。自 2019 年底成立以来，北辰商标受理窗口
始终秉持“小窗口”
“大作为”的理念，全力服务
北辰区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注重做好商标业
务办理前期指导、中期讲解、后期跟进工作，使
商标申请人明明白白实现商标注册。自窗口设
立以来，接受电话咨询 1700 余次、接待来人咨
询 850 余人次，受理各类商标业务 789 件，协助
企业缴费 373 件，助力企业融资 2050 万元，发放
商标法规政策宣传材料 5000 余份。像北辰商
标受理这样的窗口，我市还有津城、滨城、自贸
区、和平、南开、静海、宝坻等 7 个，可以开展向
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商标、转让、使用许可备案
和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等 24 项业务，填补了我
市历史上无权受理商标申请登记的空白。

示范引领知识产权运
营服务体系建设
2019 年、2020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先后批准
东丽区、滨海新区为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
系建设城市，共获得国家财政 3 亿元支持。获
批后，
两区持续推进试点城市建设，
引导知识产
权证券化和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建设。东丽
区知识产权服务业聚集区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
正式揭牌,在华明特色小镇内规划设立知识产
权大厦作为服务业聚集区总部基地。滨海新区
正式印发《滨海新区开展知识产权证券化工作
方案》及《滨海新区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
项目申报指南》，对接意向金融机构，在新区范
围内筛选知识产权实力较强的企业，协调企业
作为融资人参与证券化，同时明确了对成功发
行证券化产品的发行牵头机构予以 200 万元奖
励。滨海新区引进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
平台在滨海新区注册成立天津滨海知识产权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高质量知识产权服务。

2021年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示范区筹建名单

小站稻独流老醋
榜上有名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 2021 年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筹建名单，全国共 50 家
示范区获批筹建，我市 2 家入选，分别是小站稻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独流老醋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是以开展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为主，具有一定规模，管理规
范，产品对周边相关产业生产能起到显著示范
带动作用的区域。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
区筹建期为 3 年。获批筹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示范区，将进一步完善地理标志产品的标
准、检测、质量控制和管理体系建设，提高地理
标志产品质量和竞争力。
下一步我市将按照高标准建设、高水平保
护，
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原则，
进一步创新工作方
式，
研究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和措施，
在夯实保护
制度、健全工作体系、加大保护力度、强化保护
宣传和加强合作共赢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和指
导，
力争通过三年建设，
提升示范区地理标志知
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增加地理标志产品市场附
加值，发挥对区域特色经济发展的带动引领作
用，
形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强大合力，全面提高区域经济、社会、生
态发展的综合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