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T 2nd-3rd 2019
浙江·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HANGZHOU INTERNATIONAL EXPO CENTER

大会日程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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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 上午 四层大会议厅
09:30 - 11:55 开幕式及主旨演讲

开幕式

主持人：甘绍宁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09:30-09:35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党组成员甘绍宁致欢迎辞

09:35-09:50
杭州市人民政府领导致辞

09:50-10:05
浙江省人民政府领导致辞

10:05-10:2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成员，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
党组书记申长雨致开幕辞

10:20-10:25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致贺词

主旨演讲
10:25-10:40
10:40-10:55
10:55-11:10
11:10-11:25
11:25-11:40
11:40-11:55
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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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木善幸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助理总干事

新时代的知识产权
范公昨

越南科技部副部长

充满不确定性时代中的挑战与机遇
David GOSSET 中欧论坛创始人
创新驱动发展，创新引领未来
郑坚江 奥克斯集团董事长
砥砺创新

开拓未来

Mark SNYDER 美国高通公司高级副总裁
竭力打造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保护治理体系
俞思瑛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巴巴合伙人

论坛一

经济全球化下的知识产权运营生态链

Part 1 知识产权运营与城市创新发展论坛
9 月 2 日 13:30-18:00

三层大宴会厅 C

知识产权是促进创新和构建公平贸易的全球规则，经济全球化下的知识产权的流动也必然会
在全球开展，中国政府不仅强调倡导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也非常重视知识产权的运营以促进其
市场价值的实现。自 2016 年开始，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大力开展知识产权的运营服务体系重点
城市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为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的运营，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促进经
济高质量国际化发展，需要进一步借鉴国际知识产权运营的先进经验，促进知识产权要素的全球
化流动，进一步推进经济全球化深度融合发展。知识产权运营与城市创新发展论坛上半场邀请来
自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城市的市领导进行主旨演讲，从政府视角分享知识产权运营生
态链的打造，以及对提升创新主体活力的突出成就；下半场纳入活跃在国内外知识产权运营市场
的顶尖企业代表探讨具有代表性的运营前沿模式和成功案例。共同启发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知
识产权运营生态链的今天和未来。

主持人：雷筱云 国家知识产权局运用促进司司长
开幕式：杭州市人民政府领导致欢迎辞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志敏致开幕辞
主旨演讲：蒋跃建 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杨知评 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厦门市政府知识产权主管领导
谷保中 郑州市委常委、副市长
陈 中 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刘 霞 成都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王 勇 西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知识产权运营实践分享：
主持人：陶鑫良

大连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

专利导航助力建筑企业高质量发展
雷升祥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技术流动加速与知识产权挑战——西电捷通实践分享
曹

军

西电捷通公司总经理、无线网络安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

从产业中来，到产业中去—TCL 专利运营实践介绍
杨 进

TCL 集团副总裁兼全球法务总监

以合作促进持续创新
胡盛涛

爱立信知识产权政策总监

知识产权运营的探索与实践
白志昀

中粮智惠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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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二

人工智能 2.0 与知识产权

9 月 2 日 13:30-18:00

三层 307

云计算、大数据以及物联网等技术的演进，促进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迎来 AI 2.0 时代。人工
智能 2.0 的新技术特征可见于大数据上的深度学习、群体智能的萌芽、自主智能装备的涌现等，
人工智能技术将出现规模化应用落地，人工智能产业开始进入黄金收获期。在知识产权领域，一
方面， 国内外企业在无人驾驶、语义识别、深度学习等领域相继发力， 并努力保持各自的竞争优
势。与此同时，AI 相关专利申请增长迅速， 报告显示，AI 专利申请数量全球 30 强中，以微软、
IBM 为代表的企业占据了 26 个席位，知识产权布局对企业抢占技术制高点及规划技术发展发挥了
重大作用，助力企业赢得科技竞争的主动权；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在专利审查、检索、机器翻译、
分析领域的应用，展现出了其提高效率、提升质量以及控制成本等方面的优势，成为近年来业界
关注的焦点。本论坛将围绕以上两个方面展开，探讨 AI2.0 与 IP 相遇之后产生的化学反应。
●

人工智能探索知识产权服务未来

●

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开放间的平衡

●

人工智能产业知识产权的管理与布局

●

以知识产权为盔甲，赢得人工智能未来

主持人：杨延超

中国社会社科学院创新工程执行研究员

人工智能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若干问题
徐 驰

IBM 亚太及大中华区知识产权总监

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的交集
Micky MINHAS

微软公司全球知识产权许可副总裁兼首席专利顾问

人工智能潮背后的知识产权
陈媛青

联想集团全球法务部知识产权总监

互联网的创新与知识产权
周 奇 美团点评知识产权部总经理
从法经济学看 AI 时代的大数据发展
臧 雷

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律总监

基于 AI 产业的日立知识产权管理和战略
大和哲郎 日立 ( 中国 ) 有限公司知识产权中心总经理
专利代理效率和审查速度的提升——KZXF-AI 的解决方案
张孝飞

知识产权出版社科技文献机器翻译研究院副院长

专利数据驱动决策的最后一里路
邱明峻

科睿唯安解决方案顾问部门经理

为人工智能（AI）专利全球布局作准备
柯瑞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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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日语电学部经理、合伙人

