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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寄语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在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于 2016 年 11 月

17 日在同济大学正式揭牌。目前，学院主要承担了 WIPO- 同济

大学联合培养知识产权法硕士项目（WIPO 项目）和国家知识产

权局、教育部联合委托同济大学承办的“中国政府知识产权奖学

金项目”（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项目）两个国际项目，首届学生已

顺利完成第一阶段所有培养环节。2018 年知识产权学科博士点

在国家学位办成功备案。

2018 年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上海市政府和学校大力支持下，

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优异的成绩。相关

种种，年报中可见一二。

未来，学院将继续秉承打造国际顶尖知识产权学院的建设目

标，立足上海、面向世界，以国际合作、学科交叉和同城协同为

着力点，努力培养一批拥有技术背景、精通管理和法律、具有国

际对话能力、能胜任国际知识产权事务的高端复合型人才；追赶

和引领知识产权领域的前沿研究，产出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文章和

学术著作；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和知识产

权强国建设战略，支撑上海卓越全球城市和扩大对外开放建设，

产出一批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报告。

年轻的学院，未来无限可能；

让我们携手，共谱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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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在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中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的支持下，上海市政府依托同济大学成立了“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成立于 2003 年 3 月。她依托同济大学已经形成

的理工科优势和对德（欧）交往特色，以培养社会所需的复合型知识产权法

律和管理硕士、博士、博士后等高层次人才为己任。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聘请了时任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知识产权法研究所（MPI）所长、国际著名

的知识产权专家约瑟夫·施特劳斯教授（Prof. Dr. Dr. h.c.Joseph Straus）

为顾问院长；时任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教授以及时任全国人大法

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著名的知识产权专家

郑成思教授为名誉院长。2009 年成立了同济大学法学院 / 知识产权学院，

2016 年 11 月原法学院知识产权学科整体转移到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聚集了多位国内知名知识产权专家学者

和一批具有潜力的青年学者，目前有教授 5 人（均为博导，含国家知识产权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3 人），副教授 10 人，助理教授 2 人，全部拥有博士学位。

学院一直致力于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担任兼职教授，聘任了知识产权领域的

知名法官和律师兼任学生实践指导老师。目前，学院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学

院合办的 WIPO- 同济大学联合培养知识产权法硕士项目、国家知识产权局 -

教育部联合委托同济大学的“中国政府知识产权奖学金硕士项目”已招生两

届（我国目前唯一承担并实际运行该项目的高校）。学院现有中国学生、国

际学生总人数 226 人，国际学生 40 人，来自 32 个国家，占全日制硕士总

人数 30.8%，学院以培养硕士、博士为主，其中知识产权博士从 2019 年正

式开始招生。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介绍
近年来，学院教师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 4 项，其他国家级课题 10 余项，获

得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在《中国法学》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00 多篇。同时，2012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期间，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科教师共完成了 50 余项知识产权专题研究报告

和 8 项涉及国家知识产权重要决策的应急性研究报告，撰写并刊发了近 60 期《信息速递》（10 

余篇得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领导的批示）、7 期《工作动态》（均由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

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国务院有关领导和相 2 个部委），并为国家和上海市有关部门在相关

的决策提供了 10 余篇政策建议，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相关文件的起草提供了 3 篇专家建议稿，

有的建议获中央主要领导人重要批示。有关《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和《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

中国经济的影响》等系列成果，在 2015 年 12 月 22 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

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得到充分体现；《自贸区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系列成果被报送

国务院有关领导以及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 28 个部委以及上海市委、市政府等部

门单位领导参阅 , 部分已经在上海进行实践。

同济大学是我国（含港澳台）唯一与 WIPO 以联合培养知识产权法（设计）硕士项目（WIPO 

项目）方式合作的高校。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创新与竞争研究

所、德国慕尼黑大学、德国洪堡大学、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佛罗伦萨大学、

芬兰汉肯经济学院、美国专利商标局、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俄罗斯国家知识产权学院等建立

了长期合作关系。

学院现拥有国家知识产权局设立的“国家专利保护重点联系基地”、“国家知识产权培训（上

海）基地”、“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研究基地”及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的“中国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理论研究基地”，并在科技部支持下成立了中欧创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等教学科研平台。

学院发展得到了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上海市的大力支持。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将进一步聚集国际优秀师资，打造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

国际顶尖知识产权学科，建设世界一流的国际化高端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基地和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可持续发展与知识产权研究智库，支撑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和知识产

权强国建设战略和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和亚太知识产权中心建设。

签约仪式 - 同济大学时任校长钟志华（左），世界知识产权学院院长 Mr. Sherif Sadaallah（右） 揭牌仪式 钟志华 同济大学校长，赵雯 上海市副市长，王彬颖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申长雨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
杨贤金 同济大学党委书记（自左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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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3 日上午，上海市副市长陈群、市政府副秘书长宗明、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芮文彪等一

行来我院调研座谈，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方守恩、校长钟志华、副校长江波、副校长雷星晖、我院院长单晓

光等参加调研座谈会。

座谈会上，钟志华代表学校对陈群一行表示欢迎，介绍了同济大学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技成果

转化等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单晓光介绍汇报了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的建设情况。雷星

晖介绍了知识产权学科建设的发展路径。江波介绍了学院国际合作方面相关情况。方守恩表示，同济大学

积极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和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战略，抢抓机遇，

