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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改通过：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10 月 17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17 日表决通过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新法将法定赔偿额上限提高至五百万元（人民币，下同）、下限提高至三万元，将于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此次《专利法》修改主要包括三方面的重点内容：

一是加强对专利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包括加大对侵犯专利权的赔偿力度，完善举证责任，完善诉前行

为保全措施，完善专利行政保护，新增诚实信用原则，新增专利权期限补偿制度和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程
序有关条款等。

二是促进专利实施和运用，包括完善职务发明制度，新增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加强专利转化服务等。

三是完善专利授权制度，包括进一步完善外观设计保护相关制度，增加新颖性宽限期的适用情形，完善

专利权评价报告制度等。

为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本次《专利法》修改新增惩罚性赔偿制度，人民法院可以在按照权利人受

到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或者专利许可使用费倍数计算的数额一到五倍内确定赔偿数额，充分发挥法律

的威慑力。修改后的《专利法》还提高法定赔偿额，将法定赔偿额上限提高至五百万元、下限提高至三万元。
为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本次修改专利法进一步完善了外观设计相关制度。
一是明确给予局部外观设计专利保护。

二是延长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期限；将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期限延长为 15 年。

三是增加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国内优先权制度；明确申请人自外观设计在国内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

六个月内，又就相同主题在国内提出专利申请的，可以享有优先权。

为更好地应对疫情防控等紧急状态和非常情况，促进相关发明创造在疾病治疗等方面的及时应用，解决

公众健康问题，回应创新主体放宽不丧失新颖性例外规定的需求，本次专利法在不丧失新颖性例外的适用情
形中增加“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为公共利益目的首次公开”。

（来源：中国新闻网）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全国专利代理行业发展状况（2019 年）》
为优化专利代理行业发展环境，做好行业基础数据的统计、分析和利用工作，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

产权运用促进司编制了《全国专利代理行业发展状况（2019 年）》（以下简称《报告》）。

根据《报告》，2019 年，我国专利代理行业继续保持规模逐渐壮大、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服务范围不断

拓展、运行体系更趋健全的良好发展态势。截至 2019 年底，全国获得专利代理师资格证人数达到 4.7918 万
人，执业专利代理师为 2.0192 万人，专利代理机构达到 2691 家（不含港澳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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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9 年我国专利代理机构数量变化情况（不含港澳台地区）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商 标
千余个中国国内商品项目名称已纳入马德里商品和服务数据库

近日， 包括“汽车发动机火花塞”“玩具照相机”“黄酒”“粽子”等在内的 1002 项中国国内商品（服

务）项目名称已添加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马德里商品和服务数据库中，我国申请人可通过马德里商标国际注
册网上申请系统直接填报。

近年来，为满足我国企业“走出去”商标海外布局的需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将马德里国际注册作为商标

工作的重要抓手之一，自主开发完成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网上申请系统，畅通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的全
程电子化通道，着力提高我国企业商标海外布局效率，今年前三季度，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到我国申请人提交
的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达到 5836 件，同比增长 28.3%。截止到 2020 年 6 月底，中国申请人马德里商
标国际注册累计有效量为 41232 件。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务微信）

版 权
国家版权局发布《2019 年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发展报告》
日前，国家版权局发布了《2019 年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发展报告》。《报告》指出，2019 年中国网络版

权产业市场规模达 9584.2 亿元，同比增长 29.1%。盈利模式主要包括用户付费、版权运营和广告收入三类，
其各自规模及占比如下图表所示。从市场结构来看，2019 年中国网络版权产业核心业态走向稳定，产业结构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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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多元，盈利模式逐步成型，新业态展示出巨大潜力。

中国网络版权产业盈利模式

0.90%
83.2亿元

46.40%
4444亿元

52.70%
5057亿元

广告及其他收入
用户付费
版权运营收入

（来源：国家版权局）

2019 年音集协版权许可收入达 2.76 亿元
近日，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下称音集协）发布了 2019 年报。年报显示，2019 年，音集协全

年收取著作权使用费 2.76 亿元，较 2018 年度的 1.92 亿元同比增长 44%。

音集协版权许可收入（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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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音集协还加强许可团队建设，开拓市场，陆续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直接管

理的许可业务办公室，并在 2019 年下半年开始启用电子合同签约系统，优化签约流程，实现了高效办公。

（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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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中国企业 500 强榜单揭晓：共拥有发明专利 48.43 万件

9 月 28 日，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了“2020 中国企业 500 强榜单”。相关数据显示，

越来越多的大企业从增加研发投入、保护知识产权等多维度发力。

从今年数据来看，500 强上榜企业规模和效益增长态势良好，其 2020 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较之 2019 年

均有大幅上涨，如下图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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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中国 500 强企业中有 431 家提供了研发数据，比上年增加了 5 家；合计投入研发费用较之 2019 年

呈现较大增速，如下图表所示。此外，2020 中国 500 强企业研发投入占 2019 年全国企业 R&D 经费（16921.8
亿元）的 6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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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中国 500 强企业中有 396 家提供了专利数据，与上年持平。这些企业共拥有专利 123.93 万件，较

上年增长 11.85%；共拥有发明专利 48.43 万件，比上年增长 19.40%。

（来源：经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