论坛三

商标管理策略与品牌价值实现
（INTA 对本论坛亦有贡献）

9 月 2 日 13:30-18:00

三层 308

我国的商标申请量在 2018 年为 737.1 万件，注册申请量连续 16 年名列全球商标申请量第
一，是名副其实的商标大国。对于企业来说，商标是一种具有保护先行，维权显性等特征的知识
产权类型。商标同时也是构建品牌的重要元素，品牌对于企业来说，是产品或企业核心价值的体现，
反应了一种更综合的市场概念。本论坛自上而下，从不同维度讨论商标和品牌对于企业的关联，如，
国际知名品牌企业如何进行品牌打造和根据业务诉求进行商标战略布局？在曲折市场环境中的互
联网企业如何调整商标内涵和价值？势头凶猛的独角兽企业如何运用商标给企业赋能？除此之外，
全方位立体的商标战略（如声音、色彩商标、3D 商标）、有效的防御措施、 针对不同市场商标
战略的差异化运作、先进的商标管理方法，都是本论坛所关注的议题。
●

国际企业的品牌打造和商标布局战略统筹

●

互联网企业的品牌商标价值转移

●

服务型独角兽企业的商标打造和管理

●

企业商标海内外布局日常管理

开幕式：
主持人：王冬峰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二级巡视员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党组成员赵刚致开幕辞
主持人：林

旭

中国欧盟商会知识产权工作组主席

国际企业战略品牌建设——Z 世代洞见
Seth HAYS 国际商标协会（INTA）亚太区首席代表
高速增长市场中的品牌保护策略
Robin Lynne SMITH 乐高集团副总裁、亚太及中国法务负责人
索尼的品牌建设与保护
柴 原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知识产权及标准本部副总裁
物联网时代品牌战略新发展
赵丝幪 小米集团法务总监
跨国公司的商标布局及全球视角下的品牌保护
汪 俊 美国庄臣公司亚洲区品牌保护经理
爱茉莉商标管理与品牌保护战略
文炳勋 爱茉莉太平洋集团知识产权部经理
品牌未动，商标先行
亓 琳 瑞幸咖啡（中国）有限公司法律部总监
企业全球商标布局管理思维
郑 露 华进联合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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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 (TISC) 与国家
和机构战略框架的融合国际会议

论坛四

（闭门会议）

9 月 2 日 13:30-18:30

三层大宴会厅 B

技术支持和创新中心（TISC）是 WIPO 近年来在发展中国家 开展得较为成功的合作项目，
其旨在帮助这些国家的知识产权和创新用户提升技术信息检索能力，更快地掌握行业动态和新技
术信息，帮助其增强创新能力。2016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开始与产权组织接洽将 TISC 项目引
入中国，双方取得高度共识，并开展了大量工作。目前，TISC 项目已被列入国家知识产权局重
点工作内容，2019 年知识产权宣传周期间国家知识产权局与 WIPO 签署在华建设技术与创新支
持中心谅解备忘录并完成第一批 TISCs 挂牌。本论坛将邀请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家知识产
权局、国际上其他国家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TISC）及其国家主管机构的代表就相关议题进行分
享探讨。
开幕式
13:30–13:45

致欢迎辞：
甘绍宁
高木善幸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助理总干事

授牌仪式
13:45–13:55

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向第二批在华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
（TISC）授牌

13:55–14:25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项目设计方法和项目文件记录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代表
中国的经验分享

14:25–14:55

14:55–15:40
15:40–16:00
16:00–18:00

18:00–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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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代表
中国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TISC）机构代表
全球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TISC）协调中心与主办机构的经验分享
全球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TISC）协调中心与主办机构代表
茶歇
全球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TISC）协调中心与主办机构的经验分享
全球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TISC）协调中心与主办机构代表
总结和结束致辞
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代表

论坛九

国际贸易与知识产权海外维权

9 月 2 日 13:30-18:00

三层大宴会厅 A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产权日益成为企业之间进行全球市场竞
争的有力武器。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海外遭遇的知识产权纠纷与摩擦愈加繁杂，海外知
识产权维权需求愈加强烈。为帮助企业提升海外知识产权综合能力，本论坛选取海外知识产权形
势、纠纷应对机制、海外焦点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维权实务等热点主题，普及推广海外知
识产权保护现状和政策，交流分享海外知识产权实践经验，助力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致 辞：张志成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司长
企业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形势及工作展望
宋蓓蓓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处长

“337 调查”最新形势及风险防控
陈贵华

商务部贸易救济局处长

美国知识产权制度最新进展及维权实务
Gary HNATH 孖士打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欧洲知识产权制度最新进展及维权实务
Raphaël FLEURANCE

法国凯步知识产权事务所合伙人

东南亚知识产权制度最新进展及维权实务
CHOW Kin-Wah

印尼 Suryomurcito & Co.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巴西知识产权制度最新进展及维权实务
Marc Hargen EHLERS

巴西 Dannemann Siemsen & Co.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日本知识产权制度最新进展及维权实务
吴

芳

大阪新树 Global IP 代理人

海外展会知识产权纠纷形势及风险防控
谭

剑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知识产权服务中心主任

产品出口的知识产权纠纷形势及风险防控
李

慧

北京康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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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十三 Part 1 知识产权产品与服务发布
9月2日 13:30-17:50

三层 301

知识产权大数据服务模式创新发展
13:30-13:50

刘化冰

北京中知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大数据运营事业部主任

13:50-14:10
14:10-14:30

14:30-14:50

14:50-15:10

15:10-15:30
15:30-15:50
15:50-16:10

16:10-16:30

16:30-16:5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通过 STNext 实现自动化专利和化学信息检索
Ralph Remme