发挥多学科综合优势和国际化特色，加大推进知识产权学科建设力度，提升国际化高端知识产权人才培养

水平，全面服务上海自贸区建设和“四个品牌”城市建设。

芮文彪表示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建院一年来取得成绩有目共睹，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将继续支持同济

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的建设，加大在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战略研究、交易运营等方面支持力度。

宗明表示，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取得良好开端，未来发展中，希望学院进一步加大与国际组织、世

界著名学术研究机构、实务部门等合作力度，积极探索二级学院国际化办学体制机制，在政府、学校、企

业等社会各方面资源支持下，将学院“做实、做强、做优”。

陈群对同济大学在知识产权学科建设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就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模式、路径与大家进

行了深入探讨。他强调，知识产权工作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在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

心和亚太知识产权中心城市中具有重要作用，希望学院能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国际合作等方面积极探

索。市政府也将统筹各方面资源，积极推进学院建设和发展。

上海市副市长陈群听取汇报

6 月 8 日上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中国办事处陈宏兵主任莅临我院指导工作，同济大学副

校长雷星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顾问吕国强、学院院长单晓光、党总支书记李建昌参加会议。

陈宏兵表示，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作为 WIPO 在中国目前唯一的研究生学历人才培养合作单位，

在上海市政府和同济大学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建设，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良好开端，赢得

广泛社会声誉。他指出，WIPO 中国办事处旨在加强与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合作关系，组织宣

传活动，普及知识产权意识，推广 WIPO 国际知识产权服务和产品，近年来在远程教育平台搭建与课程

推广、学历教育合作等方面作了大量卓有成效工作。他强调，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与 WIPO 未来合作

前景广阔，在今后的工作中双方可在学生实习、招生宣传、科研项目合作等方面加强交流，丰富合作形式，

拓宽合作领域，推动学院的快速发展，早日实现培养国际高端知识产权人才和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知识产

权智库的建院初衷。

雷星晖介绍了学校加强知识产权学科建设的主要举措

上海市副市长陈群来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调研 WIPO 中国办事处主任陈宏兵莅临指导工作

领导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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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7 日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副院长金民珍开展讲座暨合作洽谈会在我院举行

6 月 27 日 2018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学生数据

学生总人数总人数 226，国际学生 40，国家 32 个，占全日制硕士总人数 30.8%。

2018 年人才培养工作一览表

人才培养

2018 届学生就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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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9-11 日 马克斯 - 普朗克研究所 Hanns Ullrich 教授竞争法课程讲座

1 月 22 日 《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教学研讨会

1 月 30 日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与设计创意学院联手打造“创新与设计”交叉学科国际课程

2 月 1 日 WIPO 项目中外学生赴飞利浦公司开展实践教学活动

3 月 6 日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一带一路高端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研讨会法庭

3 月 26 日 与慕尼黑大学法学院合作协议签约仪式顺利举行

4 月 20 日 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共同签署《关于加强知识产权法学教育和司法实践的合作框架协议》

4 月 27 日 我院 WIPO 班和一带一路项目班参观苏州国家知识产权审协中心

5 月 8 日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Klaus Bacher 法官来我院授课《知识产权实务》

5 月 10 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及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法官来我院举办全英文模拟法庭

5 月 22 - 25 日 我院代表团赴港澳高校开展知识产权教育交流访问

5 月 24 日 学生参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6 月 20 - 24 日 我院代表团赴台湾高校开展知识产权教育交流访问

7 月 6 日 “2018 年优秀大学生暑期学校”成功举办

7 月 16 - 19 日 我院与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国家知识产权局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合作开展实习活动

7 月 31 日 学院首届国际项目学生课程结业典礼

8 月 12 - 18 日 我院代表团赴港台学术交流（赴台湾世新大学、东吴大学、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9 月 14 日 2018 级新生开学典礼

9 月 19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人才国际研讨会

9 月 19 日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学院顾问 Martha Chikowore 女士在我院举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讲座

10 月 24 日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漕河泾开发区实训基地挂牌

11 月 1 日 德国莱布尼茨汉诺威大学校长一行来访

11 月 5 日 德国马普创新与竞争研究所所长 Hilty 教授来访

11 月 8 - 10 日 与洪堡大学在柏林联合举办“新技术与法律”国际研究生研讨会

WIPO 项目 31 人

一带一路 14 人

法学中文 6 人

法学单考 6 人

法律硕士（法学）1 人

2018 级新生总数 58
国际学生 20 不同国家13 国际学生 34%
专业 2 班级 3

6 月 3- 8 日 我院学生代表团赴芬兰汉肯经济学院参加知识产权暑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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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国际项目学生课程结业典礼

7 月 31 日，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 同济大学联合培养知识产权法硕士

项目（设计法）、中国政府“一带一路”知识产权硕士项目课程结业典礼在同

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举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群、国家知识产

权局副局长何志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中国办事处主任陈宏兵、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学院（WIPO 学院）教育项目负责人 Joseph Bradley、同济

大学党委书记方守恩等出席活动并致辞。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宗明、上海

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季晓烨、同济大学副校长雷星晖、上海市教委国际交流处

处长杨伟人等出席活动。德国马克斯 • 普朗克知识产权研究所前所长 Straus 

教授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

法院、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等学术机构、实务部门的知识产权领域专家学者，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师生代表近百人参加了活动。

