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9） 

 

前言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实施人民法院第五

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开局之年。人民法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严格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审判职责，持

续深化审判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提升审判质效，着力打造过硬队伍，开

创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新局面，知识产权司法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

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为推

动创新驱动发展、创造良好营商环境提供了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大部署，并提出了完善科技创新体制

机制、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要求。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和运用，形成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是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



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必然选择。一

年来，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目标，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主线，积极发挥知识产权审

判工作在激励和保护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2019 年，人民法院共新收一审、二审、申请再审等各类知识产权

案件 481793 件，审结 475853 件（含旧存，下同），比 2018 年分别

上升 44.16%和 48.87%。 

  （一）提升民事司法保护水平 

  人民法院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保护创新和维护公平竞争的职能作

用，注重通过裁判激励科技创新，促进文化传播，维护竞争秩序，为创

新主体提供明确、稳定、可预期的规则指引，让创新创业者坚定信心，

提升社会创新活力。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2504 件，审结 1976 件，比 2018 年分别上升 174.26%和 260.07%。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共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 399031 件，审结

394521 件，分别比 2018 年上升 40.79% 和 44.02%。其中，新收专

利案件 22272 件，同比上升 2.64% ；商标案件 65209 件，同比上升

25.41% ；著作权案件 293066 件，同比上升 49.98% ；技术合同案件



3135 件，同比上升 16.98% ；竞争类案件 4128 件，同比下降

1.25% ；其他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 11221 件，同比上升 49.95%。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共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二审案件 49704 件，审结

48710 件，同比分别上升 79.95% 和 85.29% 。 

  一年来，人民法院审结的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有：厦门卢卡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等与法国瓦莱奥清洗系统公司等侵害

发明专利权案；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与重庆恒胜鑫泰贸易有限公司等

侵害商标权案；和睦家医疗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与福州和睦佳妇

产医院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案；蔡新光与广州市润平商业有限公

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案；河北山人雕塑有限公司与河北中鼎园林雕塑有

限公司等侵害著作权案；等等。 

  （二）强化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各级人民法院着力强化对知识产权授权确权行政行为和行政执法行

为合法性的审查。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新收和审结知识产权行政案

件 1066 件和 884 件，比 2018 年分别上升 70.83%和 52.15%。地方

各级人民法院共新收知识产权行政一审案件 16134 件，比 2018 年上升

19.11%。其中，专利案件 1661 件，同比上升 8.14% ；商标案件



14457 件，同比上升 20.56% ；著作权案件 16 件，与 2018 年持平。

审结一审案件 17938 件，同比上升 89.74%。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新收知

识产权行政二审案件 7304 件，审结 5942 件，比 2018 年分别上升

104.88% 和 84.71%。其中，维持原判 4791 件，改判 1026 件，发回

重审 4 件，撤诉 613 件，驳回起诉 132 件。 

  一年来，人民法院审结的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有：三星电子株式会社、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

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案；北京康智乐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

权局、厦门美柚股份有限公司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案；等等。 

  （三）加大对知识产权犯罪行为惩罚力度 

  人民法院依法审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加大刑事保护力度，净化市

场环境。2019 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共新收侵犯知识产权刑事一审案

件 5242 件，同比上升 21.37%。其中，侵犯注册商标类刑事案件 4982 

件，同比上升 21.01% ；侵犯著作权类刑事案件 210 件，同比上升

34.62%。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侵犯知识产权刑事一审案件 5075  件，同

比上升 24.88% 。在审结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一审案件中，假冒注册商



标刑事案件 2134 件，同比上升 15.23%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刑

事案件 2279 件，同比上升 32.19% ；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

商标标识刑事案件 423 件，同比上升 38.69% ；假冒专利刑事案件 1 

件；侵犯著作权刑事案件 191 件，同比上升 40.44% ；销售侵权复制品

刑事案件 8 件，同比上升 33.33% ；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 39 件，与

去年持平。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共新收涉知识产权的刑事二审案件 808 件，同比

上升 18.30% ；审结 807 件，同比上升 20.81%。 

  一年来，人民法院审结的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有：杨明凤、杨茂淦等犯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案；林义翔等犯侵犯商业秘密罪案；许振纬等犯假冒注册商标罪案；陈