STN 销售经理 , 德国卡尔斯鲁厄专业情报中心

专利侵权预警与维权之实践策略
王

璐

北京派特恩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合伙人 / 副总经理 / 法务部负责人

5G 及 SEP 竞争格局分析
威廉·曼斯菲尔德

LexisNexis PatentSight 咨询和客户成功部总监

解构专利大数据分析：WIPS 专利数据库新功能介绍
王翔辉

唯浦思有限公司大中华地区总经理

众包检索服务模式，助力企业专利资产运营
王华伟

RWS 中国公司总经理

充分利用专利数据库实现专利价值最大化
陆

佳

Minesoft 中国区负责人

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专利智能检索，智能分析和智能运营
裘

钢

索意互动（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咨询 +IT”知识产权全球化服务解决方案
梁杰亮

保定市大为计算机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总经理

法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新图景
16:50-17:10

17:10-17:30

17:3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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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斐尔

法国凯步知识产权事务所合伙人

童锡君

法国凯步知识产权事务所资深专利律师

IPC 知产链助力知产新时代
徐

浩

IPC 知产链 北京泽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企业专利挖掘、布局及策略
尉伟敏

杭州杭诚专利商标事务所 董事长

参展商研讨会
9 月 2 日 13:30-17:30

四层

专利侵权诉讼应对策略
陈 浩 北京市品源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合伙人律师
企业专利风险与专利预警
13:30-15:30
蒋一明 北京品源知识产权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
“恶意”要件在商标行政和民事诉讼案件中适用
参展商研讨会
宫江涛 北京市品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401 室
大数据 + 人工智能技术在专利 AI 检索和科技创新的典型应用
15:30-16:30 张 成 智慧芽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中国区 R&D 副总裁，国际 ACL
协会会员和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高级会员
16:30-17:30 专利诉讼若干问题的思考
摆脱传统思维，运用科技力推升知识产权团队价值
余义胜 台湾友达光电公司知识产权部部长
14:30-15:30
2019 与全球知识产权界一起迎接全新德温特的来临
邱明峻 科睿唯安德温特与标准事业部大中华区解决方案顾问部门经理
参展商研讨会
人、大数据、AI 和知识产权
15:30-16:30
402 室
余 敏 美国化学文摘社中国市场经理
有关 Micro LED 和自动驾驶的专利申请趋势以及日本的 AI 审查实务概述
16:30-17:30 丹野寿典 专利业务法人 UNIUS 国际专利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专利代理人
新一代竞争情报工具——助力企业创新决策
13:30-14:30 侯瑞玲 Questel 亚太区总监
刘 丹 Questel 高级知识产权咨询顾问
Minesoft 推动创新的全球专利解决方案
14:30-15:30 陆 佳 Minesoft 中国区负责人
莫一娜 Minesoft 中国区客户经理
IPSensus – 全新国际商标检索数据库隆重发布
参展商研讨会
陈 涛 思保环球（CPA Global）华南区业务经理
403 室
15:30-16:30
IP 管理之道——领先车企话 IP
领先车企 IP 负责人
运用知识产权战略 赋能企业创新发展
张 明 广东全智联合知识产权有限公司董事长
16:30-17:30
尉伟敏 杭州杭诚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
知名企业知识产权 IPR （3 人）
企业知识产权国际化生态论坛暨《专利语言服务实务》新书发布会
举 办 方：RWS 中国公司
特邀嘉宾：

参展商研讨会
13:30-14:30 张东亮 中国专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国家专利运营平台董事长
404 室
Neil Simpkin RWS 公司董事总经理
柯晓鹏
许北一

阿里巴巴专利法务总监，东方知识产权俱乐部创始理事
奥迪中国知识产权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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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圆桌会议

聚青年众智 助保护提升
（闭门会议）

9 月 2 日 14:00-17:00

三层 303

2019 年 7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时强调，要
着眼于统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从审查授权、行政执法、司法保护、仲裁调解、行业自律等环节，
改革完善保护工作体系，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社会治理手段强化保护，促进保护
能力和水平整体提升。
知识产权事业因青年人而起、由青年人而兴、靠青年人而强。在统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的进
程中，广大知识产权青年理应也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国家知识产权青年联合会成立于 2016 年 5 月，青联委员中汇集了行政管理、高校科研院所、
企业、服务业的一批知识产权青年才俊。本次圆桌会议，将聚焦“聚青年众智 助保护提升”的主
题，通过主题演讲、路演交流等形式，在青联委员与青年代表面对面的良好氛围中，分享经验感受、
交流认识体会，为统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扎实推动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4:00-14:50
14:50-15:00
15:10-16:10

第一阶段主题发言
围绕如何综合运用多种手段统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进行主题发言
相关与会单位签订合作意向协议 1
第二阶段主题发言
围绕如何综合运用多种手段统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进行主题发言

16:10-16:20

相关与会单位签订合作意向协议 2

16:20-16:40

与会青年与知识产权青联委员交流

16:40-17:00

知识产权青联负责人总结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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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一

经济全球化下的知识产权运营生态链

Part 2 知识产权金融助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9 月 3 日 09:00-12:30