陈群代表上海市政府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结业，并对同济大学在知识产权

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强调，知识产权工作作为国家对外开放

的重要举措，在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和亚太知识产权中心城市中

具有重要作用，希望学院能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国际合作等方面积极探索。

市政府也将统筹各方面资源，积极推进学院建设和发展。

何志敏代表国家知识产权局向同学们表示祝贺，并指出国家知识产权局积

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务实合作，参与并支持 WIPO- 同济大学

知识产权硕士学位项目，他寄语在座的各位同学，作为相关项目的首批获益者，

以后能成为中国与各国交流的友好使者，珍惜在中国收获的师生情谊、同学情

谊和朋友情谊；继续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不断进步。

方守恩代表学校向同学们顺利结

业表示祝贺，并向关心和支持上海国

际知识产权学院建设和发展的领导、

专家表示感谢。他在致辞中表示，我

国知识产权事业快速发展，上海正在

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和全球卓越城市，这些都为中国知识

产权行业和人才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广阔机遇。未来学校将在联合国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国家知识产权局和

上海市政府的指导下，继续推动学院

成为国际化知识产权高端人才培养基

地。

Joseph Bradley 代表 WIPO 学

院感谢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的全体

师生，他高度评价了同学们在结业学

术研讨会中的知识产权专题演讲。他

指出，WIPO 学院的使命是促进发展

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转型中国家

的知识产权高等教育。同济大学的项

目将对知识产权教育做出重要贡献，

并有助于帮助 WIPO 实现知识产权

能力建设的目标。他强调将继续加强

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上海市政府和同

济大学的良好合作。

陈宏兵认为 WIPO- 同济联合培

养硕士项目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上

海市人民政府之间良好合作的重要象

征，开启了 WIPO 学院历史上新的

一页。同济大学为项目的落地投入了

大量的资源，WIPO 也会继续在人员

培训、合作等方面继续支持该项目的

发展。他指出该项目有巨大的发展前

景，也希望上海市对此项目给予更大

的支持。

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群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志敏

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方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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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与慕尼黑大学法学院合作协议签约仪式顺利举行

3 月 26 日上午，我院与慕尼黑大学法学院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中

德知识产权学术报告会在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衷和楼 1004 室举行。

同济大学原副校长、中国驻德国原公使衔参赞、同济大学中德人

文交流中心主任董琦，上海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施伟东，上海市知识

产权局原局长、上海市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会长吕国强，慕尼黑

大学法学院教授 Ansgar Ohly 和 Matthias Leistner，中国社会科学

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李明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张广良教授，院长

单晓光、党总支书记李建昌、副院长朱雪忠、宋晓亭教授，同济大学

拜耳教席教授刘晓海，同济大学中德国际经济法研究所副所长 Peter 

Ganea 博士以及学院师生出席了此次签约仪式和报告会。签约仪式由

学院副院长于馨淼主持。

合作协议签约仪式结束后，慕尼黑大学的两位教授进行了有关德

国知识产权最新动态的学术报告。Matthias Leistner 教授报告了欧洲

版权法的发展趋势，Ansgar Ohly 教授讲述了欧盟和德国专利法和商

业秘密保护的最新发展。

此次活动得到了上海市法学会的大力支持，并由德国联邦教研部

BMBF、同济大学中德校园 CDC、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DAAD、西

门子公司和拜耳公司资助。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Klaus Bacher 法官正在为学生授课

5 月 8 日上午，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Klaus Bacher 法官来到上海

国际知识产权学院，为学院 WIPO 班和一带一路班讲授课程《知识产

权实务》。

单晓光教授和 Leistner 教授分别代表双方学院签署了合作协议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Klaus Bacher 法官来我院授课

加强对德交流

- 与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院正式签署合作协议

- 派送 2 名学生洪堡大学、康斯坦茨大学攻读双学位

- 8 名学生赴柏林参加我校与洪堡大学合作举办

“新技术与法律”硕士学生国际论坛

- 派送 2 名学生赴德国汉诺威大学攻读双学位

- 德国知名教授来院访问及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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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5 日，德国马普创新与竞争研究所所长Hilty 教授来访。

学院副院长朱雪忠、于馨淼等老师出席会见。

于馨淼副院长简要介绍了我院的发展历程、学科建设、国际

项目和学术成果，并展望了学院未来的教学和科研建设。Hilty 

教授对我院的建设现状表示赞赏。双方就进一步推进合作进行

了深入探讨，围绕合作范围和合作形式形成初步共识。Hilty 教

授还听取了我院赴洪堡大学、汉诺威大学交流学习以及参与

WIPO 项目的多名同学的学术汇报。

德国马普创新与竞争研究所所长 Hilty 教授来访德国莱布尼茨汉诺威大学校长一行来访

11 月 1 日上午，德国莱布尼茨汉诺威大学校长 Volker 

Epping 一行访问我院，代表团成员包括外事处处长 Brigitte 

Barden-Laeufer、外事处亚洲事务主管王茵等。

双方表达了愿意加深并拓展合作的意愿，从多个方面进

行了深入会谈，以期为国际学术交流创造更多机会。我院多

名同学在德国莱布尼茨汉诺威大学交流学习，收获了宝贵的

学习和生活体验。

Volker Epping 校长介绍莱布尼茨汉诺威大学

合影留念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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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携手上海高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推动知识产权法学教育与司法实践深度融合

合影留念

4 月 20 日，同济大学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共同签署《关于加强知识产权法学教育和司法

