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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宁波专利授权量持续
增长。数据显示，2021年宁波市
专利授权量 64024 件，同比增长
15.86%；发明专利授权量7223件，
同比增长52.51%；PCT专利申请
609件，同比增长6.65%；有效发明
专 利 量 37743 件 ，同 比 增 长
24.84%。宁波市高新技术企业平
均拥有发明专利数量从2018年的
4.43件提升到2020年的6.65件，
年均增幅达到14.5%。

一方面是企业踊跃创新，另一
方面部分企业知识产权意识偏弱、
忽视知识产权的创造、申请、运用、
维护、管理的痛点仍在。“企业的知
识产权侵权多为集体性侵权，侵权
方多为中小微企业，且侵权地分布
范围广。被侵权一方往往面临发现
侵权难、维权周期长、成本高和维权

效果不明显等难题。”浙江素豪律师
事务所专利代理师、律师沈立华告
诉记者，在极端的情况下，专利民事
诉讼最长要经过的程序包括调查取
证、民事立案、专利复审委员会无效
审查，再经过行政诉讼一审、二审，
然后又回到法院民事诉讼，有时还
要经历二审，耗时可能长达几年。
此时，一项专利产品的全生命周期
可能已经结束，市场已不复存在。

当然，诉讼并非化解纠纷的唯
一途径，宁波相关部门积极推动构
建、完善知识产权多元保护体系，
实现从“单点作战”向“立体化保
护”的转变。宁波也有多家专业服
务机构开展知识产权业务，还有律
师事务所创设了“随手打”一站式
知识产权维权平台，统筹服务资
源，协同快速维权。

“明明有专利，为何还会被诉侵权？”
有专利之后也不能“高枕无忧”！

知识产权布局与管理中，不少企业仍存“痛点”

世界知识产权日，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2001年4月26日设立，并决定从
2001年起将每年的4月26日定为“世界知识产权日”，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树
立尊重知识、崇尚科学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营造鼓励知识创新的法律环
境。2022 年世界知识产权日的主题是“知识产权与青年：锐意创新，建设未
来”，旨在庆祝由青年主导的创新和创造。

知识产权是创新发展的促进器，然而，却
有不少中小型制造企业在创新研发和经营过
程中陷入知识产权的维权困难或是侵权尴
尬。在4月26日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
记者采访了从事专利业务多年的律师和相关
业内人士，从案例、经验入手，为中小企业知
识产权保护提供建议。

宁波的A公司是某家居用品
制造企业，由于起步早、重视研发，
公司从10多年前开始就陆续申请
了几十项专利，其中还包括多项发
明专利。然而，该公司近日却被同
行B公司以侵害实用新型专利为
由告上法院，要求其赔偿损失，并
立即停止制造、销售侵权产品及销
毁模具。

“A公司负责人找到我们时，非
常委屈、疑惑，说明明自己是行业先
行者，拥有很多专利，怎么还会被人
告？”从事专利代理业务多年的浙江
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邱积权告诉记
者，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知识产权保
护力度的增强，企业也越来越重视
知识产权保护，在研发新产品时，多
数企业都会申请专利以保护其新设
计、新技术，“但这里需要澄清一个
认识误区，一个产品自己有很多专
利，与该产品还是会侵犯他人专利，

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专利授权是由国家知识产权

局专利局进行审查，只要专利申请
文件符合授权条件，知识产权局就
会下发专利证书；而产品是否会
侵犯专利，则由法院来判断，其标
准在于，被诉侵权产品是否使用
了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书中所记
载的技术方案或者是否与在先设
计相同或近似。

“由于很多技术并非纯原创，
而是对在先技术的改进，改进本身
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新颖性、实用
性，符合专利授权条件。但是，这
些改进技术所应用的产品有可能
继续使用了在先技术的相关专利
的技术方案，并没有完全脱离在先
专利的技术基础，因此改进专利产
品上市销售后，还是会落入在先专
利的保护范围，进而构成侵权。”邱
积权表示。

产品取得专利权不等于产品
不会侵权。回到上述的案例，那
么，A公司真的侵权了么？

“经过我们的调查，涉案专利
是B公司在A公司产品的基础上，
对某个局部结构进行的微创新，而
B公司发起诉讼的目的并非纯粹想
要获取赔偿，而是想要通过专利诉
讼来扩展自己市场份额。”邱积权
说，在与工程师反复沟通、了解技术
发展脉络，并对B公司专利的发明
点等进行深入分析后，他们发现，B
公司的专利权利存在缺少必要技术
特征和概括过大导致保护范围不清
楚的问题，并以此为由向B公司专
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最终反击成
功，法院驳回了B公司的主张。