三层大宴会厅 C

国际知识产权金融市场经过多年积累，发展速度相对迅速。我国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在经历试
水期后，近年来快速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投资基金、融资租赁、证券化、信托等知识产权
金融形态在各地涌现。知识产权金融市场中，政府、企业、银行及其它金融服务机构构成了主要
的参与主体。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期，科技型企业成长
迅速，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需求保持旺盛态势。2018 年，我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总额达到
1,224 亿元，同比增长 12.3%，尽管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如何充分利
用知识产权金融政策，服务我国数量庞大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仍然是当前需要探讨的问题。面对
存在的困难，国外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参考学习：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多
层次服务支持体系，例如提供质押融资提供信用担保；日本特许厅启动知识产权金融促进事业计
划，包括对中小企业拥有的知识产权的经济价值进行全面评估及编制“知识产权商业评估书”的
具体规定等。我国也通过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分担补偿机制等措施，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工作广泛深入开展。本论坛将融合国内外知识产权金融优秀发展模式，结合质押融资成功案例，
共同打通中小企业的 " 知 " 本之路。
●

知识产权资本化新模式

●

金融机构的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产品的开发与完善

●

国外知识产权金融新发展

●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管理

●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助力民营小微企业发展

●

品牌运用——商标质押融资

主持人：单晓光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院长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政策解读
胡军建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处长

中国知识产权许可与技术创投探讨
周 潇

通用电气公司创投集团大中华区总监

日本特许厅知识产权金融促进事业
山本英一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知识产权部部长

SMART3（专利评估制度）应用实例
Jae Woo SONG

韩国发明振兴会知识产权经营室课长

指数技术在知识产权交易领域是否真正重要
Erich SPANGENBERG

IPwe 创始人兼 CEO

基于专利大数据的企业创新发展与投资价值分析
曹

凯

北京中技华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股权投资与知识产权
孙瑞丰

北京国知专利预警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助知识产权融资
赵

辉

赋科创企业新能

江苏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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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五

知识产权法制与法务实践新变革

9 月 3 日 09:00-12:30

三层 307

我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建立起了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和
适应我国国情发展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并随着时代和业务需求的变化不断完善。2019 年，专
利法、商标法修改工作备受瞩目，知识产权政策革新与全球经济发展完整结合，才能有效地打破
贸易鸿沟和知识产权壁垒，也才能进一步规范市场创新行为，更大程度的对创新者进行平等保护，
鼓励创造者热情。本论坛将以我国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完善为切入点，邀请与之相关的政府部门、
司法机构、全球创新主体等共同探讨本次知识产权法制变革的具体细节，以及各方对本次法制变
革做出的最新业务应对和策略调整。

●

故意侵权与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认定

●

互联网电商在知识产权法制变革中的新角色

●

知识产权法制变革与司法实践的有效衔接

●

全球创新主体对知识产权法制变革的新期待与新策略

主持人：冀瑜 中国计量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国家知识产权培训（浙江）基地副主任
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最新进展
胡安琪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条法二处副处长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司法认定
钱光文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知产二庭庭长
中国专利药审批速度和专利期限补偿
耿文军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互联网企业对新商标法的关注与建议
周立国

腾讯知识产权部总监

专利间接侵权问题探讨及期待
周 花

华为知识产权部中国专利组负责人

新业态创新主体对知识产权法制变革的新期待与新策略
甘

娟

京东数字科技法律总监

知识产权运营在中国
濮

阳

杜邦中国有限公司知识产权运营总监

科创板上市过程中知识产权维权保护与恶意诉讼防范
郭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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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识产权部负责人

论坛六

全球贸易中地理标志的商业化运作

9 月 3 日 09:00-12:30

三层 308

地理标志是商品贸易体系中的一种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它显著增加了地域产品的品牌价值，
提升了产品的认知度和市场地位，并承载了地方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有力地带动了地方
特色产业的发展，助推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目前，各国都涌现出因地理标志产品带动整个区域健
康发展的典型案例，为我们成功展现了地理标志如何与市场做到有效连接，并反作用于区域经济
发展的有益经验。本论坛将放眼全球，讨论如何发掘地方特色，打造地方优质地标知识产权与品牌。
如何利用我国的先进的电商服务平台，扩大地标产品传播范围和传播速度，推动我国特色产品的
贸易增长和对外出口，以及最终地标产品如何加速地方经济，如旅游业及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论坛计划邀请国内外政策研究者、经济学家、品牌运营官和典型企业进行分享与探讨。
●

在全球地理标志体系下推动中国贸易发展

●

地理标志的保护与商业化

●

打造金字招牌——地理标志商标实践

●

智慧电商走出去，赋予地标新机遇

●

农产品的多元化包装，地理标志品牌塑造实践

主持人：Günther MARTEN 欧盟驻华代表团公使衔参赞，欧盟知识产权局
（EUIPO）知识产权专员
致欢迎辞：王冬峰 国家知识产权局运用促进司二级巡视员
地标产品焕新计划发布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新浪微博、桑植县人民政府

地理标志对中国的重要性
Günther MARTEN 欧盟驻华代表团公使衔参赞，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知识产权专员
中非贸易中地理标志产品的推广
Hannah RYDER

瑞纳新国际咨询 CEO、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别主任

抒写中国地理标志美丽画卷——地理标志文化 IP 发展之路
李迎丰 中国质量标准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
品牌建设助推区域经济发展
赵 赞