实践的合作框架协议》，将分别发挥高校学科教育资源优势、法院司法实务资源优势，共同推

动知识产权法学教育和司法实践深度融合，培养更多应用型、复合型知识产权法律人才。这是

双方贯彻落实十九大“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精神、积极响应总书记在博鳌论坛上

有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要求的实际行动。

上海高院党组书记、院长、二级大法官刘晓云，中国工程院院士、我校校长钟志华出席签

约仪式并致辞。上海高院副院长张斌、我校副校长雷星晖代表双方共同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张斌还介绍了此次合作背景，我校副校长江波主持仪式。

根据这一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有计划选派综合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的优秀人员相互挂职

交流，在数据共享、课题研究、案例探讨、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我校将

聘请上海高院经验丰富、理论深厚的法官担任校外兼职研究生导师，他们将就法律理论实践进

行系列讲座，参与我校知识产权学科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我校将为上海高院举办的知识产

权法律问题研讨会、课题研究等，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持；上海高院将为我校学生提供实习机会，

并指派资深法官担任实习生的指导老师，着力培养学生的法律实际操作能力和职业素养。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及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法官
来我院演示模拟法庭

5 月 10 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王静以及上海知识产

权法院法官一行来到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为学院 WIPO 班

和一带一路班学生演示了一场模拟法庭。

“米其林集团总公司诉上海和舟广告有限公司商标侵权”模拟法庭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漕河泾开发区实训基地
挂牌

2018 年 10 月 24 日，我院和漕河泾经济开发区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议，协议涉及学生培养、人才培训、项目研究等内容。

单晓光院长和漕河泾开发区总公司总工程师韩宝富上台共同为

“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同济大学硕士项目漕河

泾开发区实训基地”揭牌。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漕河泾开发区实训基地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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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参观 - 参观专利文献馆

参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

2018 年 7 月 16 日至 19 日，我院 WIPO 项目班与一带一路项目班同学赴中国知识产

权培训中心、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开展学习培训活动。

7 月 17 日上午，在中国政府知识产权奖学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 同济大学硕士学位

项目学院培训班的开幕式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国际合作司的王剑剑和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

心的高强对同学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中国政府及国家知识产权

局的教育合作关系，学院代表对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的接待表示感谢。随后，来自国家

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专利管理部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工作人员分别就中国国家知识

产权战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执法以及中国专利行政保护专题开展讲座。

下午，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的工作人员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吴凯

分别对中国专利审查制度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相关信息和发展状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在

答疑环节解答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对中国知识产权相关问题的询问。通过讲座，同学们

对中国知识产权相关制度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

7 月 18 日上午，学院一行来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参观。业务办理大厅工作人员详细介绍

了专利申请与审查流程以及公共服务系统，随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学院师生参观了

专利文献馆并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集中监控中心体验了专利电子审批系统。

下午，同学们来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主任陈宏兵和项目官员邓玉华对学

院一行表示欢迎，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中国办事处的基本情况及 WIPO 的全球知识产权

服务及其与中国政府的合作进行了介绍，并对 WIPO 项目与一带一路项目表达了美好期许

和祝愿。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及 WIPO 中国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下，此次

学习培训活动开展顺利。通过相关负责人员的讲座与介绍，同学们对中国知识产权制度有

了更为深入和直观的体会，同时也进一步了解了中国政府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现状及

未来发展。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合照

我院与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国家知识产权局
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合作开展学习培训活动

学院与 WIPO、最高人民法院、国家知识产权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等建立了实习实践

合作关系，已选派 3 名学生赴 WIPO 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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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项目教学情况

Kostas Terzidis 教授与 WIPO 项目学生在设计与创意学院门前合影

2017 级 WIPO 项目中外学生赴飞利浦公司开展实践教学活动

论文开题第三组学生向各位老师介绍论文研究主题的重要性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与设计创意学院联手打造“创

新与设计”交叉学科国际课程

2018 年 1 月 30 日，我院与设计创意学院共同邀请下，

Kostas Terzidis 教授（ORGANIC PARKING 公司创始人

和首席执行官，曾任哈佛大学副教授）为联合国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WIPO）- 同济大学联合培养知识产权法（设计法）

硕士项目（WIPO 项目）学员授课。该课程是 WIPO 项目核

心课程之一，“创新与设计”的理论学习中的一部分。

我院 WIPO 项目学生赴飞利浦公司开展实践教学活动

2018 年 2 月 1 日，为配合研究生课程《设计创新专题》

课程教学需要，我院组织 2017 级 WIPO 项目中外学生赴飞

利浦公司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实践教学由我院程德理副教授

和设计与创意学院周洪涛教授进行带队，部分一带一路项目

国际学生旁听随行。本次实践教学活动作为 WIPO 项目班“设

计与创新”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同学们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使同学们了解到产品设计过程及与其知识产权保护的联系。

同济大学鼓励学科间的交叉与互动，我院也注重学生跨学科

素质的培养，本次活动启发同学们以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

开拓了学生的眼界，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

WIPO 项目及一带一路项目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

文成功开题

2018 年 4 月 3 日，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 同济大

学联合培养知识产权法硕士项目（WIPO 项目）及“一带一路”