“事实上，该案也暴露出企业

在专利布局与管理中存在的漏洞
和共性问题。”邱积权说，他们在梳
理了A公司的所有专利后发现，该
公司将专利作为产品销售的通行
证和挂在墙上的企业荣誉，认为

。殊不知，其部分专利在技术
上已被淘汰，或是因未交年费而过
期，而创新度较高的发明专利，也
因技术特征过度限制、权利范围过
小，存在隐患，即竞争对手模仿时
仅需改变技术细节，专利技术点就
会被绕开。

“申请了专利，但并未关注专
利的权利范围、及时有效维护，没
有很好地实现专利应有价值、最后
反而自己卷入专利侵权纠纷中，这
是很多企业需要引以为鉴的。”邱
积权说。

“明明有专利，为何会被人告了？”

不少企业专利布局与管理中存在漏洞

宁波积极推动构建完善多元保护体系

知识产权保护，需多方合力，
对企业而言，相较于事后维权，做
好主动防范肯定是性价比最高的。

业内人士建议，对于制造业企
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来说，一定
要强化知识产权意识，及时将创
意、想法、技术用载体固定下来，从
技术和法律层面重视专利权利要
求书撰写，并增加保护手段，建立
专业的知识产权保护队伍和制度
体系，提升专利布局能力和预见性
管理水平，主动排除企业发展过程
中知识产权相关的各种漏洞。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企业在研
发新产品时，还需要做好专利检索
和专利侵权规避设计，对同行先行
者、竞争对手的专利或者是研发领
域的技术做一个调查和梳理，了解
现有技术的状态，防止重复研发，
还可以为研发提供方向性意见，避
免研发成果侵权。

只有做好知识产权的前端监
测、中端维护、末端维权，企业才能
真正让自身的知识产权工作发挥
保护创新、保护市场、保护竞争力
的职能。 记者 王思勤

企业要做好知识产权的
前端监测、中端维护和末端维权D

C

B

1.宁波率先在全省实现基层版权服务全覆盖

2.宁波创新机制激活创造力，版权作品屡获大奖

3.宁波企业开发软件为国家新冠疫苗生产提速增效

4.慈溪市入选中国县域知识产权竞争力十强

5.宁波太平鸟公司获评全国版权示范单位

6.宁波查处全省首例盗录院线电影案

7.宁波查处全省首例违法销售境外游戏出版物案件

8.宁波市连续11年获评全国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重大案件办案单位

9.宁波海关坚持“严保护”查获63起侵犯著作权系列案

10.宁波法院宣判作品展览权纠纷案规范美术作品版权保护范围

去年版权登记量同比增长59%，再创历史新高！
我市连续第十年发布十大版权事件

4月25日下午，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
（市版权局）发布了2021年度宁波十大版
权事件。

据了解，这是宁波市连续第十年开
展十大版权事件评选。“通过评选发布版
权典型事例，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版权保护
意识，形成浓厚的尊重版权、保护版权的
氛围。”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市版权局）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刚刚发布
的2021年十大版权事件较为直观地反映
了去年宁波版权工作的成效和亮点，主要
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版权创造提质增效。版权作品
不仅数量连续大幅增长，2021年全市版权

登记量达到8979件，同比增长59%，再创
历史新高，而且质量有了大幅提升，版权
作品在全国、全省屡获大奖。

二是版权创新亮点凸显。2021年版
权创造和版权工作创新，亮点纷呈。

三是版权执法成效显著。2021年十
大版权事件中有不少影响较大的典型案
件，体现了宁波市加强反
侵权反盗版的力度和案
件处置的成功经验，其中

“3·10盗录院线电影案”
为2021年浙江省查处侵
犯院线电影著作权首
案。 记者 朱立奇

什么是“种子”？什么是“稻种”？
为何同样种子种出的产品，有些就是假冒伪劣？
昨日揭牌的这个工作站，教你如何保护农业知识产权

“今后要是再发现‘甬优’的种子出现假冒伪劣产品，可以通过宁波农
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指导我们维权，我们就能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
在育种科研工作中了。”4月25日，“宁波市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揭
牌仪式在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晓燕为宁波市公安局牵头成立的这个工作站拍手叫好。

当天，宁波市公安局联合宁波
市市场监管局、宁波市农业农村局
为宁波市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
揭牌。

据了解，宁波市农业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站是全市非营利性社
会组织，专业从事农业知识产权
维权的服务机构，旨在为会员单
位积极搭建沟通协作渠道，让他
们与宁波市政府下属知识产权保
护职能部门及专业知识产权服务
机构形成联动，依法规范维权，逐
步提升我市农业知识产权的综合
竞争优势。

