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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景泰蓝，那可谓是大名鼎
鼎。景泰蓝即铜胎掐丝珐琅，它位
于“燕京八绝”之首，清末有诗曰

“就中绝技高天下，压倒五洲景泰
蓝”，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在北京京郊靛庄花丝厂内，笔
者见到了“熊氏珐琅”的第三代传
承人熊松涛先生，听他讲述自己和
家族的非遗传承故事。

熊师傅今年 44 岁，从事景泰蓝
技艺传承工作已经 20 年了。他的掐
丝珐琅表盘工艺填补了国内珐琅腕
表和收藏界的一项空白，曾多次参

与国家重大外事活动的国礼制作，
他的作品 《吉祥八宝孔雀瓶》 等在
国内外的比赛中屡获大奖。

清朝设置手工坊来给宫廷制作
珐琅器，熊师傅的祖父将这项宫廷
技艺传承给熊师傅的父亲。1969 年
靛庄花丝厂成立，熊先生的父亲成
为厂子的主要负责人，在厂里工作
了50多年。

熊师傅从小便在厂里长大，对
景泰蓝技艺十分熟悉，直到大学毕
业后他才下定决心要传承好这项技
艺，“不能让老祖宗的技艺在咱们手

里断送。”
在熊氏珐琅馆里有一件特殊的

展品，它是由废弃的表盘构成的。
“珐琅表盘的废品率为 90%甚至更
高，我把这些废品二次创作，也算
是不浪费。”熊师傅笑眯眯地向我们
介绍。据他回忆，这些废品的总重
量可达几百斤。

实际上，景泰蓝工艺复杂而繁
多，只要有一道工艺稍有差池，这
件作品便会成为废品，“我们绝不允
许一件废品从厂里流出去。以前有
人想收购我们的废品再转手卖出

去，我们都拒绝了。”
传统的景泰蓝是铜胎制成，熊

师傅不断改进工艺，研发出改良版
的银胎景泰蓝制品。银的反光性、
延展性较好，氧化程度慢，是熊师
傅多方比对之后找到的理想材料。

此外，熊氏珐琅还率先采用超
声波来清洗景泰蓝工艺品，并且在
用料环节十分讲究，为了减少产品
中的气泡瑕疵，就采用纯净水进行
生产。熊氏珐琅还将原来 70 种釉彩
颜色扩充到600种，极大丰富了作品
的表现力。

2019 年 10 月，熊氏珐琅参加了
英国伦敦手工艺周“技艺中国”主题
展。熊师傅此前也多次出国交流，在
瑞士钟表展等国际重要展会上展示
景泰蓝作品，获得多方好评，他对未
来的中国制造充满信心，认为只要手
工艺人不断守正创新，“中国制造”必
定会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

乾隆皇帝曾将宫廷御用景泰蓝
作为回礼赠送给外国使节团，近年
来，景泰蓝更是被多次作为国礼，
向世界展示泱泱大国的风采。景泰
蓝以其华美之姿成为中国形象的极
佳代言人，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作为
礼仪之邦的独特的历史韵味和现代
魅力，在海外拥有极高的美誉度。

2017 年 熊 松 涛 获 得 “ 通 州 工
匠”的荣誉，同年参与了“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国礼的制
作。2018 年获得北京市首都劳动奖
章称号，2020 年获得北京市劳动模
范称号。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
保护创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对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当前，我国正
在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
变，知识产权工作正在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
变。我们要认清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形势和
任务，总结成绩，查找不足，提高对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方面，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
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
习近平指出，要统筹推进知识产权领域国际

合作和竞争。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

开放包容、平衡普惠的原则，深度参与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框架下的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推动完善
知识产权及相关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国际规则
和标准，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
正合理方向发展。要讲好中国知识产权故事，展

示文明大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要深化同共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合作，倡
导知识共享。

——摘自 《习近平在
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
体学习时强调 全面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激发
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
格局》（人民日报，2020年
12月2日1版）

讲好中国知识产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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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

布了《2020世界知识产权指标》。这份报

告显示，2019 年，中国在专利、商标、

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量等指标方面均位

居世界第一。报告指出，“中国继续在世

界知识产权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并作出巨

大贡献。”