知识产权硕士项目（一带一路项目）学生成功完成学术型硕

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此次开题工作，学院给予高度重视，

实行集中开题，全院所有硕士论文指导老师提前分组并分别

召开小组会议，就开题中应把握的关键环节、重点问题、可

能情况进行研判，每位同学认真准备本次论文开题，评议组

教授们分组进行评判建议，对题目的可行性和格式规范进行

把关，为同学们下一步论文写作提供指导。

2018 年，学院邀请了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德国联邦最高

法院、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创新与竞争研究所、海德堡大学、慕尼黑

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芬兰汉肯经济

学院等国际一流大学及科研院所学者专家 17 人，参与 12 门全英语

课程建设以及学生论文指导。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创新与竞争研究所 Hanns Ullrich 教授，竞争法 海德堡大学 Peter-Christian Mueller-Graff 教授，欧盟法

芬兰汉肯经济学院 Nari Lee 教授，专利法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法司司长 Michele Woods 女士，著作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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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洽谈

学生代表团赴港台学术交流我院代表团赴港澳高校开展知识产权教育交流访问

2018 年 5 月 22 日至 25 日，我院代表团应邀前往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澳门大学

法学院开展教育交流访问，与相关知识产权专家共同探讨高端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模式，并探寻联合培养的

可能性。

高端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是我院一贯坚持的方向，此次赴香港、澳门工作访问，进一步了解了知识产权

教育的多元化方向，我院将进一步探索知识产权人才联合培养方式，为更多学生提供更多优质互访交流平

台，提高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质量。

在香港访问期间，我院教师专门拜访了同济大学杰出校友郭英成校董和苏邦俊校董，感谢他们对学院

建设发展的关心和帮助。

2018 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我院朱雪忠副院长率学院博

士、硕士研究生 17 人，应邀赴台湾世新大学、东吴大学、中

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进行学术交流访问，并

参访同济校友企业佳兆业集团。此次活动由同济大学港澳台知

识产权教育交流研究中心主办，同济大学佳兆业港澳台知识产

权教育基金提供部分资助。

通过此次交流访学，我院师生对台湾、香港地区的知识产

权系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增长了知识，拓宽了视野。相信在

未来，两岸三地的相关高校一定会在知识产权教育、科研等方

面开展更加深入的交流与合作。

参访香港理工大学创新馆

同济大学副校长雷星晖教授、董琦教授与师生们在世新大学合影留念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赴港学术交流

参访我校校友企业 - 香港佳兆业集团。校董、集团董事局主席郭英成（中）

2018 年 4 月成立“同济

大学港澳台知识产权教育

交流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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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获得第十届全国版权征文特等奖、优秀组织奖和优秀指导教师奖

10 月 21 日，由国家版权局主办的第十届全国大学生版权征文活动颁奖仪式在苏州举行。

我院非常重视此次大学生版权征文活动，设置专门征文平台，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本次征文

中我院研究生臧佳兴的《论非演绎类同人作品所涉“借鉴元素”的侵权问题》获得特等奖，

全国仅有 3 项。此外，还获得研究生组三等奖 2 项。学院获得优秀组织奖；张怀印副教授获

得优秀指导教师奖。

参赛学生姓名

臧佳兴

于旭辉

王榕榕

论文题目 获奖类别 指导教师

论非演绎类同人作品所涉“借鉴元素”的侵权问题

电视直播中电影作品的固定性要求

区块链证据在著作权案件中的作用

特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刘晓海

张怀印

张怀印

11 月 6 日是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正式开幕的第二天。下午两

点，第十五届上海知识产权国际论坛暨全球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发展大会

于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召开。本届上海知识产权国际论坛围绕“创新发展与

知识产权保护”的主题对创新发展中的全球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以及知识产

权的运用与交易方面进行了专题演讲和讨论。我院国际项目（WIPO 项目

及一带一路项目）留学生作为各个国家代表也参与了此次会议，我院同学

也协助会议主办方承担了此次论坛的会务保障工作。

国际项目同学在会场合影

我院国际项目学生参加第十五届上海知识产权国际论坛
暨全球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发展大会

颁奖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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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法学泰斗高铭暄教授莅临学院指导工作

高铭暄教授一行莅临学院指导工作

2018 年 3 月 4 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北

京师范大学京师首席专家、中国刑法学会名誉会长高铭暄教授

一行莅临学院指导工作。

高铭暄教授对学院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殷切的期

望。他回顾了 30 多年前受国家教委委托，在中国人民大学成

立第一个知识产权教育研究机构的往事，指出知识产权虽在我

国发展起步较晚，但重要性毋庸置疑。知识产权法作为法学的

一门学科已经较为成熟，它以民商法作为基础，但知识产权专

业具有多学科交叉特点，例如知识产权侵权轻则民事纠纷、行

政处罚、重则犯罪，由于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知识产权犯

罪的具体罪名和构成要件，这里就会涉及到刑法如何适用的问

题，很值得研究。高铭暄教授建议学院多方引进各个学科背景

的人才，共同促进我院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并表示今后将继

续关注支持学院的建设与发展。

2018 年同济大学我院优秀大学生暑期学校于 6 月

29 日至 7 月 1 日举行。通过线上自主申报材料和层层遴

选，共有来自全国 24 所高校的 32 名学员参加了本次暑

期学校活动，促进知识产权专家与青年学生之间的互动交

流，加强各高校优秀在校生对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学院

的认识了解，提升同济知识产权学科的声誉及社会影响力。

“2018 年优秀大学生暑期学校”成功举办

“2018 年优秀大学生暑期学校”成功举办

6 月 27 日，我院 2018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

予仪式在衷和楼 1004 举行。院长单晓光教授向毕业生送

上了祝福并对同学们寄予了真切的期望，他说“在未来同

学们要始终把完善人品人格放在首位，做好人、做好事，

不要让自己的才干超过自己的理论”。 学院教师单晓光、

朱雪忠、宋晓亭和于鑫淼为每位毕业生拨穗。

我院 2018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
仪式举行

2018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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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晓光教授 朱雪忠教授 宋晓亭教授

