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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谈改革谋发展 凝心聚力谱新篇
—— 社会各界共话浦东知识产权“三合一”改革

2007年，浦东新区知识产权保护协

会成立。7年来，协会的会员单位达到了

300多家，但开展的工作局限于专利、技

术秘密保护。原因就是，协会对应的业

务主管部门是区知识产权局，而版权管

理在区里没有这个职能。因此，我们对

浦东知识产权“三合一”工作十分欢

迎，这样一来，我们面对的业务主管部

门更明确，上级主管部门对我们的指导

更加清晰。

浦东知识产权“三合一”，可以统一

对所有的知识产权工作进行管理、服务和

监督。专利、商标、版权三块业务其实有

着内在的联系，随着科技高速发展，学科

的边缘被打破，知识产权种类边界也开始

交叉。对于这种属于交叉边缘的业务，如

果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可能会造成大家都

来管或都不管的局面。“三合一”归口到

一个政府部门来管，必然会避免各部门之

间相互扯皮推诿等现象。

浦东知识产权“三合一”之后怎么

走？具体来说就是：既要“摸着走”，还

要“扶着走”。新机构要大胆地摸着石头

过河，老部门要扶上马送一路。比如商

标这块业务，原来由工商局管理，希望

老机构继续支持新机构尽快理顺这方面

的工作。

新机构的人员很精简，但工作内容

很繁杂。这既是难题，又是一个好机

遇。把知识产权相关的社会组织的作用

发挥起来，就会事半功倍，实现“小政

府、大服务”的格局。浦东拥有比较完

整的行业协会，覆盖全区各类企业。为

此我们发起成立了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合

作推进委员会。新局成立以后，如果能

把社会组织用好，将为新区知识产权工

作做出更多的贡献。

浦东新区知识产权行政机构“三合

一”的体制创新，正切合我国创新驱动

发展的新要求。

如今，随着技术的协同发展和商业

模式的不断创新，专利、版权、商标等

工作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泾渭分明。比

如，在一个产业中甚至一件产品上，必

然综合了专利、商标、版权和商业秘密

等知识产权事务。然而，目前知识产权

行政部门“多头管理”的情况，必然导

致行政资源的浪费、行政执法效率的降

低，也会导致对权利人保护不力的后

果。因此，浦东的知识产权“三合一”

体制创新顺应了知识产权综合性特性，

对提高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效率意义重

大。

我认为，浦东知识产权“三合一”

改革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是知识产权的行政执法与公共服

务的关系。

知识产权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能是行政

执法和公共服务。长期以来，行政执法是

我国知识产权行政机关的主要工作重点，

工商、版权和专利执法取得了较大的成

效，然而，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仍显不足，

导致知识产权运用和管理的成效不明显。

我认为，即将成立的浦东新区知识产权

局，更应该侧重于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提

供。

二是知识产权工作的组合与融合的

关系。

浦东开展知识产权“三合一”改

革，意味着专利、版权、商标等知识产

权工作将统一由一个政府部门来管理，

这只是知识产权综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的第一步。知识产权“三合一”不应是

原有机关的简单“组合”，而应是知识产

权行政管理职能的“融合”，让“知识产

权”名副其实。

三是新的知识产权局与其他政府部

门的关系。

知识产权工作的特殊性在于，其并

不是为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领域服务，

而是为所有的产业和领域服务，因此，

必然会与科技、文化、工农业、金融等

其他政府部门有职能上的交叉重合。所

以，明确、清晰知识产权局与其他政府

职能部门的职能分工，建立知识产权部

门与相关部门的联席会商机制，才能充

分发挥知识产权综合行政管理体制创新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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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作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肩负着深化改革、探索制

度创新的重要使命。昨日，浦东新

区知识产权局宣布成立。这是继

市场监督管理“三合一”改革之后，

浦东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又一

项重大改革事项。

浦东知识产权局成立以后，将

统一行使专利、商标、版权行政管

理和执法相关事权。这标志着，浦

东知识产权集中管理体制正式确

立，浦东的知识产权工作站上了新

的起点，迎来又一个发展的春天。

本期“知识产权”版邀请了本

市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畅谈浦东

知识产权未来发展，共谋知识产权

改革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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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知识产权“三合一”，是一种全新的

探索，有利于企业保护知识产权，提升知识

产权质量。面对更加复杂的知识产权案件，

中国政府的知识产权系统日益完善，但在诉

讼方面仍有亟待完善的地方，比如损害赔偿

认定等。我们希望浦东此次改革能加强诉讼

执行力度，真正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

浦东知识产权“三合一”改革说明政府

对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视。我们建议：一是政

府能促成律所与专利审查员更多沟通机会，

双方可以讨论一些申请上的问题。二是加强

对审查员的培训，使其能在专业方面有过硬

的能力。三是借鉴国外设立国家知识产权局

在各地的卫星办公室（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给予企业一个与有关部门的沟通渠道，快速

解决在专利申请上遇到的问题。

浦东的改革一直走在全国的最前列，

在很多方面都有亮点。知识产权“三合一”

