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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知識産権戦略綱要」に関する通達が出されました 

 

三協国際特許事務所 

                     中国専利代理人 梁 煕艶 

2008 年 6 月 16 日 

 

 中国の国家知識産権戦略は３年の時間をかけて、２００８年６月５日にようやく国

務院通達「国家知識産権戦略綱要」（以下、戦略綱要と称する）の形で公布されるこ

とになった。 

 

 戦略綱要は序章、指導思想及び戦略的目標（中期、長期）、五つの戦略的重点、七

つの項目別任務（専利、商標、著作権、営業秘密、植物新品種、特定分野における知

的財産権の保護（伝統知識、民間芸術、遺伝資源、地理表示など）、国防知識産権）、

九つの戦略的措置という五つの部分から構成されている。 

 

 戦略綱要では、５年以内に、中国の自主的（インディペンデント）知的財産権のレ

ベルを大幅に引き上げ、知的財産権活用の促進、知的財産権保護の強化、全国民の知

的財産権に対する意識の向上、２０２０年には中国を知的財産権の創造、活用、保護

及び管理において高いレベルの国家に作り上げる、という中長期的目標が明確に定め

られている。 

 

 戦略的重点を以下の五つの項目に置いている。 

（１）知的財産権制度の完備 

知的財産権の法執行及び管理体制を完備し、知的財産権に関する法律、法規をさら

に整え、知的財産権の経済、文化及び社会政策における指導的役割を強化する。 

（２）知的財産権の創造及び活用の促進 

財政、金融、投資及び政府購入の政策と産業、エネルギー及び環境保護の政策を駆

使し、企業が知的財産権の創造及び活用の主体になることを促進する。 

（３）知的財産権保護の強化 

司法による処罰力の増大、エンフォースメントにかかるコストの低減、侵害に対す

る支払い対価の引上げによって、侵害行為の有効的抑制を図る。 

（４）知的財産権濫用の防止 

 関連する法律、法規を制定し、知的財産権の範囲を合理的に画定し、公正な競争の

市場秩序及び公共の合法的権益を守る。 

（５）知的財産権を尊重する文化の育成 

 知識、イノベーションを尊び、法律遵守、信義を守るというような知的財産権を尊

重する文化の育成に力を入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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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た、以下に示すような九つの戦略的措置が挙げられている。 

（１）知的財産権創造能力のワンランクアップ 

 企業を主体に、産学研連携で市場指向の自主的知的財産権創造体系を築き上げる。 

 

（２）知的財産権の移転、活用の奨励 

 イノベーションを生み出す要素が企業に集中することをサポートし、大学、科学研

究機関の創新成果を企業に移転することを促進し、企業における知的財産権の活用及

び産業化を推進する。 

（３）知的財産権制度の完備 

 知的財産権の特質に適合する立法体制を構築し、立法前の予期される課題の検討、

立法後の評価を行う。 

（４）知的財産権に関する法律の執行レベルの向上 

① 裁判資源の有効利用、救済手続きの簡略化 

知的財産権の民事、行政、刑事案件を統一的に受理する専門知識産権法廷の

設置に関する研究、技術性が比較的強い専利等の案件の裁判管轄の適切な集中

に関する研究、知的財産権上訴法院の設立の検討 

② 知的財産権の特質に鑑み、司法鑑定、専門家証人、技術調査等の訴訟制度を

完備し、専利、商標の審査、審判手続きの改革、専利審判及び商標審判の準司

法手続きへの転換の研究 

③ 知的財産権に関する法律の執行人員の素質の向上 

④税関における知的財産権に関する法律の執行力の強化 

（５）知的財産権行政管理の強化 

① 地方及び業界別の知的財産権戦略の策定 

② 国家知識産権情報サービス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の設立 

（６）知的財産権仲介サービス業のレベルの向上 

（７）知的財産権関連人材の育成 

（８）知的財産権文化の推進 

（９）知的財産権に関する国際交流の拡大 

 



国务院关于印发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通知 

国发 〔2008〕 1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国务院 

 二○○八年六月五日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为提升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目标，制定本纲要。 

 