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人民政府区长

地理标志对产业的拉动效应
孙明香

山东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会长

打造农产品地域品牌，电商脱贫致富
周锦秀

阿里巴巴集团公共事务部总监

西湖龙井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管理与保护
商建农

杭州市西湖区龙井茶产业协会会长

保护民族精品，壮大特色产业
黄贤涛

北京海中知识产权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防伪追溯手段保护版权的探索与实践
方 勤

国家防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品追溯委员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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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好服务网，服务全链条

论坛七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助力创新创业研讨交流活动

9 月 3 日 09:00-12:20

三层大宴会厅 B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国际化，全球竞争日益聚焦于知识产权的竞争。知识产权信息
作为知识产权创造的源泉，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和管理的重要基础，已经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战略性资源。因此，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充分利用知识产权信息促进
科技创新，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近年来，各级知识产权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知识产权的总体战略部署，着
力提升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取得了初步成效。本次研讨交流活动，将积极展现
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阶段性成果，解读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相关政策，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国际经验交流，促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相关工作开展。
●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政策

●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实践、机遇与挑战

●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国际经验

9:00-9:05
9:05-9:25

9:25-9:45
9:45-10:00
10:00-10:20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12:0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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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开幕辞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共服务司领导

政策解读：《关于新形势下加强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共服务司
产品介绍——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工具产品介绍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共服务司
茶歇
俄罗斯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实践经验
Nikolay POPOV 俄罗斯联邦工业产权研究所项目办公室副主任，FIPS 专利分析主管
以“知研合一”为特色的重庆市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李雷霆

重庆市知识产权局局长

经济高质量发展下如何做好公共服务
刘

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

院所协同，需求驱动，融入科研，服务创新
刘会洲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

提升知识产权服务能力，助力行业创新发展
王秀江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与装备部副主任

创新驱动战略下的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建设
范爱红

清华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主任

大数据与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王旭明

阿里巴巴集团平台治理品牌合作总监

论坛八

知识产权行政裁决的制度解读和实践分享

9 月 3 日 09:00-12:30

三层大宴会厅 D

行政保护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途径之一。知识产权行政裁决是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权利人快速确定权利有效性、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重要途径。为帮助权利人
更好运用行政裁决制度，本论坛选取当前专利无效、商标评审、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行政裁决等相
关焦点主题，分享推广知识产权行政裁决最新政策和典型实践，指引我国创新主体了解、应用好
有关维权途径，切实发挥行政裁决制度重要作用。

致

辞：张志成
葛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司长

树

张文锐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部长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副局长

专利复审无效支撑创新保护的政策解读
刘

铭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处长

新《商标法》下的商标评审制度解读
孙明娟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调研员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行政保护最新进展
王志超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处长

运用行政保护维护企业创新权益的实践分享
姜银鑫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法务及知识产权执行总监

专利确权程序和司法救济
龙传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商标事务所副所长

行政裁决的制度基础
李洪雷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宪法与行政法研究室主任

专利无效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毛

昊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教授

日本知识产权无效抗辩法律实践
渡边仁

正林国际特许商标事务所专利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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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十

知识产权支撑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9 月 3 日 13:30-18:00

三层 307

纵观全球范围内，一些区域知识产权高地发展亮眼：美国旧金山湾区因为著名科技大学和大
量科技企业的聚集，成为高科技创新与创造的典型，东京湾区因金融、研发、地理优势，孕育出
高新产业集群，知识产权运营高速发展，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起到良好支撑作用的同时，也结合
地方经济发展特色，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知识产权业务与模式形态。近年来，我国提出了京津冀协
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等国家重大区域性战
略部署。粤港澳湾区知识产权事业发展迅速，涌现出一批如华为、中兴、格力等领军企业。本论
坛将结合全球区域发展优秀经验，探索知识产权助推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之路。

●

知识产权助力区域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国际经验

●

知识产权保护与营商环境的构建

●

知识产权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注入创新活力

●

知识产权协同发展推动京津冀创新生态圈

主持人：袁真富 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知识产权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注入创新活力
马宪民

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主任

京津冀协同创新与知识产权协同发展的思考
刘

云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平台型企业的开放创新及知识产权实践
刘大江

中国银联法律合规部知识产权高级主管

区域和跨区域知识产权合作对于确保持续竞争力的重要性
Benoit MISONNE 欧盟知识产权局 IP Key 项目中国区负责人
国际企业如何利用知识产权合作开拓中国市场
Paulo LOPES

英中贸易协会商业环境与政策分析总监

知识产权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创新
刘 明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知识产权运营主管

互联网 +AI 的新知识产权如何助力区域产业创新发展
张海华

智慧芽信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公共事业部总监

知识产权保护与营商环境构建——从案例分析看知识产权的作用
程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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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伦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

论坛十一

发现外观设计的力与利

9 月 3 日 13:30-18:00

三层 308

外观设计是凝聚了技术、艺术、经济等要素的智慧结晶。设计不仅仅是消费升级的重要推手，
也正在成长为推动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强大力量。注重外观设计，加强外观设计保护已成为越来越
多的企业强化市场竞争优势，获取可观经济效益的重要商业战略之一。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设计
师如何更好地通过外观设计为产品赋能，企业内部如何进行设计部门及 IP 部门之间的高效沟通，
外观对企业“走出去”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如何保护外观设计，本论坛将邀请国内外外观设计
领域的专家、外观设计企业、制造型企业、互联网企业代表，围绕上述议题展开讨论。
●

