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保护知识产权合作专责小组第十七次会议
粤港知识产权交流合作的进展
1.

提升粤港知识产权合作水平
粤港双方发挥各自的知识产权综合优势，围绕“一带一路”战略及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深化粤港知识产权项目合作。在加强跨境保护合作方面，由海关总署
广东分署、广东省公安厅及香港海关牵头，透过情报交流、信息资源共享、联
合行动、专案合作等不同协作机制继续打击跨境侵权活动。此外，各粤港保护
知识产权合作专责小组成员共同推动两地特别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知识产权的
创造、运用、保护和贸易发展的合作，推动交流探讨、宣传教育、探讨高端知
识产权服务业及科研成果转化等合作领域。粤港双方一共落实 29 项合作项目，
其中第(二)、（三）、（五）、（十四）、(十五)、(十八)及(二十二) 7 项为新增项目，
以拓展合作领域。

2.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合作
2017 年 11 月，香港知识产权署与香港仲裁及调解相关组织的代表 21 人到访广
州知识产权仲裁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等机关，并与当地代表进行交流，加强
在粤港澳大湾区推动以仲裁与调解解决知识产权争议，并推介香港相关专业界
别可提供的服务，探索大湾区在解决知识产权争议方面的合作机遇。
香港知识产权署和广东省知识产权局于 2018 年 4 月举办以“粤港澳大湾区知识
产权与科技创新合作 - 技术转移中的知识产权合作”为主题的交流活动。香港
多间大学的技术转移中心、科研机构、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和商会的代表 15 人到
访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片区与粤澳相关代表，围绕主题进行交流，探讨技术转
移方面的合作机会，推动区域的知识产权商品化及创新发展。

3.

推进商标品牌国际化建设
香港知识产权署和广东省工商局于 2018 年 5 月于广州举办以“「特色老店」「
/ 老
字号」的品牌发展”为主题的粤港澳商标品牌国际化交流活动。香港商标业界
及商会代表与粤澳的专家及相关代表围绕主题进行交流，探索在大湾区建设背
景下在商标领域的创新合作机会，以协助大湾区企业发展国际品牌和提升竞争
力。

4.

推进粤港知识产权高端服务业发展
香港知识产权署与广东省知识产权局于 2018 年 7 月在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片
区举办以“高端知识产权服务支持青年创业”为主题的交流活动，香港多间创
新科技产业的初创企业代表和高端知识产权服务业界人士共 18 人到访位于广
东自贸试验区横琴片区，和粤澳的相关代表围绕主题进行交流，以推动大湾区
高端知识产权服务业及青年创新创业方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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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制作知识产权商品化宣传短片
香港知识产权署与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合作，以企业的成功故事为背景制作宣传
短片，推广企业如何利用大湾区发展的独特优势，将知识产权商品化及国际化。
有关专利的宣传短片已于 2018 年 4 月推出。

6.

强化粤港海关跨境侵权情报交流合作机制
香港海关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每月定期通报相互查获的涉港侵权案件信息，对
于查获的重大案件信息进行即时通报。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双方共交
换各类情报信息 70 件，并根据双方协商的重点领域开展了海关保护知识产权的
专项同步联合执法行动，打击两地走私侵权物品的行为。

7.

继续开展针对重点口岸、重点领域的联合执法行动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期间，香港海关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就打击重点领
域跨境侵权活动组织开展了多次联合执法行动。其中，2017 年 11 月及 2018 年
5 月，广东分署分别两次组织协调广东省内海关与香港海关合作开展联合执法
行动，重点打击经广东部分重点地区口岸输往香港或经由香港输往“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侵权货物以及与“2018 国际足联世界杯”有关的侵权商品。在两次
的行动中，港方共查获 44 宗案件，近 22 万件侵权货品，总值约港币 1,383 万
元。

8.

加强粤港海关打击邮递快件渠道侵权违法活动执法合作机制
粤港海关继续深化打击邮递快件管道侵权活动的执法合作。双方同意就涉及邮
递快件的跨境侵权案件制定风险指标，提供予对方作跟进调查。同时，双方继
续研究与广东省邮政管理部门合作打击相关侵权活动。

9.

完善粤港商标执法协作机制
香港海关与广东省工商局通过定期的情报交流掌握跨境商标侵权趋势，自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香港海关提供广东省工商局情报信息共 12 件。

10.