一、序言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创作取得长足进步，

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我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大力开发和利用知识资源，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解资源环境约束，提升国

家核心竞争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2）知识产权制度是开发和利用知识资源的基本制度。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合理确定人

们对于知识及其他信息的权利，调整人们在创造、运用知识和信息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关

系，激励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今世界，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深入

发展，知识产权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成为建设创

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和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关键。国际社会更加重视知识产权，更加重视

鼓励创新。发达国家以创新为主要动力推动经济发展，充分利用知识产权制度维护其竞

争优势；发展中国家积极采取适应国情的知识产权政策措施，促进自身发展。 

（3）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健全，执法水平不断提高；知识

产权拥有量快速增长，效益日益显现；市场主体运用知识产权能力逐步提高；知识产权

领域的国际交往日益增多，国际影响力逐渐增强。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规范了

市场秩序，激励了发明创造和文化创作，促进了对外开放和知识资源的引进，对经济社

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仍不完善，自主知识产

权水平和拥有量尚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社会公众知识产权意识仍较薄弱，市场

主体运用知识产权能力不强，侵犯知识产权现象还比较突出，知识产权滥用行为时有发

生，知识产权服务支撑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知识产权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

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4）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大力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有利

于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

市场秩序和建立诚信社会；有利于增强我国企业市场竞争力和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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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扩大对外开放，实现互利共赢。必须把知识产权战略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切实加强

知识产权工作。 

 

二、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 

（一）指导思想。 

（5）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激励创造、有效运用、依法保护、科学管理的方针，着

力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积极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文化环境，大幅

度提升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提供强有力支撑。 

 

（二）战略目标。 

（6）到 2020 年，把我国建设成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较高的国家。

知识产权法治环境进一步完善，市场主体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知识产权的能力显著

增强，知识产权意识深入人心，自主知识产权的水平和拥有量能够有效支撑创新型国家

建设，知识产权制度对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建设的促进作用充分显现。 

（7）近五年的目标是： 

 ——自主知识产权水平大幅度提高，拥有量进一步增加。本国申请人发明专利年度授

权量进入世界前列，对外专利申请大幅度增加。培育一批国际知名品牌。核心版权产业

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提高。拥有一批优良植物新品种和高水平集成电路布图

设计。商业秘密、地理标志、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等得到有效保护与合理利

用。 

 ——运用知识产权的效果明显增强，知识产权密集型商品比重显著提高。企业知识产

权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对知识产权领域的投入大幅度增加，运用知识产权参与市场竞

争的能力明显提升。形成一批拥有知名品牌和核心知识产权，熟练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

优势企业。 

 ——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明显改善。盗版、假冒等侵权行为显著减少，维权成本明显下

降，滥用知识产权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全社会特别是市场主体的知识产权意识普遍提高，知识产权文化氛围初步形成。 

 

三、战略重点 

（一）完善知识产权制度。 

（8）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及时修订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

专门法律及有关法规。适时做好遗传资源、传统知识、民间文艺和地理标志等方面的立

法工作。加强知识产权立法的衔接配套，增强法律法规可操作性。完善反不正当竞争、

对外贸易、科技、国防等方面法律法规中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 

（9）健全知识产权执法和管理体制。加强司法保护体系和行政执法体系建设，发挥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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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提高执法效率和水平,强化公共服务。深化知识产权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知识产权

行政管理体制。 

（10）强化知识产权在经济、文化和社会政策中的导向作用。加强产业政策、区域政策、

科技政策、贸易政策与知识产权政策的衔接。制定适合相关产业发展的知识产权政策，

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针对不同地区发展特点，完善知识产权扶持政策，培育地

区特色经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建立重大科技项目的知识产权工作机制，以知识

产权的获取和保护为重点开展全程跟踪服务；健全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政策，建

立和完善对外贸易领域知识产权管理体制、预警应急机制、海外维权机制和争端解决机

制。加强文化、教育、科研、卫生等政策与知识产权政策的协调衔接，保障公众在文化、

教育、科研、卫生等活动中依法合理使用创新成果和信息的权利，促进创新成果合理分

享；保障国家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 

 