设计师如何更好地通过外观设计为产品赋能？

●

从设计到保护，企业内部如何进行高效沟通？

●

外观助力企业“走出去”

●

如何保护外观设计

主持人：吕国良 国家知识产权局国际司原司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中国办事处原副主任、WIPO 中国办事处顾问
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体系
吕国良

国家知识产权局国际司原司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中国办事处原副主任、
WIPO 中国办事处顾问

电子商务背景下的外观设计专利维权
卢 蓓

宝洁公司高级顾问

工业设计创造到保护之“零距离”
李艳君

小米集团法务部专利管理总监

企业 IPR 与研发高效协作模式
赖 瑜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知识产权部主管

设计重塑产业生态
熊 伟

智加设计创新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创新设计——产品爆发催化剂
贺凯鹏

上品创新设计集团杭州公司 CEO、德国红点奖 2019Best of the Best 得主

全球化背景下品牌和设计的重要性
Christophe BRANCHU

矩刻创意设计工作室联合创始人兼创意总监

创新设计——重新定义品牌 Slogan
钟素萍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移动支付企业外观设计保护模式的选择
林东姝

北京意锐新创科技有限公司知识产权高级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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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十二

人工智能：知识产权法面临的新挑战
（AIPPI 对本论坛亦有贡献）

9 月 3 日 13:30-18:00

三层大宴会厅 C

如今，林林总总的技术进展引起了律师行业的关注，其中就包括人工智能技术，正如其他真
正具有变革性的发展机遇一样，人工智能技术也孕育着崭新的可能。在许多领域、特别是 IP 法
律方面，AI 对法律提出了深刻的挑战。由 AIPPI 组织的专家团队将就 AI 在版权和专利方面引起
的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组专家将围绕 AI 生成作品展开讨论。通过假设不同的现实情境以确定 AI 对作者身份、
版权保护条件这两个关键问题的影响。本小组还将分享 AIPPI2019 年的研究问题：AI 生成作品
产生的相关问题。专家们将根据 AIPPI 收到的 30 份国家报告，全面概述不同司法体系下的现状，
其中涉及众多主要问题，并且会具体讨论是否应当创造一种新的知识产权权利形式来保护 AI 生
成的作品。
第二组专家将针对人工智能引起的专利问题进行讨论。专家们将假设一种现实情境，来探索
AI 对发明人身份、专利适格性、公开的充分性、独创性的评估这四个关键问题的影响。本组专家
还将分享世界各地主要的 IP 机构对于 AI 和专利问题的立场。
AI 生成作品的定义
哪些现行立法以著作权保护 AI 生成作品
● AI 生成作品应以著作权保护还是以新的 IP 权利保护？
● 哪些 AI 发明具有可申请专利的潜能
● 如何在 AI 领域中撰写专利申请
●
●

开场发言
理性的力量——AI 的局限性
Alexander CLELLAND 欧洲专利局上诉委员会前主席、Maucher Jenkins 事务所顾问
AI，不可能的定义？
Guillaume HENRY

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AIPPI）助理总报告员，法国 Szleper Henry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话题 1：AI 和版权
什么是 AI 生成的作品？ IP 律师面临着哪些问题
Guillaume HENRY 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AIPPI）助理总报告员，法国 Szleper Henry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AI 与版权：日本视角
Kay KONISH 日本专利代理人，胜沼国际专利事务所所长
AI 与版权：中国视角
Allen WANG 北京韬安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

话题 2：AI 和专利
什么是 AI 发明？知识产权局和从业人员面临着哪些问题？
Guillaume HENRY 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AIPPI）助理总报告员，法国 Szleper Henry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中国 AI 应用的审查概述
Yan SONG 中国专利代理人
欧洲专利局的 AI
Alexander CLEL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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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局上诉委员会前主席、Maucher Jenkins 事务所顾问

AI 相关发明的描述要求和发明步骤
Hirohito KATSUNUMA 专利代理人，Katsunuma 国际专利局主席

论坛十三 Part 2

知识产权产品与服务发布

9 月 3 日 09:00-12:00
9:00-9:20

9:20-9:40

9:40-10:00

10:00-10:20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三层 301

互联网黑科技赋能传统代理机构，实现开源节流增收
王宇龙

标天下知识产权平台 COO

知识产权信息化平台的建设与管理应用
杨小平

深圳市唯德科创信息有限公司，市场总监、资深 IP 信息化应用顾问

机遇与挑战并存——集成电路行业的知识产权
谷建丽

北京芯愿景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知识产权业务经理

认证机构的使命“传递信任 服务发展”—企业管理能力的提升促进整体绩效改进
侯璐瑶

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知识产权事业部总经理

知识产权交易，助推企业成果转化
林建胜

尚标知识产权集团董事长

低成本取得日本专利权的诀窍
陈重祯

R&C 中国和日本客户的专利申请相关业务负责人

中日欧在异议阶段和诉讼阶段的实质审查差异
园田吉隆

园田小林特许事务所 所长

让知识产权为商业增值
向庆宁

杭州天昊专利代理事务所执行合伙人 / 专利代理人 / 诉讼代理人 / 知识产权顾问

围绕前沿技术开展高价值专利培育的策略
董凤强

北京国知专利预警咨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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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策沙龙：“非正常商标申请”规制的立法与实践
9 月 3 日 13:30-17:30

