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2-23 日 北京】 

关于举办 4.26 知识产权发展国际论坛 2015： 

创新驱动与知识产权运营专题的通知 

（4.26 IPRDIF 2015） 

一、论坛背景及往届回顾 

4.26 知识产权发展国际论坛是为适应形势发展需求举办的大型系列

论坛，是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的精神，按照《深

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的统一部署，结合工

业和信息化部知识产权运用能力培育工程的要求，针对业界普遍关注的

知识产权热点问题，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与高等院校共同举办，组织社会

各界参与召开的知识产权宣传周期间大型培育、宣传活动。 

4.26 知识产权发展国际论坛（IPRDIF）于 2014 年应运而生。会议

宗旨是搭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立足于国内外企

业及相关机构对盘活知识产权资产的需求，把握行业发展的动向及趋势，

汇聚政府相关机构、法律界和产业界的力量，发出来自知识产权行政执

法人员、法官、学者、企业知识产权经理、知识产权中介服务专家和知

识产权律师等多角度的声音，实现开放共享、信息交流与合作探讨，以

推动我国有关法律制度、政策规定的进一步完善，维护知识产权市场竞

争秩序，促进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保障产业健康发展。 

2014年“4.26知识产权发展国际论坛——专利运营专题”与北京大学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联合举办，参会者达 400 余人，演讲嘉宾近 30

位。论坛规模之大，影响范围之广，论坛议题之专，演讲嘉宾专业性之

强，开创了中央国家部委与高等院校联手举办知识产权大型活动之先河，

奠定了在国家部委指导下、专注于知识产权运营的国际化大型专题论坛

之地位，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在知识产权运营领域具有

重要影响力的品牌性国际会议。 

IPRDIF 也为知识产权从业人士提供了解国内外知识产权运营最新

发展动态、掌握知识产权运营的模式与策略、树立企业形象和扩大企业

知名度、建立广阔人脉关系、提升资源整合能力的不容错失的绝佳机会。 

二、2015 论坛展望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发布了由 28 个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

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共同制定的《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

划（2014-2020 年）》（下称《行动计划》），这是为推动国家知识产权战

略深入实施制定的一个指导性文件，对于在经济新常态下，深入实施国

家知识产权战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具有重要意义。 

2015 论坛将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指导下，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电

子知识产权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联合中国人民大

学、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等有关机构共同主办，贯彻《行动计划》

提出的“努力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新目标要求，继续抓住知识产权运用和保

护两大关键点，围绕“创新驱动与知识产权运营”主题，针对现阶段存在的

制约知识产权发展的突出问题、关键问题和热点问题，从宏观到微观，



 

 

 

从抽象到具体，分设八个环节、四个咨询室、一个分论坛展开研讨，以

更好地支撑工业产业转型升级与两化融合，增强产业竞争力。 

三、论坛时间：2015 年 4 月 22-23 日 

四、论坛地点：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逸夫楼报告厅 

五、论坛规模：400-500 人 

六、会议组织 

指导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 

主办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 

          工业和信息化部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 

承办单位：北京纲正知识产权事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协办单位：北京汉德信知识产权咨询有限公司 

支持媒体：《电子知识产权》、《中国知识产权报》、《中国电子报》、

《光明日报》、《法制日报》、《中国知识产权》、《人民

邮电报》等 10 多家主流媒体 

网络媒体：工业行业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平台、工信部官网、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网站和知识产权学院网站、中国人民

大学 BBS、IPRdaily、思博网、优智博知识产权网等 



 

 

 

七、论坛议程 

4 月 22 日 9:00-18:00（逸夫楼第一报告厅）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8:30—9:00 
签到（事先布置启动标志） 

（配乐、暖场 PPT、往届回放；讲演嘉宾、参会领导照片+简介） 

9:00—9:30 

第一环节：开幕式（每人 5-10 分钟） 

拟邀领导致辞： 

•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 

•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卢延

纯副局长 

•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金克胜副庭长 

• 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张志成副司长 

• 中关村管委会 

•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刘春田教授 

9:30—10:45 

第二环节：主题报告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知识产权运营 

暂拟发言人： 

• 中国人民大学，刘春田教授：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与知识产权运营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吴汉东教授：知识产权