刘晓海教授 李明德教授 吕国强教授

2018 年科研数据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1

3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36 篇论文 3 本著作 2 篇获奖 10 篇决策咨询报告

成立 2 个中心

2018 年 4 月

成立“同济大学 WIPO 中心”

成立“同济大学港澳台知识产权教育交流研究中心”

设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理论研究基地”

最高人民法院依托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设立“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理论研究基地”。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林广海副庭长

与我校伍江常务副校长为基地揭牌。

学位点概况

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科博士点学位授

予“管理学”博士学位，涉及“工商管理”、

“应用经济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设计学”五个一级学科。博士点

下设知识产权与竞争、知识产权与经济、知识

产权与管理、知识产权与科技发展四个方向。

博士研究生招生信息（2019 年）

招收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26

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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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知识产权论坛——新技术革命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竞争研讨会

9 月 19 日，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办、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

和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承办的“知识产权人才国际研讨

会”在同济大学召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学院教育项目

负责人 Joseph Bradley、顾问 Martha Chikowore，国家知识产

权局副局长甘绍宁、人事司巡视员马放、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副

主任孙玮、同济大学副校长雷星晖出席会议。各省知识产权局代表、

国家知识产权各培训基地代表以及韩国国际知识产权研修学院、英

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美国耶什华大学、法国欧洲企业与知识

产权学院的代表共计 100 余人参加了会议。

WIPO 教育项目负责人 Joseph Bradley 回顾了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学院的发展历程，展望了 WIPO 学院的发展未来，他指出

WIPO 学院的职能是为各成员国提供一流的知识产权教学、培训、

咨询和研究服务，与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的合作将有助于帮助

WIPO 实现全球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目标。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甘绍宁致辞，他介绍了中国知识产权人

才的现状、中国知识产权机构的发展情况，并从经验共享、高层次

合作以及加强学术交流三个方面提出了加强知识产权人才国际培养

的建议。

会议分三个主题展开了研讨，分别是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中的公

共政策及服务、知识产权教育课程体系设计的思路与挑战、多元化

参与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体系及国际化培养模式。

8 月 1 日，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中国国家知

识产权局指导下，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主办的同

济知识产权论坛“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与竞争研

讨会”举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学院教育项目负责人 Joseph 

Bradley，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主任陈宏兵，中国知

识产权研究会会长、国家知识产权局前局长田力普，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张斌，同济大学副校长雷星晖等出席活动并

致辞。来自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知识产权研究所、比利时那慕

尔大学、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交通

大学、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等国内外学术机构与实务部门的专家

学者，以及我校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师生代表共 40 余人参

加了本次研讨会。

本次会议围绕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知识产权与竞争领域的

前沿问题进行热烈探讨，汇集了不同领域知识产权专家的观

点，对知识产权、竞争政策与新技术的交互影响与协调提供了

有效建议。

“知识产权人才国际研讨会”在同济大学顺利召开

与会代表合影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学院教育项目负责人 Joseph Brad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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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学术活动一览表

1 月 5 日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强国战略路径研究”

启动仪式暨知识产权驱动经济增长研讨会

1 月 27 日 “国知院讲堂”（十一） 专利、商标、著作权司法审判中的典型案件与前沿问题

4 月 17 日 “美国诉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措施案”应对研讨会

4 月 27 日 “国知院讲堂”（十二） 老字号企业知识产权保护

5 月 8 日 “国知院讲堂”（十三） IP Judicial Protection and Administrative Sanction in Europe

6 月 15 日 国际竞争背景下中国企业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研讨会

7 月 11 - 12 日 中医药发展与立法问题研讨会

8 月 1 日 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与竞争研讨会

9 月 19 日 “国知院讲堂”（十四） Developments in the Law of Patentable Subject Matter under Section 101 in the US

9 月 28 日 “国知院讲堂”（十五）The European Union as Party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Treaties

10 月 24 日 全球化背景下设计创意创业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研讨会

10 月 26 日 2018 同济中欧创新与竞争论坛

10 月 26 日 第十三届同济 - 拜耳知识产权论坛成功举办

11 月 21 日 “国知院讲堂”（十六）The Reform of Copyright in the European Union

11 月 26 日 “国知院讲堂”（十七）Robot Creativity and Robot Education-Copyright Issu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1 月 28 日 科技创新与商业秘密司法保护研讨会

11 月 29 日 “国知院讲堂”（十八）International Tradefiling and Enforcement Strategies

12 月 4 日 “国知院讲堂”（十九）中美知识产权问题

12 月 20 日 “国知院讲堂”（二十）Intellecture Property Exhaustion：Critical Perspectives

12 月 21 日 “国知院讲堂”（二十一）数据竞争法律规制的基本问题

第十三届同济 - 拜耳知识产权论坛成功举办

2018 年 10 月 26 日，由同济大学与拜耳集团联合举办的同济 - 拜耳知识产权论坛在成都召开。源自

“创新”这一理念，今年论坛首次走进了西部，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四川中心的合作与

大力支持下，本次论坛在四川成都拉开了帷幕。围绕“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这一主题，本次论坛吸引

