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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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6日正式签约，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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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3日正式下发文件，简称：一带一路知识产

权项目）两个国际项目。

2017年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上海市政府和学校大力支持下，在学院建设、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

才培养、国际化、智库建设和学院管理等方面取得优异的成绩。相关种种，年报中可见一二。

未来五年，学院将建成世界一流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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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国际

顶尖知识产权学科，支撑上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自贸区以及亚太知识产权中心建设；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知识产权研究智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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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学院，未来无限可能；

让我们携手，共谱美好明天。

院长寄语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创

新与竞争研究所（原马克斯普朗克知识产权法、

竞争法和税法研究所）的支持下，同济大学于

2003年正式开始知识产权学科建设。并在管理

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下设立了知识产权二级学

科博士点，迄今已培养了具有国际视野和跨学

科复合知识结构的博士30多名，获得了社会的

高度认同和赞扬。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科依托

同济大学传统的对德合作及理工科优势，以国

际性、前瞻性和实用性为指导，汇聚一批国内

外著名专家学者，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与国

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对接，为知识产权

的教学科研实力达到国内顶尖、国际一流水平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科聚集了国内多位知

识产权知名学者和一批具有潜力的青年学者，

其中含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3人。

与此同时，本学科一直致力于吸纳国内外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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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老师。

同济大学是我国（含港澳台）第一家、也是唯

一一家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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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是国内第一家受教育部、

国家知识产权局委托承办“中国政府知识产权

奖学金”硕士项目（一带一路项目）的高校。

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科与德国洪堡大学、康斯

坦茨大学、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创新与竞争研究

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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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目前，已连续举办12届

“同济-拜耳知识产权国际论坛”、定期举办“中

欧知识产权法官论坛”。承办了“2015 发展中

国家知识产权培训（英语）” ，使来自“一带

一路”沿线 18 个国家的34名知识产权局官员

签约仪式，2016

钟志华（左），

同济大学校长

Mr. Sherif Sadaallah（右），

世界知识产权学院院长

学院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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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牌仪式，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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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受益。2012－2014年连续3年承办“中国知

识产权制度（英语）”培训，为来自美国、德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 60 位专利审查员提供培训；还与德

国马克斯普朗克创新与竞争研究所合作举办国家

知识产权局“百千万工程”高层次人才培训，已先

后举办了5届，约100 名学员接受了培训。

近年来，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科教师承担

了含3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项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国家级项目10项、省

部级项目30余项；在中国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

有关知识产权论文百余篇。

2012年1月至2016年上半年，同济大学知识

产权学科教师共完成了30余项知识产权专题研

究报告和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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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期《信息速递》

（10余篇得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领导的批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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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务院

相关文件的起草提供了3篇专家建议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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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委以及上海市市委书记、市长等

部门单位领导参阅,部分已经在上海进行实践。

与此同时，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科教师作

为两次部长级“中欧创新合作对话”的中方专家

组组长和主要成员，提出的有关知识产权、技

术标准、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多方面意见，

积极促进了“中欧创新合作对话”的顺利进行和

中欧双方的互利共赢合作。除此之外，同济大

学知识产权学科还举办了8期、共200人的全国

高层次人员研修班，1期国家知识产权领军人才

研修班，多个省级高级知识产权研究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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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WIPO项目23
一带一路项目10

法学中文06

14法学单考

04法律硕士（法学）

34法律硕士（非法学）
6
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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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新生开学典礼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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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知识产权硕士项目（“一带一路”项目）开班仪式在我校综合楼1002室举办。世界知识产

权学院院长SherifSaadallah，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志敏、国际合作司司长吴凯，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

书长吴偕林，我校校长钟志华、原校长裴钢、副校长江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浦东法院，复旦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等兄弟高校，校内职能部门和兄弟学院代表应邀出席学院开学典礼，为新生送上祝福和期

望。来自21个国家的91名新生参加了典礼。大会由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吕国强主持。

何志敏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日益密切，WIPO项目进一

步促进了双方知识产权合作协议的落实，也是双方在人才培养方面深入合作的重要成果。“一带一路”项目

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积极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层次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相信通过该项目的