力等犯侵犯著作权罪案；等等。 

  2019 年，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稳中有进，审判质效持续向好，呈现

出以下特点。 

  案件数量再创新高。随着全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不断加强和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公信力的稳步提升。2019 年，人民法院新收和审结各

类知识产权案件数量急剧增加，收、结案数量均创历史新高，增幅双双



突破 40%。从案件分布区域看，北京收案 80165 件、上海收案 23580

件、江苏收案 20249 件、浙江收案 27706 件、广东收案 157363 件，

共计 309063 件，占全国法院知识产权收案数量 64.15%，依然是知识

产权诉讼纠纷较多的地区；从增长速度看，河北、安徽、福建、广西、

重庆分别同比上升 53.53%、60.30%、64.88%、98.49%、173.66%,涨

幅均突破 50%，其他地区亦呈现出明显的攀升趋势；从结案情况看，各

级法院努力克服案多人少矛盾，结案数量大幅提升。以前述收案最多的

地区为例，其结案率分别达到 90%以上，圆满完成了审判任务。 

  新型案件不断增多。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蓬勃兴起，

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不断拓展法律边界，涉及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标准必要专利、生物医药等科技前沿领域的知识产权新问题不

断涌现，既要对复杂的技术方案进行分析，又需要结合具体案情灵活适

用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了涉及机械、材料、电学、通信、生物医药

等领域的专利案件，进一步提炼有关裁判规则；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结

“首例云服务器被诉侵权案”“冻干形式的稳定药用组合物专利侵权诉

前行为保全案”等疑难复杂案件；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结诺基亚公司

与华勤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案，为通讯领域的标准必要专



利案件的妥善审理提供了借鉴；广东法院专利案件诉讼标的额超过

1000 万元的案件有 63 件，标的总额约为 81.8 亿元。 

  保护力度持续加大。人民法院认真贯彻《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

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提高知识产权司法救济的及时性和便利性，努力

实现侵权损害赔偿与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协调性和相称性。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在 UC 浏览器诉搜狗输入法流量劫持案中适用裁量性赔偿计

算方式确定 2000 余万元的赔偿金额；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广

东蓝带集团北京蓝宝酒业公司与河南红火公司等侵害商标权案中将赔偿

数额由 5 万元提高到 100 万元，加大了对侵权源头的惩治力度；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在杭州莫丽斯科技有限公司、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诉浙

江风尚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现代新能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

争案中判令被告赔偿 800 万元，维护了“奥普”商标的品牌价值；福建

法院在“九牧王”商标纠纷案和“博力谋”商标及不正当竞争案判决中

积极采用惩罚性赔偿机制，将侵权损害赔偿金额提高了 1 倍和 2 倍。 

  司法效果日益彰显。人民法院在确保完成审判任务的同时，还审结

了一批疑难、复杂、新类型及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发挥了典型案例的

示范和指引作用。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敲响“第一槌”并当庭宣

判，判决书深入阐释了功能性特征的认定标准，数十家媒体进行全媒体



直播和广泛报道，庭审网络直播第一时间观看量达 1800 余万次，该案

从立案、开庭到结案送达仅用 50 天，凸显公正透明高效。甘肃省高级

人民法院审结的涉外植物新品种案件，保护了品种权人的合法权益。上

海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的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创歆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系列案，总标的达 2470 万元，涉案专

利系移动存储领域的开创性技术，案件审理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肯定。

湖南法院审理了一批涉餐饮、创意摄影、百货销售等服务行业的商标侵

权和不正当竞争案，引导餐饮行业、百货业、文创产业规范、正当使用

商业标识，推动了第三产业良性健康发展。 

  多元解纷成效突出。人民法院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

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多元解纷体系建设，鼓励当

事人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纠纷，促使各类纠纷解决方式各得其所、各尽

其能、多元共治、形成合力，进一步提升了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效率。最

高人民法院成功调解陕西白水杜康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洛阳杜康控股有

限公司侵害商标权案，一揽子解决了涉“杜康”的所有案件，为地方稳

定、企业发展提供了司法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全国法院统筹联动整

体机制，探索“知产法庭+巡回法庭”巡回审理模式及“勘验+庭审”案

件审理机制，推动全国 48 个关联案件一揽子化解，庭前跨区域高效化



解 80 个专利侵权案件，方便群众诉讼，丰富了知识产权领域的“枫桥

经验”；北京法院持续推进立案阶段“多元调解+速裁”机制改革，努

力推动首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吉林法院注重发挥调解作

用，各类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率达 75%；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成功调解标