改革，符合中央“大部制”精神，强调合作治

理，这样的改革有利于服务企业、促进经济

健康有序的发展。浦东先试先行，取得的任

何成绩和面对的任何挑战，对国内其他地

方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浦东知识产权“三合一”，没有前人的

经验可资借鉴与参考，因此面临的困难和

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我认为主要集中在

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

理念薄弱，欣喜的是这种状况正在逐渐改

善。二是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和制度

欠缺。三是专业的知识产权人才的匮乏。

浦东新区知识产权“三合一”改革将是

一次“破冰之旅”。我们期待，新知识产权局

的成立，能更好地为本土企业服务，帮助他

们走出国门、应对国际挑战。当然，浦东新区

知识产权局的成立，也意味着进行跨部门整

合的开始，这是体制改革的一个难题，需要

时间进行有效的融合，更需要有效的机制来

保障整合之后的新机构得以有效运作。

新的知识产权局成立以后应该管什

么？不应该管什么？也是需要不断摸索和与

时俱进的。按照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市场和

企业无法解决的问题，交给政府来管。换言

之，创新是企业的行为，因为企业要发展、

要竞争必须要创新、要研发。但创新环境要

政府来营造。只有创新环境是健康、有序、

公平的，才能促使国内企业积极创新，吸引

更多国外企业来华投资。为此，政府要做好

知识产权制度的制订，保护企业的知识产

权，加强市场的监管与服务企业等工作。

浦东开展知识产权“三合一”改革，

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一件好事情。这些

年来，欧普十分重视知识产权工作，积极

申请并大力维护商标和专利，因此常常

要分别跑工商部门、知识产权局、法院

等。浦东将专利、商标、著作权等业务归

口到一个部门管理，这意味着企业在知

识产权方面的工作今后只需要找一个部

门就能办理诸多事项了。

对今后的工作，我们建议：一是在法律

法规方面，期盼国家能够尽早出台相关法律

法规或司法解释，给予侵权行为更严厉的惩

处。正如李克强总理所强调的：“要更加重视

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立法和执法，加大对侵

权行为的惩罚力度，不让违法者的小利损害

国家的大利。”二是在执法方面要更加严格，

保护企业之间的正当竞争。三是企业维权成

本很高，比如针对商标抢注及“傍名牌”等不

正当注册行为，欧普都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

财力投入商标异议、复审、诉讼，希望政府能

够加大对企业的维权资金扶持。四是希望今

后政府能建立信息共享的沟通平台，及时与

企业进行信息分享与沟通。

美国

作为知识产权第一大国，美国的知识

产权保护体系值得世界各国借鉴与学习。

美国的知识产权行政机构主要由以

下部门负责。国会图书馆下设版权局

（USCO），向国会提供有关知识产权的

专家意见和对版权法的修改建议，执行

版权法等；专利商标局（USPTO），下设

专利局与商标局等，主要职责是授予专

利和注册商标；知识产权执法协调委员

会（NIPLECC），在联邦和外国机构之间

协调国内国际知识产权执法；知识产权

执法代表办公室，负责人为总统委任的

知识产权执法代表；知识产权执法顾问

委员会（IPEAC），由司法部、国务院、专

利商标局、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版权局等

部门的代表组成，共同参加联合战略计

划的制订。

在行政执法上，美国贸易代表（US⁃
TR）、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海关和边

境保护局共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英国

英国知识产权局（UKIPO）负责处

理工业产权事务，包括专利、外观设计、

商标和版权，其主要职能有受理和审批

专利、外观设计和商标等申请；实施《专

利法》、《外观设计注册法》、《商标法》、

《著作权法》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等。

知识产权顾问委员会（IPAC），为政府提

供独立的咨询意见，帮助公众了解知识

产权制度。

在解决专利侵权纠纷方面，英国实

行的是行政和司法并行处理的“双轨制

模式”。知识产权局有较广泛的专利争

议管辖权，可以处理专利申请案审查过

程中的相关争议，在授予专利权后也有

权处理几乎所有的专利冲突诉讼和无效

诉讼，对于专利侵权诉讼也有一定的行

政处理权。这一模式构成了英国的一大

特色。

德国

德国知识产权行政机构主要由四个

部门组成。联邦司法部主要职能是制定

版权方面的法律草案，进行版权领域的

国际交流等；专利商标局（DPMA）主要

负责对相关各项工业产权申请和异议的

审查并作出决定，下设有专利部、商标和

设计部等；植物新品种局主要负责植物

品种权。

海关则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执法

部门，负责在口岸查扣涉嫌侵权的进出

口商品。

法国

法国的主要知识产权管理机关为工

业产权局（INPI），主要负责专利、商标、

外观设计和企业注册；版权工作由文化

部负责管理；农业部与经济部分别负责

植物新品种与不正当竞争。

法国海关部门在知识产权执法中扮

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权力可运用于全

国各地。

韩国

2000年，韩国将专利管理局正式更

名为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主要负

责对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商标申

请实行审查、授权和注册。下设审查部

和管理支持部、工业产权政策部、知识产

权裁判所等下属机构。

日本

日本现行法律体系保护的知识产品

类型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

计、商业秘密、作品、植物新品种、商标

等。体系庞大的知识产权在日本由数个

行政机关主管，形成了分立协作的行政

管理格局。

浦东为全国知识产权改革做出示范

顾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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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学 院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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