实施，将为沿线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的发展、知识产权环境的改善及知识产权国际合作的拓展提供强有力

的人才支撑。

SherifSaadallah在致辞中向大家介绍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工作内容，分享了世界知识产权学院的多

个联合教学项目和学员发展情况。他表示，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是目前合作对象中最年轻、

也是最值得期待的学院，未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也将继续为学院项目的发展推进提供更多的支持与帮助。

吴偕林表示，成立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是落实上海市政府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谅解备忘录的重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志敏 世界知识产权学院院长SherifSaadallah 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吴偕林

9月 19 日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举办首届开学典礼

5



同济大学校长钟志华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单晓光 学生代表Filip Simjanovski

要举措，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与上海市政府“加快建设亚洲太平洋地区知识产权中心城市”、实施三轮“部市合

作”的重要成果，是上海努力营造与国际接轨的知识产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和文化环境，迈出具有重大

战略意义的一步。市政府将全力支持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建设，聚焦人才培养与学科发展，整合全市知

识产权教学研究资源，加大资金、项目等支持力度，为学院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钟志华代表学校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生表示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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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介绍了学校的人才培养理念和近年来取得的办学成就，希望同学们在同济大学

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中，努力追求“品德、健康、能力、知识、美育”全面发展。他表示，

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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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将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打

造成为国际化知识产权高端人才培养基地。

学院院长单晓光就学院的成立背景、治理体系、师资力量、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教师代表Arthur Wolff教授在发言中讲述了他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解。学

生代表楚楚和FilipSimjanovski感谢学院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科研环境，配备了优秀的指导老师，表

示将努力学习成为具有国际对话能力的高端知识产权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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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项目

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项目以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外合作

交流为基础，主要培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对华友好国家

的知识产权主管机构政府官员和专业人士。该项目已录取

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马其

顿、立陶宛、越南、菲律宾等11个一带一路国家的17名学

生。

WIPO项目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2016年11

月16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同济大学，签署协议联合培

养知识产权法硕士研究生。采用全英语、国际化和贴近实

务的教学模式，课程设计上采用学科交叉、全模块化的方

式，国际师资、同济校外师资占比各超过1/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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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优秀大学生暑期学校”
活动圆满举办

7月1日-7月4日，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举办了2017优秀大学生暑期学校活动。通过线上自主申报

材料和院方的层层遴选，来自全国27所高校12个专业的35名优秀大学生参加了活动。

暑期学校期间不仅举办了高质量的专题讲座，同时开展了实践教学，学员们分别前往集佳律师事务

所和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参观学习，与知名律师和资深法官对话面对面交流互动。通过考核，共为30名学

员授予了优秀学员称号。

本次暑期学校旨在以同济知识产权为特色，吸引和促进知识产权专家与青年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

加深各高校优秀在校学生对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科和学院国际交流学习方面的了解，提升同济知识产权

学科的声誉及社会影响力，吸引更多优秀学子投身于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

81%
2018拟录取推免生中有

来自暑期学校优秀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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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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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学院组织了学科带头人、重大社科首席专家和党政班子成员，结合工商管理、应用经济

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设计学学科开展了知识产权交叉学科博士点的申报工作，获得复旦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多位专家的

认可和支持，此次申报结果在教育部官网已公示结束，备案成功，2019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和培养

工作正在积极筹备中。

知识产权交叉学科博士点成功设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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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学院科研项目申报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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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项目资助

1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
项目资助

1 0
项省部级项目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招标项目免于评审结题

5 2 篇科研论文

1 7 篇决策咨询专报

2 篇专报获得国家主要领导
的肯定性批示



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研究基地”为主的科研基地建设

14

 本年度组织承担了国家知识产权局下达的2项2017年度委托课题

以及临时研究任务、应急性研究报告等；

 完成并编发了12期“信息速递”，超过规定任务的一倍；

 编辑了“同济大学研究基地2016年度研究成果汇编”并参加国家知

识产权战略实施研究基地总结交流会；

 获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领导的表扬；

 本基地2017年被评为优秀基地；

 学院教师撰写的专家建议获中央主要领导人重要批示。



15 

学术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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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 “Trademark Management in Europe”讲座