了来自国内外知识产权界的一流专家学者、知识产权顾问、律师、专利审查员等 200 余人参与。

同济大学原党委书记周家伦致辞

2018 年 10 月 26 日，应同济大学中欧创新政策与法律研

究所、最高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理论研究中心（同济大学）的

邀请，来自德国慕尼黑大学（LMU）、瑞士苏黎世大学、德国

巴登符腾堡州高院（卡尔斯鲁厄）、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意大利 KEIS 律师事务所、大成律师事务所、

方达律师事务所等单位的专家和学者齐聚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

识产权学院，与学院师生一起纪念中国《反垄断法》实施十年，

共商数字化背景下的创新与竞争政策。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数字

化与竞争法、竞争法有效执行等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2018 同济中欧创新与竞争论坛在我院成功举办

由左至右：Leistner 教授、Ganea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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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科技成果与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技术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专门制度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基于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强国战略路径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D 打印产业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数字网络时代重混创作版权法律制度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强保护背景下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一体化研究

自贸区的知识产权边境制度研究

制度演化影响下专利密集型产业知识溢出和区域创新联动机制研究

基于内生的产业利益诉求和外生给定路径限制的专利保护强度选择及其优化研究

基于审查时滞控制的专利授权机制优化研究

面向过程管理的高校专利转移平衡机制研究

中欧创新合作中的框架条件基本问题研究

欧盟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研究

“一国两制”下内地与香港反腐败追逃追赃司法合作机制研究之子课题一

“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制度协调机制问题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科技部科技创新战略研究专项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

废旧金属产品再生利用的法律及知识产权问题研究

根据世界专利申请跟踪磁浮技术国际发展趋势研究

中欧知识产权保护及技术标准问题及应对研究

数字化背景下欧盟竞争政策实施最新动态研究

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培育研究

知识产权案件行刑衔接机制研究

实用艺术作品保护国际国内理论实践跟踪

中医药立法中若干重点问题研究

传统知识国际保护运动与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立法研究

我国药品专利常青问题实证研究

商标侵权诉讼中的商标使用行为判定研究

知识产权检察机构专门化研究

国际知识产权秩序变化趋势和对策研究

互联网产业发展中的著作权侵权问题研究

上海市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培育研究

国际大科学计划协调机制研究

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提升研究

科技部

科技部

外交部

中央其他部门社科专门项目

中央其他部门社科专门项目

国家版权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国法学会

中国法学会

最高人民检察院

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上海市软科学研究计划

上海市软科学研究计划

科技部

2018 年在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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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召开党员代表大会

4 月 26 日是第十八个世界知识产权日，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

院举行了“果汁”知产力法律志愿服务队成立大会暨知识产权案例

研析大赛的启动仪式。

我院举行“果汁”知产力法律志愿服务队成立大会
暨知识产权案例研析大赛启动仪式

“4 月 25 日，我院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李建昌和于

馨淼两位同志为代表出席中共同济大学第十一次党代会。

合影

我院成功举办世界知识产权日校园签名征集活动

4 月 26 日是第十八个世界知识产权日，今年的主题为“变

革的动力：女性参与创新创造”，值此契机，上海国际知识产权

学院特开展“倡导创新文化，尊重知识产权”校园签名征集活动，

旨在展示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成就，展现女性创新创造者在驱动

世界变革进程中的贡献，加强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宣传普及，提升

全社会尤其是高校的知识产权意识。当日正午，活动于四平路校

区南大道拉开帷幕，校团委副书记唐志宇，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

院党总支书记李建昌，学院办公室主任杨新及学院教师亲临活动

现场，签字留言。

本次活动共设置中英文展板 30 余块，征集 200 余人次签名，

发放各类宣传材料 300 余份。知产学子学以致用，积极参与知

识产权文化的宣传，提高了社会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

的意识，营造了有利于创新事业、知识产权事业健康发展的校园

环境，以助力同济大学新时代“双一流”建设。 同学们纷纷签下自己的承诺

选举投票

我院选派三名学生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实习

2018 年 10 月，我院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 同济大学

联合培养知识产权法硕士项目第一届学生中选派了杨婧、

周书琳、楚楚三位中国学生前往日内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实习，分别在国际专利体系运营司、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

理标志部与马德里注册部工作，实习期限半年。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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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研究生一支部、三支部赴武汉开展专项活动

6 月 5 日至 7 日，研究生一支

部、三支部赴武汉开展了专项实践调

研活动。活动由研究生三支部书记宋

健带队，支部党员与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知识产权法研究生党支部党员座谈

分享，并赴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进行学习和调研，参观了中共五大

会址纪念馆、毛泽东同志旧居和武汉

革命博物馆。

国知院“海上生明月，他乡遇国知”活动 顺利举行

9 月 26 日，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举办了“海上生明月，他乡

遇国知”—— 欢庆中秋节主题活动。本次活动中，中国学生和国际

学生欢聚一堂，同时也邀请到了学院党总支书记李建昌老师、海德

堡大学 Peter-Christian MüllerGraff 教授等老师与学生共度中秋。

中秋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大家都以赏月、品尝月饼、全

家团聚等方式庆祝中秋佳节的到来。晚会的筹备组精心准备了各式

各样的月饼、中国传统糕点、水果等食物供大家品尝。

在本次活动中，国知院的中国同学们用自己的方式展示了中华

文化的魅给国际学生展示了中国茶道艺术、民族传统舞蹈、制作灯

笼工艺等中国传统文化，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加深了国际

学生知华、友华、爱华的情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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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 奖项