（二）促进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 

（11）运用财政、金融、投资、政府采购政策和产业、能源、环境保护政策，引导和支

持市场主体创造和运用知识产权。强化科技创新活动中的知识产权政策导向作用，坚持

技术创新以能够合法产业化为基本前提，以获得知识产权为追求目标，以形成技术标准

为努力方向。完善国家资助开发的科研成果权利归属和利益分享机制。将知识产权指标

纳入科技计划实施评价体系和国有企业绩效考核体系。逐步提高知识产权密集型商品出

口比例，促进贸易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和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 

（12）推动企业成为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的主体。促进自主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化、商

品化、产业化，引导企业采取知识产权转让、许可、质押等方式实现知识产权的市场价

值。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在知识产权创造中的重要作用。选择若干重点技术领

域，形成一批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鼓励群众性发明创造和文化创新。促进优

秀文化产品的创作。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13）修订惩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法律法规，加大司法惩处力度。提高权利人自我维

权的意识和能力。降低维权成本，提高侵权代价，有效遏制侵权行为。 

 

（四）防止知识产权滥用。 

（14）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合理界定知识产权的界限，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维护公平竞

争的市场秩序和公众合法权益。 

 

（五）培育知识产权文化。 

（15）加强知识产权宣传，提高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广泛开展知识产权普及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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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国家普法教育中增加有关知识产权的内容。在全社会弘扬以创新

为荣、剽窃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假冒欺骗为耻的道德观念，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

新、诚信守法的知识产权文化。 

 

四、专项任务 

（一）专利。 

（16）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在生物和医药、信息、新材料、先进制造、先进能源、

海洋、资源环境、现代农业、现代交通、航空航天等技术领域超前部署，掌握一批核心

技术的专利，支撑我国高技术产业与新兴产业发展。 

（17）制定和完善与标准有关的政策，规范将专利纳入标准的行为。支持企业、行业组

织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 

（18）完善职务发明制度，建立既有利于激发职务发明人创新积极性，又有利于促进专

利技术实施的利益分配机制。 

（19）按照授予专利权的条件，完善专利审查程序，提高审查质量。防止非正常专利申

请。 

（20）正确处理专利保护和公共利益的关系。在依法保护专利权的同时，完善强制许可

制度，发挥例外制度作用，研究制定合理的相关政策，保证在发生公共危机时，公众能

够及时、充分获得必需的产品和服务。 

 

（二）商标。 

（21）切实保护商标权人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加强执法能力建设，严厉打击假冒等侵

权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22）支持企业实施商标战略，在经济活动中使用自主商标。引导企业丰富商标内涵，

增加商标附加值，提高商标知名度，形成驰名商标。鼓励企业进行国际商标注册，维护

商标权益，参与国际竞争。 

（23）充分发挥商标在农业产业化中的作用。积极推动市场主体注册和使用商标，促进

农产品质量提高，保证食品安全，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 

（24）加强商标管理。提高商标审查效率，缩短审查周期，保证审查质量。尊重市场规

律，切实解决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知名商品、名牌产品、优秀品牌的认定等问题。 

 

（三）版权。 

（25）扶持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文化娱乐、广告设计、工艺美术、计算机

软件、信息网络等版权相关产业发展，支持具有鲜明民族特色、时代特点作品的创作，

扶持难以参与市场竞争的优秀文化作品的创作。 

（26）完善制度，促进版权市场化。进一步完善版权质押、作品登记和转让合同备案等

制度，拓展版权利用方式，降低版权交易成本和风险。充分发挥版权集体管理组织、行

业协会、代理机构等中介组织在版权市场化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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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依法处置盗版行为，加大盗版行为处罚力度。重点打击大规模制售、传播盗版产

品的行为，遏制盗版现象。 

（28）有效应对互联网等新技术发展对版权保护的挑战。妥善处理保护版权与保障信息

传播的关系，既要依法保护版权，又要促进信息传播。 

 

（四）商业秘密。 

（29）引导市场主体依法建立商业秘密管理制度。依法打击窃取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

妥善处理保护商业秘密与自由择业、涉密者竞业限制与人才合理流动的关系，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 