3月28日 “反不正当竞争修订中的几个问题”讲座

4月1日 医药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研讨会

4月20日 European Patenting and Patent Enforcement System研讨会

5月5日 全球视野下的知识产权应用型人才培养研讨会

6月1日 科技奖励与科技成果转化研讨会

6月28日 全国知识产权培训基地研讨会

6月28日 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研讨班

7月3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民主党派培训班

9月1日 中医药立法中若干重点问题研讨会

10月27日 “国知院讲堂”（一） 2017年创新创业人才知识产权培训班第一期

10月31日 “国知院讲堂”（二）TRIPS协定有关争端解决及其最新发展

11月2日 “国知院讲堂”（三）International Trademark Filing Strategy

11月3日 “国知院讲堂”（四）中国知识产权理论建设与郑成思学术思想研讨会

11月3日 “国知院讲堂”（五）中德专利侵权纠纷中的诉讼保全措施适用问题

11月25日 “国知院讲堂”（六）创新创业与知识产权专题培训班

12月2日 “国知院讲堂”（七）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for Trademark an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12月18日 “国知院讲堂”（八）涉外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模式培训班

12月21日 “国知院讲堂”（九）Overcoming the Book Famine

12月22日 “国知院讲堂”（十）Patent Circumvention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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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
对外交流



5月15日 杨浦区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领导来我院访问交流

5月25日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师生赴芬兰参加知识产权暑期班活动

6月2日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师生赴意大利参加中意大数据时代的知识产权国际学术论坛

7月25日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周静一行来我院调研

10月25日 芬兰汉肯经济学院代表团访问我院

11月9日 浦东新区法院副院长朱丹一行到我院调研

11月23日 上海市杨浦区科委、知识产权局领导来我院交流座谈

12月7日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外办主任访问我院

12月12日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参加第十四届上海知识产权国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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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 赵雯副市长来校调研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建设情况

3月8日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来我院访问交流

3月8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来我院洽谈合作事宜

3月15日 杨浦区知识产权局领导来我院交流

3月16日 明富国际法律事务所（台湾）代表来我院访问

3月22日 WIPO项目成功开展海外推介活动

3月28日 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代表团一行访问我院

4月13日 我院与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共建实习基地揭牌

4月20日 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吴刚一行来我校专题调研

5月11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天津中心领导到我院参观调研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国家知识产权

战略，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与实务部门合作

的精神，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天

津中心与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依托同

济大学科研优势，借助审协天津中心专利实务人

才和信息资源的优势，签订了知识产权人才培养

与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尤其是在医药知识产权等方

面的合作协议。

国家专利局天津中心与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签订合作协议

4月13日，在第17个世界知识产权日来临之

际，我院与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共同举办的

第七届东方法治论坛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讨会暨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与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合作实习基地揭牌仪式在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举行。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吕国强、同济大学

副校长江波、上海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施基雄、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斌等领导出席会

议并致辞，浦东法院副院长朱丹主持了当天的会

议。

我院与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共建实习基地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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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社会各界的鼎力相助

年初筹建1000万学院发展基金目标基本实现，学院陆续获得来自鲁班软件、佳兆业、

德国西门子集团、集佳律师事务所等企事业单位的赞助，同时也为学院产学研结合发展

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按照201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

以及中央巡视组对同济大学整改工作要求，在学校组织部分的指导下，学院于7月召开第一次党员大会并

选举产生了学院第一届党总支委员会委员——李建昌、于馨淼、朱雪忠、杨新、姜南（女）。第一届党

总支委员会议选举了李建昌为书记、姜南为副书记，并根据学院实际情况完成了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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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同济大学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第一次党员大会召开

22 



不忘初心，圣地追寻——嘉兴南湖之行

为了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追寻初心，砥砺奋进，11月5日，学院师生踏上“初心之