的额逾 1 亿元的中广影视卫星公司与中国电信安徽分公司侵害广播组织

权案；山东法院认真落实《山东省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例》，积极构建

化解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平台；湖北法院搭建行政机关、侵权场地租

赁方、行业协会、律师调解组织等第三方参与的调解平台，通过协调各

方资源，促使达成调解；四川法院与中国（四川）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签

订关于建立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的合作协议，委托其进行涉专利知识

产权案件的调解工作；云南法院积极建立知识产权诉前调解制度，为实

现部分知识产权案件及时化解创造条件；辽宁法院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针对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著作权、商标权、不正当竞争

等纠纷案件采取诉前调解，实行诉调对接；新疆法院注重采用多种调解

方式化解矛盾，调撤率始终保持相对较高水平。 

  二、深化改革综合配套，优化知识产权司法体系 

  2019 年，人民法院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

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为重要抓手，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推进知识产权审判领域各项改革举措，不断完善

知识产权司法体制机制。 

  （一）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开局良好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成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从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部署，是我国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具有里程碑意义。

2019 年是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运行的开局之年，作为统一审理

全国范围内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的专门机构，知识产权法庭克服了

初创时期的各种困难，奋力推进各方面工作，相继推出多项改革举措，

实现良好开局。 

  一是实施“统一裁判标准系统工程”。统一裁判标准是中央设立法

庭的首要目标，制定《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统一裁判标准实施细

则》等制度，做好前端梳理、加强中间把控、完善末端审核、严管重点

案件；完善法官会议制度，同步编发《法官会议纪要摘编》和《办案提

示》，及时统一重要裁判标准和类案办理方式。 

  二是探索行政和民事案件同步审理模式。将涉及同一专利侵权民事

和确权行政纠纷交同一合议庭审理，实现二元程序和裁判标准的对接。 



  三是优化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机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优化

审判管理，充分发挥集中管辖的机制优势和全国法院“1+76”整体效

能，推动全国关联纠纷化解。 

  四是推进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发展。统筹全国法院技术调查资

源，包括 360 余名技术调查官，覆盖 30 多个技术领域，努力缓解欠发

达地区法院技术调查力量不足、发达地区法院技术领域覆盖不全的问

题。 

  五是加强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建设裁判规则库和案例库、“大数

据知识产权分析平台”等智能平台，探索“知产法庭云”，满足当事人

通过互联网提交证据、网上阅卷等需求，为案件智能审判提供技术支

持。 

  （二）知识产权法院建设扎实推进 

  为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以来工作情况的

审议意见，最高人民法院继续加强对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

指导，知识产权法院各项工作扎实推进，进展顺利，成效显著。 

  自 2014 年底设立以来，知识产权法院受理案件逾 10 万件，审理

了一批具有规则意义和社会影响的重大知识产权案件，在提升审判质



效、统一裁判尺度、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知识产

权法院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大胆探索创新，推动司法改革，开创了知识

产权审判新局面，推动了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专门化体系建设。 

  （三）跨区域管辖机制不断优化 

  2017 年以来，南京等 21 个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判机构，

跨区域集中管辖部分知识产权一审案件，推动知识产权专业审判机构在

全国范围内合理布局。各地知识产权法庭加大探索创新力度，着力提升

审判专业化水平，对于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等决策部署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大力开展巡回审判，推行专业化、集约化审判模

式，积极回应高新技术园区的知识产权保护诉求，为辖区内企业开展自

主创新保驾护航；杭州知识产权法庭积极运用互联网技术、建立跨区域

协作机制，在为群众提供在线诉讼司法便利的同时，有效促进了法律适

用标准统一；郑州知识产权法庭以信息化建设为抓手，采取网上立案、

电子送达、微信调解等措施，打破时空限制，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审判便

民化、信息化水平；深圳知识产权法庭立足区位优势，以强化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为切入点，深度参与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建设；海口知识产权法庭在全省设置巡回办案点和司法服务联系