成绩来之不易。近年来，中国逐步打

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

务全链条，健全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

增强系统保护能力。在中国知识产权发展

之路上，每一步努力都是精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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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创新活力——
“用专利造出‘爆款’”

10 年前的一次遭遇，让李小芳“因祸
得福”。

2010年，李小芳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
创办了锂安电子有限公司，研发、生产锂电
池及保护板。工程师出身的李小芳，擅长钻
研技术，很快就研发出一款电动自行车锂电
池保护板。

出乎李小芳意料的是，这款产品面世后
不久，市面上就出现了仿制品。“仿制的产品
跟我们的一模一样。”李小芳向记者说，“但
我们拿它没办法。”

因为李小芳没有给他的产品申请专利。
那时，他完全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这次遭遇后，李小芳开始意识到知识产
权的重要性。“之后，我们公司每年都要申请
专利。到2020年底，我们已经拥有了15项实
用新型专利。”李小芳说。这个专利数量，对
一家只有几十人的小公司而言，是个不错的
成绩。

这些专利给李小芳带来了惊喜。
就在李小芳和同事们忙着研发的时候，

宁波市的另一家企业正忙着找供应商。这是
一家生产电熨斗的企业，2019 年，他们想
推出一款锂电池熨斗。熨斗需要的锂电池
功 率 大 ， 但 体 积 又 要 小 ， 这 就 有 技 术 难
度。找了很长时间，这家企业还是没找到合
适的供应商。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小芳得知了此事，
他将自己公司的一些专利发给了这家熨斗生
产企业。很快，对方有了回复：赶紧生产一
个样品出来。

一个月后，李小芳交出了样品。样品测
试，一次性通过！2019年，这款锂电池熨斗
投产，随后在网上热卖。“我们用专利造出了
市场‘爆款’。”李小芳自豪地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跟锂安电子一
样，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中国已
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产权大国，中国发明
专利申请量连续 9 年居世界第一。国家知识
产权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11 月
底，中国发明专利有效量为301万件。

在李小芳手中，知识产权转化为了市场
价值。而在杨宸手中，知识产权直接换来了
真金白银。

杨宸是云南省昆明市万德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2020年12月8日，凭借10个软件著
作权，他拿到了 103 万元的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贷款。

很多科技型中小企业缺乏不动产抵押
物，但拥有不少知识产权，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成为他们的融资新手段。尤其是疫情防控
期间，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价值更加凸显。

疫情发生后不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部门联合印发了“支
持复工复产十条”，提出“支持企业开展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建立知识产权质押登记绿色
通道，支持企业快速融资和续贷，缓解资金
困难。”

2020年2月12日，一桶桶酒精、84消毒
液从广东省韶关市高科祥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厂房运出，发往全国各地。

而在一周前，该公司还在为生产资金发
愁。高科祥公司是防疫消毒产品生产企业，
疫情发生后，产品需求量大幅上升，但原材
料供应等成本也增加了，公司流动资金出现
了缺口。

韶关市知识产权局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立即帮助企业与银行对接。仅仅用了 4 天，
高科祥公司就凭借“高纯硫酸的节能高效阶
梯温差蒸馏生产方法”等3件专利获得了300
万元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缓解了资金压力。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前10个月，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总额
达到1664亿元，同比增长35%。

提升服务水平——
“贴心程度超乎想象”

一有时间，就要检索一下商标，这是李
树坤多年来形成的习惯。

李树坤是山东省青岛市中德生态园国际
合作部知识产权工作负责人，他拥有律师执
业资格证，是一名公职律师。进入国家知识
产权局网站，检索园区企业的商标，仔细查
看有无问题……李树坤告诉记者，他经常进
行这样的“巡诊”。

一次“巡诊”时，李树坤发现了问题。
那是2016年，一家生产抛光磨料的德国企业
刚刚入驻园区，李树坤赶忙给这家企业总经
理打去了电话：“你们在德国注册了商标，但
商标权是有地域性的，部分商标在中国没有
注册，容易被别人抢注。”

李树坤反复提醒，但德企总经理因忙于
业务，把这事搁置了。就这样，过了近 2
年，李树坤突然接到德企总经理打来的电
话。果然，有人抢注了商标，给公司造成了
负面影响。这下这位总经理坐不住了：“怎么
办呢？我们公司也没有专业团队处理知识产
权的事情。”