加强粤港版权执法协作机制
香港海关及广东省版权局继续完善粤港案件协作处理机制，加快双方信息交流
及资料互换，共同打击两地跨境侵权盗版活动。

11.

加强跨境知识产权案件情报互通和联合执法机制
香港海关与广东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局继续合作，交流跨境侵权趋势，探讨
涉及两地侵权案件的合作。在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双方通过即时的情
报交流及案件协查，交换情报及信息共 6 件。

12.

推动建立粤港执法工作交流机制
2017 年 8 月，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派员到访香港海关，双方举行了交流座谈会及
执法现场参观访问，期间讨论了最新的侵权态势及打击策略，亦让双方前线执
法人员互相学习交流、分享经验。
2

13.

促进粤港知识产权贸易发展
粤港双方推动两地知识产权贸易的发展，包括继续在“粤港澳知识产权资料库”
及粤港保护知识产权合作专责小组成员网站丰富有关知识产权贸易的信息；以
及鼓励两地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及企业开展知识产权贸易交流合作，举办与支
持以知识产权贸易为主题的研讨活动。
2017 年 12 月，香港知识产权署继续支持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贸易发
展局及香港设计中心合办的“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坛”，推动企业透过知识产权
贸易转型升级， 提升竞争力，并邀请粤方成员单位及企业报名参加论坛，以推
动粤港知识产权贸易的发展。今届论坛有超过 2,500 位来自不同国家及地区的
知识产权业界人士参与，就知识产权的最新发展互相交流。

14.

支持“2017 中国（广东）知识产权交易博览会暨国际知识产权珠江论坛”
2017 年 9 月，香港知识产权署代表赴广州出席“2017 中国（广东）知识产权交
易博览会暨国际知识产权珠江论坛”，并于珠江论坛分论坛发表演讲，围绕主题
“海上丝绸之路与知识产权贸易”和与会代表进行交流，促进粤港在知识产权的
创造、运用、保护和贸易方面的发展，并把握国家 “一带一路” 战略带来的机
遇，推动双方知识产权合作。

15.

支持粤港共建知识产权交流合作平台
2017 年 10 月，粤港保护知识产权合作专责小组成员单位代表出席由国家知识
产权局港澳台办公室、香港知识产权署及澳门经济局在香港举办的“二零一七
年内地与香港特区、澳门特区知识产权研讨会”，围绕知识产权的最新发展、大
学科研成果转化及企业创新发展等主题进行交流，共约 270 人参加研讨会。

16.

继续开展粤港版权贸易及版权产业企业交流活动
2018 年 6 月，广东省版权局率领 23 位来自广东省动漫、文化创意、传媒、音乐
及影视等界别的企业代表赴港开展主题为“版权管理与版权贸易”的版权产业
企业交流活动。活动包括参加以“探讨经营创意产业的中小企进行知识产权授
权的最佳实践方法”为题的亚太经合组织工作坊、到访元创方及香港海关，并
与香港版权业界人士进行交流，加深两地在版权管理及贸易发展趋势的了解。

17.

参与第九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
2017 年 11 月，香港知识产权署联同香港版权业界代表及香港大专学生共 22 人
出席由广东省版权局举办的第九届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并参
观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以了解广东省版权产业的最新发展情况, 促进两
地在版权方面的交流合作。

18.

开展粤港知识产权贸易平台交流合作
2018 年 6 月，广东省知识产权局率领来自广东省多个知识产权贸易平台及相关
协会的代表共 19 人赴港与香港贸易发展局代表进行交流会议，主题围绕知识产
权贸易平台营运的经验、模式、挑战和推广及如何在大湾区建设背景下促进知
识产权贸易发展及支持区域协同创新合作等，以促进区域知识产权贸易平台的
发展和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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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举办“粤港知识产权与中小企业发展”研讨会
2018 年 6 月，粤港双方在佛山市联合举办了“粤港知识产权与中小企业发展（佛
山）研讨会”，主题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助力大湾区创新发展”。来自粤
港两地的知识产权业界及法律专家在会上就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尽职
调查、企业管理知识产权的策略以及海外参展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等范畴进
行研讨。研讨会旨在协助企业保护和运用知识产权, 从而把握“一带一路”和“粤
港澳大湾区” 建设带来的机遇，促进企业的创新发展及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粤港保护知识产权合作专责小组成员单位和支持单位的代表，以及来自佛山市
及粤港的企业、中介机构等共约 260 人参加研讨会。

20.