点，主动提供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服务。 

  （四）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持续深化 

  2019 年，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全国法院推进

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工作的意见》，进一步

巩固“三合一”改革工作成效。 

  最高人民法院加大对全国推进“三合一”改革的指导力度，深入开

展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阅卷调研，掌握第一手刑事案件办理资料，为研究

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规范、修订完善相关司法解释奠定了基础；江苏

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展知识产权犯罪量刑调研，为规范审理知识产权刑事

案件的刑罚裁量权与量刑尺度提供参考；浙江法院 2019 年 11 月 1 日

起全面实施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三合一”审判，审理知识产权

刑事案件 260 件、行政案件 41 件；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展知识产权

刑事、行政案件指定管辖调研，明确知识产权案件“三合一”管辖机

制。 

  （五）知识产权诉讼制度不断完善 



  人民法院着力完善符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诉讼规则，积极优化知

识产权案件审理模式，着力破解制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体制性难题。 

  各级法院积极创新工作机制，强化当事人举证义务，加大依职权调

查取证力度，有效减轻权利人维权成本。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探索证据

出示令制度，依法制裁妨碍举证的行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规范律师

调查令的工作规程；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鼓励当事人充分利用公证、电

子数据平台等第三方证据保全方式收集、固定证据。 

  各级法院进一步明确各类人员参与技术事实调查的方式，充分运用

技术调查的各种力量资源，构建了有机协调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最高

人民法院组建了全国法院技术调查官、技术咨询专家库，建立全国法院

技术调查资源共享机制，发布《技术调查官工作手册（2019）》，为全

国法院查明技术事实提供工作指引和范式；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构建了由

专业化人民陪审员、技术调查官、专家辅助人、司法鉴定机构共同参与

的“四位一体”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与江苏省生物

医药功能材料协同创新中心签订关于知识产权技术事实调查协作的框架

协议，发挥技术专家的积极作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法院在证据保全过

程中，聘请专业人士参与侵权种子种植地域和面积的测量、侵权植物的



扦样；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等地高级人民法院组建专家库，充分发

挥专家的专业支持作用，提升了法官查明技术事实的准确性。 

  各级法院立足群众多元司法需求，积极优化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模

式，促进案件繁简分流，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实行快

审机制，在商标驳回复审案件中试行“要素式”裁判文书，平均结案时

间减少 30%；西安知识产权法庭组建速裁组，用 20%的审判力量完成

70%的案件；成都知识产权法庭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案件快速审判机制，

合理配置审判资源，取得良好效果；海口知识产权法庭实行“立案、审

判、执行”一体化运行模式，提高知识产权审判质效；长春知识产权法

庭对涉著作权、商标权等类案进行简案速审、快审，五个月审结全年

84.8%的案件，大大缩短了审理周期。 

  三、主动延伸司法职能，提升调研指导工作质效 

  人民法院密切关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热点问题，依托最高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中心、司法保护理论研究基地等，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创新理论和司法政策研究，积极参与知识产权法律修订工作，监督

指导职能得以有效发挥。 

  （一）积极参与有关立法 



  积极参与民法典、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著作权法、

商标法实施条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工作；

参加专利法第四次修改座谈会、全国政协关于著作权法草案民间文学艺

术作品相关会议；开展知识产权诉讼特别程序法调研，确定了总体思

路、基本框架、重点内容。 

  （二）强化司法解释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

若干规定》，明确了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程序、职

责、效力、法律责任等；围绕知识产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证据调查收

集、证据交换和电子证据的审查判断等，开展专题调研；召开多次研讨

会，研究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商业秘

密保护、国防专利纠纷等司法解释起草工作。 

  （三）注重司法政策研究 

  参与起草《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强化广州知识产权法

院、深圳知识产权法庭等知识产权专业审判机构职能，全面加强粤港澳

大湾区在知识产权保护、专业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合作，深入推进中新广

州知识城国家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综合改革试验；开展涉自贸区知识产



权保护专项调研，围绕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问

题，提出针对性强的工作举措 38 条。 

  （四）发挥案例指导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8）”“中国法院

十大知识产权案件和五十件知识产权典型案例”，归纳具有普遍指导意

义的司法裁判标准，开展“集中宣判周”活动，对有标杆意义的案件集

中公开宣判，进一步发挥新型、疑难、复杂案件规则引领作用；深圳知

识产权法庭在总结外观设计专利快审机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

地选择了 19 个典型案件进行分析；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知

识产权审判情况暨典型案例发布会，公布全区法院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规范和指导市场主体诚信经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发布涉及商标品牌保护的典型案件；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首