 

（五）植物新品种。 

（30）建立激励机制，扶持新品种培育，推动育种创新成果转化为植物新品种权。支持

形成一批拥有植物新品种权的种苗单位。建立健全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技术支撑体系，加

快制订植物新品种测试指南，提高审查测试水平。 

（31）合理调节资源提供者、育种者、生产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注重对农民合

法权益的保护。提高种苗单位及农民的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意识，使品种权人、品种生产

经销单位和使用新品种的农民共同受益。 

 

（六）特定领域知识产权。 

（32）完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建立健全地理标志的技术标准体系、质量保证体系与检

测体系。普查地理标志资源，扶持地理标志产品，促进具有地方特色的自然、人文资源

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33）完善遗传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制度，防止遗传资源流失和无序利用。协调遗传

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构建合理的遗传资源获取与利益分享机制。保障遗

传资源提供者知情同意权。 

（34）建立健全传统知识保护制度。扶持传统知识的整理和传承，促进传统知识发展。

完善传统医药知识产权管理、保护和利用协调机制，加强对传统工艺的保护、开发和利

用。 

（35）加强民间文艺保护，促进民间文艺发展。深入发掘民间文艺作品，建立民间文艺

保存人与后续创作人之间合理分享利益的机制，维护相关个人、群体的合法权益。 

（36）加强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有效利用，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七）国防知识产权。 

（37）建立国防知识产权的统一协调管理机制，着力解决权利归属与利益分配、有偿使

用、激励机制以及紧急状态下技术有效实施等重大问题。 

（38）加强国防知识产权管理。将知识产权管理纳入国防科研、生产、经营及装备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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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和项目管理各环节，增强对重大国防知识产权的掌控能力。发布关键技术指南，在

武器装备关键技术和军民结合高新技术领域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建立国防知识产权

安全预警机制，对军事技术合作和军品贸易中的国防知识产权进行特别审查。 

（39）促进国防知识产权有效运用。完善国防知识产权保密解密制度，在确保国家安全

和国防利益基础上，促进国防知识产权向民用领域转移。鼓励民用领域知识产权在国防

领域运用。 

 

五、战略措施 

（一）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能力。 

（40）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知识产权创造体系。引导

企业在研究开发立项及开展经营活动前进行知识产权信息检索。支持企业通过原始创

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提高把创新成果转变为知识

产权的能力。支持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境外取得知识产权。引导企业改进竞争模式，加强

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支持企业打造知名品牌。 

 

（二）鼓励知识产权转化运用。 

（41）引导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的创新成果向企业转移，

推动企业知识产权的应用和产业化，缩短产业化周期。深入开展各类知识产权试点、示

范工作，全面提升知识产权运用能力和应对知识产权竞争的能力。 

（42）鼓励和支持市场主体健全技术资料与商业秘密管理制度，建立知识产权价值评估、

统计和财务核算制度，制订知识产权信息检索和重大事项预警等制度，完善对外合作知

识产权管理制度。 

（43）鼓励市场主体依法应对涉及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和法律诉讼，提高应对知识产权

纠纷的能力。 

 

（三）加快知识产权法制建设。 

（44）建立适应知识产权特点的立法机制，提高立法质量，加快立法进程。加强知识产

权立法前瞻性研究，做好立法后评估工作。增强立法透明度，拓宽企业、行业协会和社

会公众参与立法的渠道。加强知识产权法律修改和立法解释，及时有效回应知识产权新

问题。研究制定知识产权基础性法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四）提高知识产权执法水平。 

（45）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体制，优化审判资源配置，简化救济程序。研究设置统一受理

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专门知识产权法庭。研究适当集中专利等技术性较强

案件的审理管辖权问题，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审判机构，

充实知识产权司法队伍，提高审判和执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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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加强知识产权司法解释工作。针对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强等特点，建立和完善司

法鉴定、专家证人、技术调查等诉讼制度，完善知识产权诉前临时措施制度。改革专利

和商标确权、授权程序，研究专利无效审理和商标评审机构向准司法机构转变的问题。 

（47）提高知识产权执法队伍素质，合理配置执法资源，提高执法效率。针对反复侵权、

群体性侵权以及大规模假冒、盗版等行为，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

动。加大行政执法机关向刑事司法机关移送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和刑事司法机关受理知识