大宴会厅 D

新修订的《商标法》第四条新增规定，“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
回”，这对于我国遏制商标恶意注册和囤积行为有着重大意义。同时，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在起草《关
于规范商标申请注册行为的若干规定》，旨在对《商标法》规制商标恶意注册或者不正当注册行
为作出细化。
君策沙龙将邀请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商标局专家，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和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资深法官，高校学者，企业法务和律师代表，围绕“非正常商标申请”的法律理解、
法规制定、实践经验与困惑等问题进行集中探讨，以期明确法律适用条件，促进新法施行，引导
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商标注册意识，倡导“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申请行为，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推动中国商标事业健康发展。
本次沙龙由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主办，北京君策知识产权发展中心承办，万慧达知
识产权协办。

主持人：汪

泽 北京君策知识产权发展中心主任

演讲人：
胡安琪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条法二处副处长
宋玲玲 上海商标审查协作中心质管部部长
何 琼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法官
张伟君 上海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郭晨辉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知识产权总监
黄 晖 万慧达知识产权高级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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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研讨会
9 月 3 日 09:00-12:00

四层

人工智能产业专利导航成果发布
刘
9:00-10:00

可

北京国知专利预警咨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机器人产业专利导航成果发布
裴

军

北京国知专利预警咨询有限公司总监

IC 装备产业专利导航成果发布

参展商研讨会

杨

401 室
10:00-11:00

林

北京国知专利预警咨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AI 与品牌管理
赵立春

康信合伙人、商标部经理

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专利侵权风险的预防与应对策略
11:00-12:00

冯俊杰

北京派特恩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合伙人

韩

北京派特恩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合伙人 / 律师

冰

全球科技发现与价值评估
9:00-10:00

武

敏

龙明涛

中译语通科技大数据事业群总经理
中译语通科技大数据事业群市场总监

“五位一体”知识产权基金运营新模式研讨（圆桌论坛）
杨
参展商研讨会
402 室

10:00-11:00

进

紫藤知识产权运营（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 &CEO

于立彪

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常务副总经理

谢商华

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主任

金克胜

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高丽晶

光峰科技知识产权总监

刘程喆

祥峰投资 (Vertex Ventures) 投资副总监

主办方：紫藤知识产权运营（深圳）有限公司
11:00-12:00

基于美国专利法和实务准备基于中国优先权的申请
Michael TEICH Principal and Attorney At Law
欧美跨境电商平台知识产权纠纷案例及应对策略

9:00-10:00

颜雄军 韦恩国际知识产权（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冠豪 韦恩国际知识产权（深圳）有限公司跨境电商专案负责人代理师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实务及商标品牌战略研讨会

参展商研讨会
403 室

主持人：曾旻辉
10:00-11:00

11:00-12:00

华进知识产权高级合伙人

企业海内外商标保护与维权策略
张须德

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品牌战略总监

刘

华进知识产权涉外商标事业部高级经理

琴

AI 助力产业创新
刘

璐

合享智慧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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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同期知识产权出版社精彩活动
2019 第五届“中知在线”杯知识产权运营大赛
暨知识产权投融资圆桌会议

9 月 2 日 13:30-17:45

大宴会厅 D

2019 第五届“中知在线”杯知识产权运营大赛基于知识产权运营激发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
力的理念，面向国内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及其它机构进行知识产权运营项目征集和评比，旨
在帮助优秀项目与各类资源（社会资本、产业园区等）无缝对接，最终实现优质项目落地孵化，
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地方经济发展及产业聚集升级贡献力量。同时，将举办知识产权投融
资圆桌会议。
本届大赛由杭州市知识产权局指导，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主办，中国知识产权网和
中知厚德知识产权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共同承办，北京知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中知在线）
为大赛冠名，北京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力量国际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北京中金浩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等为大赛战略合作伙伴。

主持人：吕荣波
时间

主要环节

主要内容

13:00-13:30

签到

嘉宾、观众就坐；抽取路演顺序

13:30-13:35

主持人开场

介绍大赛背景及到场嘉宾、评委及媒体

领导讲话

为大赛致辞

冠名方代表讲话

介绍冠名方相关情况

13:35-13:40

主题

开场准备

13:40-13:45

知识产权包运营处置发布

13:45-13:55

仪式

“中知在线”线上知识产权包运营处置发布仪式

13:55-14:00

大赛规则介绍

介绍大赛规则及评分标准

14:00-15:00

项目路演（4 个项目）

每个项目路演 8 分钟，专家提问 7 分钟

抽奖及中场休息

抽取幸运观众奖，中场休息

15:10-16:10

项目路演（4 个项目）

每个项目路演 8 分钟，专家提问 + 评分 7 分钟

16:10-16:15

抽奖

抽取幸运观众奖

统分

工作人员统计分数

知识产权投融资

知识产权投融资圆桌会议

颁奖及意向签约

颁奖、意向签约、合影留念、现场采访

15:00-15:10

16:15-17:15

17:15-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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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 大赛

圆桌会议

颁奖典礼

上市公司知识产权风险管理与浙江运营城市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分公司

宁波甬致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浙商全国理事会

9月3日 9:00-12:30

大宴会厅 A

自 2018 年 11 月 5 日习主席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
试点注册制以来，科创板的推出就一直备受关注，拥有大量的自主知识产权是科创板企业的共同
点。本论坛以上市公司在 IPO 进程中的知识产权问题为起引、聚焦科创板企业在上市过程中的知
识产权风险管理与应对策略，包括公司的研发体系管理、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构建精准产业布局
等关键问题。在对话环节，将针对杭州、宁波、台州知识产权运营城市的建设问题充分展开政企
讨论。
●