开展粤港审查员培训交流合作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向香港知识产权署通报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
作广东中心举办的第十八、十九期的新任审查员培训的课程资料，并协助香港
知识产权署人员报名参加。

21.

深化粤港商标专题交流活动
香港知识产权署支持由广东省工商局与中华商标协会于 2017 年 12 月在广州举
办的“2017 南方商标品牌高端论坛”，交流商标国际注册与保护、企业海外商标
布局与品牌推广策略、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商标问题等议题。

22.

开展粤港商标注册审查工作交流
2018 年 3 月，在广东省工商局的支持下，香港知识产权署组织署方的商标审查
工作人员及商标业界代表共 25 人到访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审查协作广州中心，围
绕商标审查业务、审查标准、工作重点和注意事项等进行工作交流，以加强粤
港商标审查工作人员和业界对两地商标审查业务的了解，促进粤港商标领域的
合作与发展。

23.

开展粤港中学生版权知识和版权保护交流活动
广东省版权局和香港海关、香港知识产权署合办“粤港中学生版权知识和版权
保护交流活动”。2018 年 4 月，香港海关带领 16 名香港青少年代表赴粤进行交
流，访问珠海市版权局和知识产权业界的机构，加深对内地保护知识产权工作
的认识。2018 年 5 月，广东省版权局、珠海市版权局及珠海市第二中学、九洲
中学和拱北中学师生共 23 名代表赴港进行交流，参观香港海关，并了解香港海
关执法工作及打击侵权行为的情况。另外，香港知识产权署代表亦向交流团介
绍香港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并邀请版权业界代表与同学交流。交流活动培养
了粤港两地青少年尊重知识产权的良好价值观。

24.

组织香港考生参加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
2017 年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于 11 月在全国 30 个城市同时举行。粤港双方
组织香港考生报名参加考试，通报考点报名、考试要求及考前培训等相关信息。
2017 年，共有 28 名香港考生在粤报名参加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3 人通过
考试。自 2004 年以来，香港共有 60 人通过考试，目前有 22 人在内地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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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鼓励企业实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及参加“知识产权管理人员
计划”
香港知识产权署继续向香港知识产权业界宣传《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
标准及相关培训信息，并在香港知识产权署的网页及香港展览会展台中宣传，
鼓励在粤港资企业实施该标准。广东省知识产权局于省内的知识产权研讨会中
派发宣传单张，鼓励在港粤资企业参加由香港知识产权署举办的“知识产权管
理人员计划”和相关的知识产权管理培训课程和工作坊。

26.

支持港资和广东企业品牌发展和保护
香港知识产权署从 2010 年起把在粤港资企业获许申报广东省著名商标的有关
信息向相关香港知识产权业界及商会通报宣传，并在香港贸易发展局中小企业
服务中心及其举办的展览会中宣传有关信息，鼓励企业申请广东省著名商标。
广东省工商局亦指导广东商标协会履行粤港合作项目，支持在粤港资企业申请
认定广东省著名商标。至今，在粤港资企业共获认定广东省著名商标 382 件，
占总数的 14.2%。

27.

推进“正版正货承诺”活动
粤方继续在广东全省 21 个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推广“正版正货承诺”活动，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提升公众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2018 年 7 月，香港知识
产权署代表在香港与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和行业协会代表交流，分享有关执行“正
版正货承诺”计划的行政工作的经验。

28.

支持香港民间组织参加广东省少年儿童发明奖
在广东省知识产权局的支持下，香港知识产权署资助并推动香港发明创新总会、
香港青年协会及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推荐香港学生参加第十六届“广东省少
年儿童发明奖”。在 2018 年 6 月举行的这届活动中，香港共派出 8 位师生代表
带了 18 件参赛作品参加于广东科学中心举行的公开展示及评审，共夺得了 10
个奖项。

29.

持续更新“粤港澳知识产权资料库”与“粤港知识产权合作专栏”
香港知识产权署与广东省知识产权局联同其他粤港知识产权合作专责小组成员
持续更新“粤港澳知识产权资料库”与“粤港知识产权合作专栏”，内容包括三
地专利、商标、著作权及知识产权边境和刑事保护法律法规，知识产权行政管
理及执法部门联系方式等各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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