1731787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1731790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1641321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1510879 优秀博士奖学金

1610914 优秀博士奖学金

1733478 佳兆业知识产权奖学金

1633089 佳兆业知识产权奖学金

1731852 佳兆业知识产权奖学金

1731829 佳兆业知识产权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

1731822 佳兆业知识产权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

1633088 佳兆业知识产权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

1733485 光华奖学金

1733486 光华奖学金

1641352 优秀硕士奖学金

1633128 优秀硕士奖学金

1733487 优秀硕士奖学金

1731814 社会活动奖学金

1731795 社会活动奖学金

姓名

杨婧

金璐

周冠旭

宋健

安笑辉

杨智博

罗凯中

李曼华

程晓海

宋健

锁婉卿

段岚芯

江珊

梁美云

罗媛瑗

张仙

姚舒嵘

王铭

共青团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第一次代表大会

2018 年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研究生奖学金名单

根据《同济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以及《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研究生奖

学金评审细则（2018）》，经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材料评审和会议评审综合审定，

2018 年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名单如下：

首届团委委员合影

12 月 18 日召开共青团同

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第一次代表大会，刘孟婷同志

作《凝心聚气，奋勇向前，为

建设双一流添砖加瓦，为实现

中国梦不懈奋斗》大会工作报

告。会议选举产生 7 名共青团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

院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分别是

王铭、刘孟婷、卢滢伊、宋健、

杨婧、贺易诚、姚雯静。刘孟

婷同志当选学院团委书记，宋

健和杨婧同志当选学院团委副

书记。

国知院师生赴嘉兴南湖践行红船精神 我院为国际学生开设太极课程 元旦晚会制作脸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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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
产权局

科技部

最高人民
法院

9 月 20 日至 9 月 21 日，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会议在同济大学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召开。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甘绍宁、国家知

识产权局人事司巡视员马放、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副主任孙玮、上

海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季晓烨出席了开班仪式。来自全国 19 个省（直

辖市）知识产权局和中国科技大学、厦门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湖南

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 26 个国家培训基地的 120 余人参加了会

议。

国家知识产权局人事司马放巡视员在会议上作了总结报告，指出

本次研讨会主题突出，大家交流比较充分，研讨班取得了预期成效。

针对下一步培训工作，他指出，各有关省区市知识产权局要继续高度

重视培训基地工作，加大政策支持和工作扶持力度。各知识产权培训

基地要继续完善组织机构建设，研究和解决实际中遇到的体制机制问

题；紧紧围绕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发挥依托高校的知识

产权学科优势和培训管理优势，为党政领导干部、企业创新主体提供

系统、规范、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专业培训，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知识

产权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2018 年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会议在同济大学举行

作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研究基地，每年向国家知识产局等部委报送决策咨询建议 10 余篇，并连续 3 

年被评为优秀基地。

国家知识产权培训（上海）基地连续多年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评为优秀基地。

2018 年度举办了 5 个面向全国的知识产权培训班，承办国家知识产权局委托的创新创业人才知识产权培

训班等培训任务。

2017、2018 连续两年我院承办国家知识产权局年度“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会议”。

2018 年承办国家知识产权局首届“知识产权人才国际研讨会”。

国家专利保护重点联系基地

国家知识产权培训（上海）基地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研究基地

中欧创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

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理论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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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7 日 我院决策咨询报告获上海市领导批示

 4 月 18 日 我院教授为鲁班软件进行“知识产权及竞业禁止”科普培训

5 月 25 日 我院教授应邀为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做知识产权培训

9 月 14 日 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研讨班

9 月 20 - 21 日 2018 年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会议

10 月 15 - 19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处级领导干部服务创新研修班

10 月 为同济一附中开设知识产权大学先修课程

11 月 28-  30 日 知识产权与创新创业专题培训班

12 月 5 - 7 日 知识产权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研讨班

12 月 12 - 14 日 全国高校专利申请与运营高级研修班

电视网站 报纸杂志 微信公众号

学院活动受到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人民网、中国政府网、东方

卫视、新浪新闻等重要媒体的关

注报道。

学院教授在人民日报、文汇报、

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表达

观点，为国家关切的重大问题献

计献策。

一年来共推送近 200 篇文章，总

阅读人次近 10 万。内容涵盖教

授观点、学院要闻、课程推广、

学生活动等内容。

社会服务一览

服务上海进博会
国知院进博会志愿者团队根据市知识产权局要求组织团队翻译：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专利优先审查指南》

-《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专利优先审查请求书》等文件

承担“上海知识产权地方立法问题”课题

解析中美贸易摩擦和知识产权争端

受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托学院承担“上海知识产权地

方立法问题”课题。课题第一阶段成果获得了市人大教科文卫

委员会和市教委的一致好评。

学院相继召开“美国诉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措施案应对研讨

会”“国际竞争背景下中国企业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研讨会”

等会议，邀请政产学研代表共商企业创新保护。

知识产权课程进政府、进企业、进学校
加强与政府、企业、中小学合作，学院教授分赴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嘉定区政府、鲁班软件、同济大学附属第一中学讲授

知识产权课程，大力宣传并培育知识产权文化，提升全民知识

产权保护意识。

鸣谢来自鲁班软件、佳兆业、德国西门子集团、集佳律师事务所、香港正辉中国集团有限公司的鼎力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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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声誉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