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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产权的取得及管理

 知识产权

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领域中，发明者、创造者等对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

其范围包括专利、商标、著作权及相关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

传统知识、遗传资源以及民间文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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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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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申请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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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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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审查

2017年 8月 1日起，专利局依据《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对符合规定的发明、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提供的快速审查通道。优先审查的适用情形，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专利申请

可以请求优先审查：

(1) 涉及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智

能制造等国家重点发展产业；

(2) 涉及各省级和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重点鼓励的产业；

(3) 涉及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且技术或者产品更新速度快；

(4) 专利申请人或者复审请求人已经做好实施准备或者已经开始实施，或者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

实施其发明创造；

(5) 就相同主题首次在中国提出专利申请又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提出申请的该中国首次申请；

(6) 其他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需要优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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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备案及管理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是指软件的开发者或者其他权利人依据有关著作权法律的

规定，对于软件作品所享有的各项专有权利。作品完成之日起自动产生权利。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备案）：对独立开发完成的软件作品，通过向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备案的

方式进行权益记录/保护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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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管理

图片来源：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 2949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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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 GB/T 29490-2013)贯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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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广东省企业贯标工作情况简介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广东省采取第三方认证形式累计通过贯标认证企业数量 5423 家，超越江

苏(2254 家)，位居全国第一。同期已审核待发证企业 156 家，已申请待审核企业 1443 家。

 各地市贯标情况如下：广州 2546，深圳 1003，东莞 912，珠海 297，佛山 267，中山 155，惠州

66，清远 32，湛江 30，江门 27，肇庆 19，河源 16，汕头 14，揭阳 11，潮州 9，阳江 6，韶关 5，

茂名 4，梅州 3，汕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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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主要工作内容介绍

 贯标的目的

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为目标，以全面推行《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为抓手，坚持政府引导、

市场驱动、统筹协调、分类指导的原则，构建政策引导体系，提升服务机构能力，加强认证市场

建设，推动企业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建立符合创新发展需求的推行《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工作政策引导体系，构建市场秩序

规范的咨询服务体系，形成遵循市场化机制的第三方认证体系，培养一支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引

导大部分具有创新优势的企业建立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企业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能力大幅提升，

知识产权对企业竞争优势的贡献显著增强。

 重点任务

优化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建立咨询服务体系

加强认证体系建设 发挥各项政策引导作用

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力度 营造公共服务环境

持续完善《规范》推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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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圳市知识产权资助、奖励政策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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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政策介绍

 资助对象

1) 在深圳市行政区域（含深汕特别合作区，下同）内依法登记注册的企事业单位；

2) 具有深圳户籍或者持有有效的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的个人。

【注】

专利、商标、著作权为多方共有的，由第一顺序权利人提出申请，且申请人应符合上述条件之一。

无特别声明的，申请人相关信息均以发明专利证书、商标证书、著作权登记证书以及专利授权公告文本上的

权利人、地址（应在深圳市行政区域内）、代理机构、代理人、日期信息为准（PCT以公布文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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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条件

类型

资助/奖励金额

(人民币/元)
要求 备注

国内发明专利

(含港澳台)

2500/件 获得国内发明专利授权
1) 例外：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减缴申费、实质审查费的不予资助

2) 个人申请人年度资助数量不超过 5件
1万/件 非个人申请人首次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每件增加资助 7500元

国外发明专利

4万/件 在美国、欧盟和日本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1) 非个人申请人的→按纳税额实行分类资助：

① 同一申请人上一年度在深圳纳税额≤5000万元，年度资助总额不超过 200万元；

② 5000万元＜纳税额≤5亿元以下，年度资助总额不超过 1000万元；

③ ＞5亿元，年度资助总额不超过 2000万元。

2) 个人申请人年度资助数量不超过 5件

2万/件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专利审批机构

经实质审查 + 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PCT专利申请

1万/件
提交 PCT专利申请 + 完成国际公布

(非个人申请)
同上 1）①②和 2）

3000/件
提交 PCT专利申请 + 完成国际公布

(个人申请)

商标注册

1000
(每个国家/地区)

通过马德里体系取得注册

1) 按指定国家/地区的数量资助，每件最多资助 20个国家/地区

2) 凭证书一次性申请资助，同一商标在各指定国家核准注册后不再

重复资助
同一申请人的年

度资助总额不得

超过 50万元

3000/件
欧盟知识产权局、非洲知识产权组织、

非洲地区工业产权组织取得注册

1000/件 单一国家取得注册 同一申请人年度受资助件数不得超过 3件
1000/件 港澳台地区取得注册 同上

20万/件 取得国内证明商标、集体商标注册证书 地理标志给予 50万/件的资助

著作权登记

300元/件
取得国家软件著作权登记机构颁发的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年度登记量≥20件 1) 非个人申请人

年度资助不超

过 10万元

2) 个人申请人年

度资助不超过

1万元

200元/件
一般版权作品获得国家/广东省版权

登记机构颁发的《作品登记证书》

1) 年度登记量≥5件
2) 所资助的一般版权作品仅限以下类型：

① 文字作品； ② 音乐作品； ③ 美术、建筑作品；

④ 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⑤ 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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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优势、示范单位

20万每家 深圳市知识产权优势单位
1) 每年认定不超过 20家
2) 申请人应满足的条件：详见文件第十二条

一次性资助

50万/每家 深圳市知识产权示范单位
1) 每年认定不超过 3家
2) 申请人应满足的条件：详见文件第十二条

知识产权贯标 ＜5万元/每家

获得《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GB/T29490-2013)《高等学校知识产

权管理规范》（GB/T33251-2016）或

《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GB/T33250-2016）国家标准认证

针对实际发生的认证费用给与资助

知识产权项目

配套奖励

200万(金奖)

获评中国专利奖 应以第一顺序专利权人申请该配套奖励

一次性奖励

50万(银奖)

20万(优秀奖)

30万/每项 获评深圳市专利奖

获奖专利为多方共有的，应指定一方申请该配套奖励100万/每项 获评“中国商标金奖”

100万/每项 获评“中国版权金奖”

深圳市版权创新

发展基地培育
50万/每家 开展版权创新发展基地的培育

1) 每年评选不超过 5家
2) 一次性资助

3) 该项目与第知识产权示范单位项目不重复资助

知识产权

重大专项
＜100万/每项 有相关研究经验＋相关专业人才&团队 每年评选不超过 3个项目





感谢您的聆听！

欢迎积极交流！

谭宗成 律师、专利代理人

联系电话：18688937543

电子邮箱：zc-tan@163.com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清华信息港科研楼 910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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