次发布四川省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及典型案例，研究民营

企业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建议。 

  （五）深化司法调研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整理近五年商标注册及使用情况的大数据，研究提出

当前法律规制恶意抢注商标行为的措施建议；就图片著作权前沿问题进



行研讨，明晰了裁判标准，回应了社会关切；辽宁法院开展涉“一带一

路”、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知识产权案件的调研，了解相关企业发展的司

法保护需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深入 20 多家企业调研，切实回应创

新主体司法保护需求；黑龙江法院深入民营企业调研，制作普法宣传手

册，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助力民营经济发展；湖南

法院主动对接企业和高新园区的司法需求，增强企业创新发展意识。 

  最高人民法院围绕专利法修改、药品专利链接、商业模式创新等重

点问题进行专项调研，形成《关于改革和完善专利无效程序立法的建

议》《关于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立法建议》《商业模式创新成果的司法

保护问题研究》等调研成果；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总结梳理商标授权确

权行政案件审理的裁判规则，为权利人寻求司法保护提供行为指引；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针对涉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案件审理进行调研，总结促

进电子商务产业健康发展的司法经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如何强化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更好服务保障创新创业创造提出意见；江苏省高级

人民法院以江苏创新经济发展与司法保护为视角，提出了实施严格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为创新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司法保障的意见。 

  四、提升司法公开水平，树立知识产权司法公信 



  各级人民法院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树公信。开放、动态、透明、

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一）深化审判公开 

  人民法院深入推进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工作，严格落实“以公开为原

则，以不公开为例外”工作要求，创新庭审公开形式，拓展庭审公开的

范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街电公司与来电公司侵害实用

新型专利权案并全程网络直播，近万人次收看、近百人现场旁听了庭

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一起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庭审；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

展“庭审进校园”活动，公开开庭审理一起侵害著作权纠纷案，师生代

表 300 余人观摩了庭审。 

  （二）加强以案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完成中央电视台法治中国说第三季《大法官说—

—司法保护知识产权》节目的策划、组稿、录制、播放等一系列工作。

该节目是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CCTV-12）共同推

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重点宣传片，该期节目聚焦党的

十九大以来中国法治建设新成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法



治进程，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大法官发表主题演说。据统计，

近 5000 万观众第一时间收看直播，相关的网络新闻共计 1357 篇，报

刊新闻 78 篇，微博 151 条，论坛博客 99 篇，微信文章 2238 篇，APP

报道 294 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获得社会积极评价。 

  在日内瓦总部举办的第二届世界知识产权法官论坛期间举行《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典型案例集·中国卷（2011-2018）》新书发布活

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法律顾问庞德科出席活动并致辞。本案例集由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

元大法官分别作序，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计划出版的各国知识产权典型

案例集中的第一部，对于充分展示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成就，进一步

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作用，扩大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影响力具有

重要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集中宣判周”“法官进校园”等活动，加

强以案说法，增强全社会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重大案件审

判活动注重邀请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和

咨询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律师代表、行业协会代表参加旁听和座谈交

流；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举办“保护知识产权大型广场宣传咨询活

动”，向百度、腾讯、京东、华为等新区入驻企业宣传知识产权法律法



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开设“浙江天平”公众号、“知之汇”网站、

“浙知析法”栏目，实现常态化宣传，全年发布文章 85 篇、直播庭审

26 次、网站点击量达 90 万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展“代表委员看

法院”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媒体集中采访活动，收到良好效果。 

  （三）注重宣传知识产权法治 

  最高人民法院启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安徽行”，邀请部分全国人

大代表、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及安徽省有关部门代表等，与中央媒

体一起走访安徽部分法院和重点高科技企业，就安徽省知识产权保护情

况进行调研，关注企业科技创新成果，聚焦司法需求，服务创新主体发

展；组织开展“知产法庭公众开放周”“知识产权保护集中开庭周”活

动，公开审理涉及医疗器械、网络数据抓取、光学技术等多个高新科技

领域的大要案，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举行“法信知识产权版”上线活

动，打造以既有的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平台为基础，融合、升级、研发而

成的知识产权一体化大数据服务平台，为全国知识产权法官提供免费检

索查阅服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4.26”宣传活动与《奥林匹克标

志保护条例》宣传相结合，广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效果良好；山西省

高级人民法院深入山西省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走访调研，充分了解企业

需求，就人民法院如何更好地为企业创新服务，营造一流创新环境提出



了明确要求；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结合民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以喜