产权刑事案件的力度。 

（48）加大海关执法力度，加强知识产权边境保护，维护良好的进出口秩序，提高我国

出口商品的声誉。充分利用海关执法国际合作机制，打击跨境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

发挥海关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事务中的影响力。 

 

（五）加强知识产权行政管理。 

（49）制定并实施地区和行业知识产权战略。建立健全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审议制度。

扶持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自主知识产权创造与产业化项目。 

（50）充实知识产权管理队伍，加强业务培训，提高人员素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设立相应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 

（51）完善知识产权审查及登记制度，加强能力建设，优化程序，提高效率，降低行政

成本，提高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水平。 

（52）构建国家基础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高质量的专利、商标、版权、集

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基础信息库，加快开发适合我国检

索方式与习惯的通用检索系统。健全植物新品种保护测试机构和保藏机构。建立国防知

识产权信息平台。指导和鼓励各地区、各有关行业建设符合自身需要的知识产权信息库。

促进知识产权系统集成、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 

（53）建立知识产权预警应急机制。发布重点领域的知识产权发展态势报告，对可能发

生的涉及面广、影响大的知识产权纠纷、争端和突发事件，制订预案，妥善应对，控制

和减轻损害。 

 

（六）发展知识产权中介服务。 

（54）完善知识产权中介服务管理，加强行业自律，建立诚信信息管理、信用评价和失

信惩戒等诚信管理制度。规范知识产权评估工作，提高评估公信度。 

（55）建立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执业培训制度，加强中介服务职业培训，规范执业资质管

理。明确知识产权代理人等中介服务人员执业范围，研究建立相关律师代理制度。完善

国防知识产权中介服务体系。大力提升中介组织涉外知识产权申请和纠纷处置服务能力

及国际知识产权事务参与能力。 

（56）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支持行业协会开展知识产权工作，促进知识产权信息

交流，组织共同维权。加强政府对行业协会知识产权工作的监督指导。 

（57）充分发挥技术市场的作用，构建信息充分、交易活跃、秩序良好的知识产权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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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简化交易程序，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优质服务。 

（58）培育和发展市场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满足不同层次知识产权信息需求。鼓励社

会资金投资知识产权信息化建设，鼓励企业参与增值性知识产权信息开发利用。 

 

（七）加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 

（59）建立部门协调机制，统筹规划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建设国家和省级知识

产权人才库和专业人才信息网络平台。 

（60）建设若干国家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基地。加快建设高水平的知识产权师资队伍。设

立知识产权二级学科，支持有条件的高等学校设立知识产权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大

规模培养各级各类知识产权专业人才，重点培养企业急需的知识产权管理和中介服务人

才。 

（61）制定培训规划，广泛开展对党政领导干部、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

技术人员、文学艺术创作人员、教师等的知识产权培训。 

（62）完善吸引、使用和管理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相关制度，优化人才结构，促进人才合

理流动。结合公务员法的实施，完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公务员管理制度。按照国家职称

制度改革总体要求，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人才的专业技术评价体系。 

 

（八）推进知识产权文化建设。 

（63）建立政府主导、新闻媒体支撑、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知识产权宣传工作体系。完

善协调机制，制定相关政策和工作计划，推动知识产权的宣传普及和知识产权文化建设。 

（64）在高等学校开设知识产权相关课程，将知识产权教育纳入高校学生素质教育体系。

制定并实施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普及教育计划，将知识产权内容纳入中小学教育课程体

系。 

 

（九）扩大知识产权对外交流合作。 

（65）加强知识产权领域的对外交流合作。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对外信息沟通交流机制。

加强国际和区域知识产权信息资源及基础设施建设与利用的交流合作。鼓励开展知识产

权人才培养的对外合作。引导公派留学生、鼓励自费留学生选修知识产权专业。支持引

进或聘用海外知识产权高层次人才。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秩序的构建，有效参与国际

组织有关议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