企业 IPO 进程中的知识产权风险与应对

●

科技创新生态构建精准产业布局

●

科创板企业研发体系管理及风险管控

●

科创板企业知识产权风险管理

●

上市公司投资并购中的 IP 尽职调查

●

科创板企业专利创新指数排行榜榜单发布

●

浙江运营城市政企对话
嘉宾致辞（9:00-9:15）
李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郑

莫

云

浙商全国理事会副理事长

程

剑

主题演讲（9:15-11:30）
主持人：李秀改
序号

第
一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时间

公牛集团有限公司专利高级经理
高建华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发展部总经理 刘 顶

09:15-09:30

1

企业 IPO 进程中的知识产权风险与应对

2

科创板企业研发体系管理及风险管控

3

上市公司的企业创新与知识产权管理

三一重工知识产权总监 陈路长

09:45-10:00

4

中国式科技创新的内核驱动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王学泽

10:00-10:15

5

从企业视角看高价值专利打造

超威集团知识产权经理 叶

10:15-10:30

6

科创板企业知识产权风险管理

7

上市公司投资并购中的 IP 尽职调查

8

科技创新生态构建精准产业布局

项

9

剑

09:30-09:45

知识产权出版社浙江分公司总经理
10:30-10:45
李秀改
北京观韬中茂律所高级合伙人
李洪江

10:45-11:00

宁波甬致专利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11:00-11:15
李迎春

投资视角下的知识产权运营实战项目复盘 启迪之星知识产权合伙人 黄向城 11:15-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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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单发布（11:30-11:40）
主持人：李迎春
第
二
项

出版社、北大国发院、三聚阳光联合发布

10

科创板企业专利创新指数排行榜

11:30-11:40

政企对话（11:40-12:00）
主持人：李迎春
第
三
项

对话内容
11

对话嘉宾
杭州、宁波、台州政府领导

浙江运营城市政企对话

11:40-12:00

与嘉宾对话

签约合影（12:00-12:20）
第
四
项

12

知识产权出版社 & 甬致 & 浙商全国理事会

12:00-12:10
（10min）

合

12:10-12:20
（10min）

影

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管理与运用
9 月 3 日 13:30-18:10

三层大宴会厅 A

数字化已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知识产权作为保护无形财产的基本法律制度，在
新时代被赋予更深刻的内涵以及更广阔的的外延，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国际贸易新秩序、人工
智 能、物联网、5G、区块链、新能源、电子商务、社交媒体、精准扶贫无一不在对知识产权工
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管理与运用水平，是企业适应数字
经济带来巨大变革的必然要求。
本次分论坛结合“知识产权与时代同行”，聚焦“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管理与运用”，
从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创新与展望说起，与您分享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理
念；中间举行“华政·集佳杯”知识产权综述竞赛颁奖典礼暨竞赛丛发布，为您展现当代知识产
权专业大学生囊萤映雪、承传师道的青春风采；以中知论坛结束，与您探讨高质量认证如何助力
企业创新发展。
本次论坛分为如下三个部分：
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保护：实践、创新与展望
第五届“华政·集佳”杯知识产权学术竞赛颁奖仪式
中知论坛——高质量知识产权认证助力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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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13:30-13:35

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保护：实践、创新与展望

主持人开场：阿里巴巴集团代表
环节一：实践篇 - 主旨演讲

13:35-13:50

13:50-14:05

14:05-14:20

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阿里巴巴集团知识产权团队运营总监
技术 + 数据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应用与创新
阿里巴巴集团数据与算法研究员
精彩点评
国内知名知识产权学者
环节二：创新篇—圆桌论坛

14:20-14:30

14:30-14:40

14:40-14:50

14:50-15:00

数字时代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生态创新探索
阿里巴巴集团知识产权保护团队代表
阿里巴巴原创保护
阿里巴巴集团代表
知识产权岀版社创客 IP 为原创智力成果护航
知识产权出版社代表
数字化的知识产权服务市场
知识产权专业服务机构代表
圆桌讨论

15:00-15:20

发言嘉宾 + 学者代表：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 黄武双
浙江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黄 灿
环节三：展望篇 - 总结

15:20-15:30

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保护展望
知识产权出版社副总经理 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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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继承以创新——“华政 . 集佳杯”知识产权综述竞赛颁奖典礼
暨竞赛丛书《知识产权文献与案例综述研究》发布
竞赛介绍及新书发布
15:30-13:38

主持人：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

唐

春

主讲人：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前国家专利复审委资深审查员 郭鹏鹏
主题发言
15:38-15:55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

黄武双

北京集佳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合伙人
15:55-16:10

李 擘

颁奖以及选手代表发表感言
Part 3 中知论坛——高质量知识产权认证助力创新发展
领导致辞

16:10-16:20

知识产权出版社副总经理 李

程

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领导
主题发言
地方省知识产权局领导
16:20-17:50

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部长 陈

方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主任 王立东
北京杨丽萍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杨丽萍
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总经理 余 平
嘉宾与谈
上海闵行区知识产权协会秘书长 郭国中

17:50-18:10

北京市开阳星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总经理 郝瑞钢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知识产权运营公司
中科院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贯标专家咨询组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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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志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