制度创新与知识创新 

• 华为公司，宋柳平，高级副总裁，首席法务

官：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企业知识产权运营

战略 

（每人发言 25-30 分钟） 

工信部电子一

所，洪京一所长 



 

 

 

10:45—11:15 

第三环节：联盟筹备启动仪式（配乐） 

暂拟发言人： 

• 工信部电子信息司：介绍联盟及筹备组 

• 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宣读倡议书 

• 启动仪式：第一二三环节的各位领导与专家 

工信部电子司 

11:15—12:05 

第四环节：知识产权运营中的反垄断问题 

暂拟发言人： 

• 发改委价检局反价格垄断处，刘健副处长 

• 最高法知识产权庭，朱理法官 

（每人发言 25-30 分钟） 

中国人民大学 

12:05—13:00 冷餐会（配乐、循环播放讲演嘉宾、参会领导照片+简介） 

13:00—14:40 

第五环节：与技术标准相关的知识产权运营 

暂拟发言人： 

• 中国人民大学，郭禾教授 

• 海尔集团标准专利部，薛国栋部长，移动互

联网形势下的标准和知识产权思考 

• 美国飞翰律师事务所，朱韶斌律师：从最近

美国专利诉讼来看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策

略 

• 西电捷通，曹军董事长兼总经理 

（每人发言 25-30 分钟） 

工信部电子知

识产权中心 



 

 

 

14:40—16:20 

第六环节： 企业创新与知识产权运营 

暂拟发言人： 

• 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郭栋，业务发展总监，

半导体企业知识产权投资策略 

• 中兴通讯，沈剑锋，知识产权部部长 

• 比亚迪，赵杰，知识产权及法务处高级经理 

• 工信部知识产权中心： 

（每人发言 25-30 分钟） 

中国人民大学 

16:20—17:30 

第七环节：海外知识产权运营经验 

暂拟发言人： 

• NDCB+Q 律师事务所：Todd Dickinson 

• 埃奇沃思经济咨询公司，邓飞博士，合伙人以及中

国业务负责人 

• 北京集智慧佳知识产权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杨晶晶，高级咨询师：海外专利运营之公司及许可

费调查 

（每人发言 25-30 分钟） 

工信部电子知

识产权中心 



 

 

 

17:30—18:00 

第八环节：未来展望暨闭幕式 

推动我国知识产权运营事业发展的策略建议 

暂拟发言人： 

• 主办方，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 

• 主办方，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每人发言 15 分钟） 

中国人民大学 

注：论坛议程以当天实际开会内容为准。 



 

 

 

八、拟设咨询室（逸夫楼第二报告厅，第一、三、四会议室） 

咨询室（4 月 22 日全天，与论坛同步进行） 

咨询室一 咨询室二 咨询室三 咨询室四 

一家律所或知识产权咨询服务机构 

5-10 个律师或咨询师 

为服务机构创造与企业定向深入交

流机会 

为到会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免费咨询

服务 

一家律所或知识产权咨询服务机构 

5-10 个律师或咨询师 

为服务机构创造与企业定向深入交

流机会 

为到会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免费咨询

服务 

一家律所或知识产权咨询服务机构 

5-10 个律师或咨询师 

为服务机构创造与企业定向深入交

流机会 

为到会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免费咨询

服务 

一家律所或知识产权咨询服务机构 

5-10 个律师或咨询师 

为服务机构创造与企业定向深入交

流机会 

为到会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免费咨询

服务 

 



 

 

 

九、拟设分论坛（明德楼法学院 601 会议室） 

分论坛（4.23 日上午、座谈会形式）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9:00-12:00 

集成电路领域的知识产权运营机遇和挑战，以中国集成电路知识

产权联合会筹备和运作为聚焦点 

拟定发言人（引导发言，圆桌研讨）： 

 

• 政府主管部门 

• 集成电路企业及相关主流企业 

• 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的专家代表 

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 



 

 

 

十、联系方式 

崔丽丽：010-88686452，15117954928, cuilili@infoip.org 

杨晓丽：010-88686179，15910573555，yangxiaoli@infoip.org 

 

十一、论坛报名方式： 

论坛官方网站“在线报名”一栏填写报名信息 

论坛官方网站链接及二维码如下： 

http://www.miitip.com/426IPRDIF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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