中德生态园管委会立马组织知识产权特
派员走进这家德企，进行知识产权“会诊”。
特派员主要由高校教授和知名律师构成，他
们通过对抢注商标进行检索分析发现，这些
商标虽然注册了，但大多没有生产产品，也
就是说，属于注册但并未实际使用。根据商
标法规定，注册商标“没有正当理由连续 3
年不使用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商标
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

于是，特派员立即指导企业提交了撤销
抢注商标的申请。2019 年 1 月，一个抢注商
标被撤销；2019 年 5 月，又有一个抢注商标
被撤销……与此同时，这家德企递交了商标

注册申请。2019年 8月—10月，32件商标成
功注册。

“贴心程度超乎想象！”对中德生态园管
委会提供的知识产权服务，德企总经理这样
评价。后来，德国总公司的管理层来到中德
生态园后，与管委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进行
了座谈，对园区的做法表达感谢，赞赏园区
为营造国际化法制化营商环境所作的努力。

“对园区企业注册商标检索分析、风险预
警、协调知识产权特派员上门服务，这些是
我们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中
德生态园国际合作部部长唐华介绍说。

近年来，不少地方推动知识产权服务进
园区、进企业，探索知识产权服务新模式。
尤其是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入，各地知
识产权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

湖北省武汉市洪兴伟业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研发出一种新技术，可以完成对大气的自
动采样。2020年 4月 24日，洪兴伟业公司为
这项新技术提交了专利申请，5 月 12 日，专
利获得授权，仅仅用了18天。

18天获专利授权，与中国 （武汉） 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快速审查通道有关。企业专利
先提交到保护中心，经过保护中心预审后，
准备充分的专利送达国家知识产权局，迅速
获得审核通过。

全面加强保护——
“加大侵权惩治力度”

拿到判决书后，莫某吃了一惊：赔偿12
万元！

事情起因是，英国博柏利公司起诉莫某
商标侵权，售卖假冒博柏利箱包。广东省广
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博柏利公司胜
诉，判令莫某与其店铺所在商场，共同赔偿
博柏利公司12万元。

“即便售假成立，也不至于赔偿 12 万
元。”莫某和商场决定上诉。他们上诉至广州
知识产权法院，并声称，“12 万元远远大于
获利。”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是全国4家知识产权法
院之一。2020年8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受理
了莫某和商场的上诉案，主审法官是韦晓云。

2020 年 10 月，二审判决结果出来了：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韦晓云向记者分析说，这个案子至少可
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表明，我们对国内外
企业的知识产权一视同仁，同等保护；二是
体现了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原则。”

采取惩罚性赔偿的目的是大幅提高侵权
违法的成本，这是知识产权“严保护”的重
要举措。近年来，中国加快建立知识产权侵
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以往发生类似案件，赔偿数额通常不会
超过 5 万元。”韦晓云说，“这个案件中被告
主观恶意大，所以采用惩罚性赔偿，加大侵
权惩治力度。”

原来，早在几年前，博柏利公司就向莫
某和商场发去了律师函，要求停止侵权。莫
某和商场置之不理。

二审判决后，莫某表示：“之前不清楚问
题的严重性，教训很深刻！”

作为法官，韦晓云深有体会，近些年，
全社会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越来越强，中国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越来越严。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每年受理
超过40万件知识产权案件，是审理专利案件
最多的国家，也是审理周期最短的国家之一。

莫某商标侵权案尘埃落定，博柏利公司代
理律师给韦晓云法官打来电话，表达了对判决
结果的赞赏：“保护知识产权，中国真的很用心！”

从2012年开始，国家知识产权局启动知
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社
会满意度逐年提升。

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性、技术性较强，
很多时候，要想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离不
开一个群体——“技术调查官”。

郝小芳是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
一名医药化工类技术调查官，她曾在国家级
实验室工作超过10年。

在一起高分子材料案件审理中，涉案产
品是一种复合保温材料。关于这种材料的复
合方式是胶粘型还是热熔型，原被告双方争
执不下。双方各自拥有技术团队，对对方提
交的证据多有质疑。

此时，郝小芳提出一种快捷的试验方
法。在法庭的组织下，涉案产品经过强极性
有机溶剂浸泡30分钟后，复合层完全分离成
两部分，这符合胶粘型材料的特征。双方均
认同这个结果，该案当庭撤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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