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汉藏双语法治宣传；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

展知识产权法律宣传和法律咨询活动，现场解答群众法律咨询。 

  五、拓展合作交流空间，扩大知识产权司法影响 

  当今世界日益开放和包容，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既要立足中国实际，

又要具有全球思维和国际视野，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一）积极服务对外工作大局 

  最高人民法院加强中外经贸磋商中知识产权问题研究，依法加强对

下审判指导监督；派员参加多边、双边知识产权对话交流活动，参加海

牙国际私法会议《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的公约》的谈判工作，为

海牙判决项目公约的最终达成和知识产权问题的妥善解决贡献智慧。 

  （二）扩大司法保护国际影响 

  2019 年 6 月，最高人民法院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北京共同举办

“WIPO 调解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应用研讨会”。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新加坡以及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法院的嘉宾对知识产权组织的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深入研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和调解中

心主任艾瑞克·韦伯斯高度赞扬中国法院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合作。派



员参加“打击侵权假冒国际合作论坛”，强调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坚

决遏制和威慑重复侵权、恶意侵权等行为，努力营造产权受保护、侵权

有代价、犯罪必惩罚的法治环境。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罗东川大法官主持了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

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美国知识产权法律协会、国际法院、古巴最高法

院、英国高等法院等的 20 余次交流活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

朗西斯·高锐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成立意义重大，体现

了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庄严承诺,表达了中国为知识产权提供更加公正

高效司法保护的坚定决心。”国际法院院长阿布杜勒卡维•艾哈迈德•优

素福表示，“中国的法律成就不仅体现在整个法治的推动方面，在具体

的知识产权领域上的成就也让人非常钦佩。” 

  （三）拓宽对外合作交流渠道 

  通过各种对话平台，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

关注，增进世界各国对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的了解，进一步提升

知识产权审判的国际影响力。派员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华合作与

中国知识产权发展趋势”座谈会，积极支持并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

相关合作项目；派员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审判大师对话”



活动，组建中国专利法官代表团访问欧盟，积极宣介我国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的最新发展和成就；派员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第二届知识产权法

官论坛、第九届亚洲太平洋地区法官竞争法研讨会、国际知识产权保护

协会（AIPPI）年会、2019 年国际商标年会、欧洲商标协会年会、中日

韩三国知识产权保护研讨会等活动。 

  六、夯实队伍建设基础，增强知识产权司法能力 

  人民法院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大力推进审

判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着力锻造一支政治坚

定、顾全大局、精通法律、熟悉技术并具有国际视野的知识产权司法审

判队伍，为做好新时代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提供坚实组织保障和人才保

障。 

  （一）扎实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人民法院将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充分运用好党内政治生活各项制度，唤醒守初心意识、

增强担使命本领；创设“新知大讲堂”“知识产权法庭讲坛”等线上线

下党建教育管理平台，探索形成了“线上线下全覆盖、教育管理全天

候”的党建工作法，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党支部获得中央和国家



机关工委《旗帜》杂志社举办的第二届党建创新成果评选活动“百优案

例”奖项，系全国法院系统唯一获奖单位。 

  （二）筑牢干警廉洁自律思想防线 

  人民法院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

其实施细则精神，整治“四风”，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人民法院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向纵深推进。 

  （三）着力加强队伍司法能力建设 

  人民法院牢牢把握“五个过硬”总要求，在新的起点上全面加强队

伍建设，努力推进新时代人民法院队伍建设实现新发展，着力打造一支

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法院队伍。最高人民法院加大统筹协调和对下指

导力度，推动各地法院制定知识产权审判专门人才培养和储备规划，建

立形式多样的人员交流机制。各地法院以提升司法能力为重点，充分运

用专题培训、专题研讨、在职培养、交流挂职、庭审观摩等形式，打造

学习型审判队伍，适应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新形势、新要求，队伍专业化

职业化水平不断提升。 

  结束语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

加速推进，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风起云涌，给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提出了新课题、新任务和新挑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把握新形势新

情况，切实履职尽责，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职能，为实现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

满收官，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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