旅”，共赴浙江嘉兴瞻仰南湖红船和南湖革命纪念馆，回

顾光辉党史，坚定理想信念。本次“初心之旅”还特别邀

请了同济大学“一带一路”知识产权硕士项目和WIPO项目

的国际学生共同参与，受到师生的一致好评，同时也培

养了国际学生知华、友华和爱华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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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关键词

看中国

2017年11月21日，学

院开展了以“不忘初

心跟党走，高山仰止

逐梦行”为主题的“一

个关键词看中国”活

动成功举办。国知院

第一党支部全体党员

以及部分国际学生参

与了本次活动。学院

始终致力于结合学生

特色开展特色党建活

动，通过不同视角的

交流学习，同学们能

更加深入理解“四个

正确认识”的深刻内

涵。与此同时，也向

国际学生播撒知华、

友华、爱华的种子。

24

工匠精神

璀璨文化

互联网 美丽乡村

中国速度

创新理念

社会治理 友好开放



强化师德师风和院风学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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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朱雪忠教授获同济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贡献奖 我院杨新老师获同济大学

“立德树人”优秀教师奖

学深悟透高校思政
会议精神，把“立
德树人”落到实处

学院在全院教师中多次开展师德师风主题教育实

践活动。结合学校申报黄大年教学团队的通知，号召

学院师生向朱雪忠教授学习师德师风。

11月13日举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的

知识产权理论建设暨郑成思学术思想研讨会”

指导学生积极参加校团委组织的“情蕴三行、青

春颂党”—献礼党的十九大主题作品征集活动

11月15日组织全体师生观看了“全国科学道德和

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四有”、“四个引路人”、

“四个相统一”正成为全体教师自觉的职业追求。

学院组织专兼职辅导

员、学生骨干多层次、全方

位的学习，切实领会思政会

议精神，组织专兼职辅导员

参加学校的专题培训外，同

时加强学生思想状态情况调

研，全面提升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质量、校园文化活动质

量和服务学生成长成才实效

。



建章立制，规范学院评奖评优体系

为规范优秀毕业生、奖学金、优生优干的评选，使其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2017年学院制定了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优秀毕业生评选细则》、《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奖学金评选

细则》和《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优生优干评选细则》等。

本学年奖学金/奖教金获奖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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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奖项

李 军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韩 越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马 然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徐一凡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李 昕 优秀博士生奖学金

张广伟 光华奖学金

宗婷婷 优秀硕士生奖学金

程烁宇 2017倪天增奖励金

方 园 社会活动奖

李闯豪 集佳奖学金（一等奖）

李 昕 集佳奖学金（一等奖）

马 然 集佳奖学金（二等奖）

李 军 集佳奖学金（二等奖）

宗婷婷 集佳奖学金（二等奖）

张广伟 集佳奖学金（二等奖）

徐骁枫 集佳奖学金（三等奖）

王 頔 集佳奖学金（三等奖）

王诗瑶 集佳奖学金（三等奖）

方 园 集佳奖学金（三等奖）

吴 雷 集佳奖学金（三等奖）

常旭华 集佳奖教金（一等奖）

漆 苏 集佳奖教金（二等奖）

于馨淼 集佳奖教金（二等奖）



附录1：2017在研科研项目（省部级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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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名称 课题来源

基于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强国路径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专门制度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数字网络时代重混创作版权法律制度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面向过程管理的高校专利转移平衡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基于审查时滞控制的专利授权机制优化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专利密度视角下专利制度影响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知识产权制度协调机制研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

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培育发展基础支撑项目 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际知识产权秩序变化趋势和对策研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收费政策改革研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

众创模式下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研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

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定义与标准研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

“互联网+”时代文创产业特殊作品版权问题研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

数字化背景下欧盟竞争政策实施最新动态研究 外交部

商标侵权诉讼中的商标使用行为判定研究 中国法学会

知识产权检察机构专门化研究 最高人民检察院

我国药品专利常青问题实证研究 中国法学会

中医药立法中若干重点问题研究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互联网产业发展中的著作权侵权问题研究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生物自体繁殖客体等同原则适用研究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上海科技计划管理制度体系建设研究 上海市软科学研究计划