“近年来，虽然我国种业市场秩
序不断规范，但套牌侵权的假种子、
实质相似的‘仿种子’问题依然突
出，既侵害了品种权人的合法权益，
严重制约种业自主创新，也给农业
生产用种带来潜在隐患。”宁波市农
业农村局综合行政执法队处长周宏
华对记者说。

近几年，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
司饱受“仿种子”困扰。王晓燕说：

“我们是农业知识产权创新企业。
农业是一个‘露天工厂’，很容易发
生知识产权遗失。我们就发现亲本
种子被偷，市场上出现类似于我们

‘甬优’的品种。”大量假冒伪劣种子
让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苦不堪
言。“为了维权，我们找到农业执法
大队，但他们工作有局限性，行政执
法受限地域管辖，无法开展纵深链
条式打击。”

直到去年，宁波市公安局联合
多个部门破获了这个案件。“在公安
部门帮助下，这个案件终于破了。
我明白了维权首先要收集证据立
案，案件额度在50000元以上，公安
部门就可以根据证据追究刑事责
任。”王晓燕说，自己维权耗费大量
的时间、精力，有了宁波市农业知识
产权保护工作站，“我们可以腾出更
多的时间去搞科研。”

种子的形成有严格的工序，宁波
市公安局经侦（知产）支队副支队长
吴寒冰告诉记者：“我国育种部与种
业公司单项签订购销合同，发给他们
的种子，种出稻种。稻种在流水线
上，经过烘干、筛选、择优和专业包
装，流入市场，才能称作种子。”

种子的知识产权体现在什么地
方呢？“只有经过种业公司筛选、经过
农业农村部门专营专卖，才能保证甬
优稻种的出芽率，如果违反了当中任
何一环，那么就造成了种业知识产权
危害，可能导致禾苗参差不齐，稻谷
大面积减产，甬优稻种受影响，引起
粮食安全问题。”

去年，宁波市公安局经侦（知
产）支队就联合多个部门，破获8起

种业知识产权案件。吴寒冰说，当
时在省厅食药环知犯罪侦查总队的
指导下，紧密联动宁波市农业农村
局综合执法队，联合鄞州公安分局
经侦大队组成专案组，行刑结合，有
力打击了侵犯农业知识产权的违法
犯罪行为。

“案件横跨浙江、江苏两省，涉
及宁波、台州、金华、嘉兴等多地，系
列性侵犯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和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研发的‘甬
优系列’杂交水稻种子知识产权。”
吴寒冰告诉记者，这些种子非常了
不起，是中国人的骄傲，它们经过数
十年的培育，不仅拥有独立的知识
产权，还被农业农村部列入国家粮
食种子安全框架。

近年来，宁波市在包括植物新
品种权在内的农业领域知识产权取
得了快速发展，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显著。

据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公布的数
据，截至去年底，宁波市获得国家植
物新品种保护94个，“三品一标”农
产品总数达到1662个（其中绿色食
品 277 个、农业地理标志农产品 20
个）。特别是宁波种业自主创新育种
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培育出了甬优
系列杂交水稻、微萌系列瓜菜、宁波
獭兔、振宁黄鸡、岱衢族大黄鱼等一
大批特色优势种业产业，全市种业产
值居全省第一，主要农作物和畜禽良
种覆盖率分别达98%和96%以上。

但我市农业创新型企业对知识
产权保护认识不足。“从我市农业知
识产权保护现状来看，还存在农业知
识产权知识认知不足，保护意识不
强，侵权现象时有发生等问题，特别

是农业知识产权专业性强，被侵权后
调查取证复杂，维权难，缺乏有效的
维权机制。”宁波市农业农村局综合
行政执法队处长周宏华说。

今年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得到更
多重视。4月25日，我市农业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站揭牌成立。吴寒冰强
调，通过多个部门联手努力，强化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优化营商环境，综合运用刑事侦
查、行政监管、经济判罚、技防布控等
多种手段实施全域保护，对侵犯农业
知识产权、干扰农业科技创新的突出
问题予以重拳出击。

据悉，宁波市公安局经侦（知产）
支队还将在近期到宁波市甬优稻种
的主要播种区，分发宣传手册。“通过
简单的方式，通俗的语言，让大家了
解到私自贩卖粮食作物种子涉嫌犯
罪。”吴寒冰说。

记者 邹鑫 通讯员 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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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宁波市十大版权事件

“仿种子”问题突出
宁波种业公司维权困难

种子问题关系国家粮食安全
去年公安破获8起案件

我市的国家植物新品种越来越多
对知识产权保护认识仍存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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