上海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评价及建议 上海市软科学研究计划

主要发达国家科研项目知识产权管理理念与政策研究 上海市软科学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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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名称 期刊名称

中国知识产权话语策略研究 中国软科学

《亚太版权法典（草案）》评述 知识产权

数字网络环境下版权权利穷竭原则延伸性研究 江海学刊

“以营利为目的”在网络著作权案件中的刑法适用 东方法学

欧盟专利一体化：英国“脱欧”后何去何从？ 德国研究

精细化管理视角下高校专利转移管理问题与国别借鉴研究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Protection of Works of Applied Art: Rethinking Conceptual Separability and 
Aesthetic Requirement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Practic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and Protection in Holographic Performances: From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rrakesh Treaty for Visually Impaired Persons into 
Chinese Copyright Law

China and WTO Review

The Criminal Issue in China’s Capital Market – The Boundary between Private 
Lending and Illegal Fundraising

Rechtliche Funktions bedingungen von 
Märkten und Formen der 
Konfliktbeilegung in China und Europa

借用文学作品人物角色创作的版权问题研究——美国判例研究的启示 江苏社会科学

Incorporation of Incidental Use into Copyright Limitations and Exceptions in 
China

Europ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view

美术作品实质性近似的判定——以西班牙Kukuxumusu案为切入点 中国版权

美国社交网络用户信息保护研究 新闻界

我国著作权侵权赔偿中的合理许可费制度研究 出版科学

改编权权利范围及立法模式研究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
学版）

移动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研究——对《香港个人资料（私隐）条
例》的解读及启示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知识产权章节评述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行为的刑法适用与完善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出版者权 复旦大学法律评论

数字出版视域下的反规避技术措施规则延伸性研究 科技与出版

知识产权刑法法益分析 北方法学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公法定位 刑法评论

附录2：2017发表论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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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2017年出版著作

著作名称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德国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 2017年8月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与协同创新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年10月

获奖成果名称 奖项名称

全球视野下上海科技创新立法保障研究 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省部级）

论文《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知识产权政策走向初探》 优秀知识产权战略信息一等奖

附录4：2017年成果获奖

论文名称 期刊名称

销售盗版作品行为的刑法适用 经济刑法

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罪的刑事责任认定 刑法论丛

银行“飞单”案的刑法适用逻辑 时代变迁与刑法现代化

论社会危害性认识在经济刑法中的适用 政治与法律

基于全球典型创新指数的中国创新能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科技论坛

基于国际典型创新指数的中国创新能力分析 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众创模式下新创企业知识产权政策需求实证研究 科技管理研究

我国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竞争优势研究. 情报杂志

世界一流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述评：组织模式、运行机制及绩效评价 科技中国

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的理论证成和路径选择 电子知识产权

我国外向型企业知识产权保险问题研究 学术界

创新创业背景下的知识产权诊所教育 教育发展研究



附录5：2017年决策咨询

成果名称 批阅人/报送单位

专利受理激增背后存隐患 中央主要领导人批示

复旦大学专利许可问题调查报告 中央领导批示

欧盟《2017欧盟假冒和盗版情况报告》
和《假货贸易的具体路径情况报告》述评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导航视角下雄安新区的产业发展思路研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专利申请
及其对我国本土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中国工程院

美国专利确权双轨制的冲突与协调问题述评 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第 5 版）》评析 国家知识产权局

开展全流程管理，推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世界知名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TTO）运行模式与启示

上海市科委

科技成果转化中所得税政策的若干问题分析与建议 上海市科委

NIH长期稳定、灵活高效项目资助的探索及启示 上海市科委

全球竞争力报告2017-2018 国家知识产权局

韩国知识产权局《2017年度报告》述评 国家知识产权局

韩英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及启示 国家知识产权局

《亚太版权法典》草案及简评 国家知识产权局

特朗普执政下美国知识产权政策走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国家知识产权局

区块链技术对知识产权确权与交易的影响 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外专利收费政策改革及其评析 国家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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