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

首知服协 E⒛ 19〕 106号

关于举办 20”G佃 知识产权领袖 (闭门 )峰会

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

为提升我国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的涉外服务能力,助力中国企

业在
“
走出去

”
的过程中有效应对全球市场竞争风险,我会与

IPRdaily将于 ⒛ 19年 11月 5日 在 北 京 昆泰 酒 店 联 合 主 办
“2019

G40知 识产权领袖 (闭 门)峰会
”。

本次峰会以
“PCT大协作

”
为主题,定向邀请海内外近百位

知识产权优势服务机构领袖进行深度交流对话,集 中探讨PCT申

请的利与弊、涉外服务专业性需求变化、涉外服务机构的商业策

略、合作机会、能力建设与人才培养等相关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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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峰会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请有意向参会的单位于 11

月 1日 (星期五 )12∶ 00前将参会回执 (见附件 3)以 word形式

发送至邮箱:nsh1993aqq。 c。 m。 工作人员将对报名材料进行审核 ,

审核通过后,将向参会人员发送邀请函。

附件:1。 ⒛19G40知识产权领袖 (闭 门)峰会研讨专题详解;

2.⒛ 19G40知 识产权领袖 (闭 门)峰会议程 ;

3.2019G40知识产权领袖 (闭 门)峰会报名回执。

首都

20

(联系人:聂士海;联系电话:135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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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G40 知识产权领袖（闭门）峰会研讨专题

详解 

一、专业话题：涉外服务专业性需求变化 

1、贸易摩擦以后，大量中国公司将海外布局的主攻方向

转向欧洲。欧盟虽然看似是一个统一市场，但实际上无论通

过 PCT 或者巴黎公约形式进入欧洲后，仍要根据主要市场拓

展策略指定进入国家。各国法律环境又不同，因此进入欧洲

的考量因素要复杂的多。 

2、PCT 虽然是各国进行国际申请的普遍形式，但它真的

是最优解吗？还有没有其他更为省钱、省时间的方式？我们

国家现在有优先审查管理办法，那 PCT 进入各国后适用优先

审查吗？以美国为例，by-pass 路径与普通方式有何不同？

Track one 和 PPH 是否适用 PCT？ 

3、近几年随着我们国家出海企业对于知识产权保护重视

程度的加强以及对专利撰写质量和专利价值要求的提升。仅

仅用简单的中翻英方式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各服

务机构是否在和甲方沟通过程中被要求单独撰写英文申请文

件？一般是如何处理的？同样，海外机构对国外企业的服务

过程中有何成熟经验？ 

二、商业问题：产品衍生与新商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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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论是 PCT 还是其他途径，专利申请只是客户进入海

外市场服务的第一步。海外成熟市场的很多机构都把服务链

条延伸的更长，除了申请，更在诉讼和相关领域的法律服务

层面提供类似于顾问的长期服务。我们的机构应该如何丰富

产品种类、提升服务能力来维护客户关系，实现增量发展？ 

2、受市场、价格等多种因素影响，我们国内服务机构和

海外机构换案子的情况远没有日韩台湾以及欧美各所之间的

情况多。但相信未来几年，这种情况会逐渐增多。那现在国

内客户海外申请或诉讼对接层面，国内机构都扮演了什么角

色？是否深度参与全流程？是否会跟海外机构在业务前后端

和收入上进行比例分享？ 

3、以前涉外服务机构主要在北上，这几年除了深圳，各

省份的业务量也都有所提升。那对于甲方提出的新需求，服

务机构要通过建立新渠道、新合作的方式来满足。一般是如

何开展的？直接找外所还是先找北上已经有经验的国内所？

合作形式如何？甲方除了对价格敏感外，还有什么特殊要

求？怎样为客户匹配最为适度的服务和适度的收费成为生意

能否达成的关键。 

三、人才问题：能力建设与人才培养 

1、有些机构已经开始重金从海外机构或者高校挖拥有海

外服务能力或者受过海外系统性知识产权体系培训的人，但

成本依然很高，而且有些人还不愿立刻回国。是否可以通过

与海外院校、海外机构共建人才培养项目甚至是委培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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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加速能力建设，这样人员成本会下降很多。 

2、我们前一段时间组织的几场涉外商标和专利的培训都

得到了火爆回应，但也明显感觉到，大家对于培训或沙龙的

深度有更高的诉求，传统大而全的小白培养方式已经不再适

用，现在大家更愿意围绕开源协议、海关出口管制、电商平

台的知识产权管理等细节深入提升能力。 

3、各地区龙头服务机构也都在加强国际化服务能力建

设。除了培训，通过深入业务合作或者是在本部以外区域建

立国际服务团队也不失为一种可行性方案。 

4、在讲故事和 PR 能力逐步成为个人和企业必备技能的

今天，会包装，对于服务机构抢占国际业务，在海外机构认

知层面树立高端地位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原来销售基因重的

机构现在需要转变服务形象，打造高端品牌。埋头干活基因

重的机构更需要多发声，能做还得会说，加强专业化品牌团

队建设和预算支持。不要让品牌短板成为发展的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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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G40 知识产权领袖（闭门）峰会议程 

一、会议名称 

2019 G40 知识产权领袖（闭门）峰会 

（2019 G40 IPR Leaders Closed-Door Summit） 

二、会议主题 

PCT 大协作 

三、主办单位 

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 

IPRdaily 

四、会议时间 

2019 年 11 月 5日  9：00-17：30 

五、会议地点 

朝阳区 启阳路 2号 北京昆泰酒店 

六、会议规模 

约 150 人 

七、参会人员 

美、欧、日、韩、东盟及一带一路相关各国知识产权服务机

构领袖；国内优势服务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领袖；世界五百强公司

知识产权负责人；大型国企知识产权（法务）总监；前沿技术公

司和科技创新公司高管及知识产权负责人；国内外知识产权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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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 

八、会议议程 

时间 议题 内容 

09:00-10:00 开场 开场致辞 

10:00-10:50 专题研讨 PCT 国际专利申请态势与应对策略 

10:50-11:00 茶歇 

11:00-12:00 专题研讨 

涉外服务专业性需求变化 

贸易摩擦后，中国企业转向欧洲，而进

入欧洲后的专利申请策略，影响因素更多、

更复杂。 

PCT 真的是国际专利申请的最优解吗？

有没有更省钱、省时间的方式？ 

简单的申请文件翻译还能满足甲方要

求吗？国内外申请文件独立撰写益处多。 

12:00-13:30 午餐 

13:30-14:30 专题研讨 

产品衍生与商业合作 

专利申请只是第一步。如何衍生服务产

品，延长服务链条，深度服务客户？ 

国内外业务合作将逐渐增多，如何分配

彼此角色和服务内容，并进行收入分成？ 

各地方龙头服务机构应如何建立国际

服务新渠道、新合作？  

14:30-14:40 茶歇 

14:40-17:30 专题研讨 人才培养与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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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归国专业人才稀缺、价格昂贵，共

建人才培养项目甚至委培成为优选方案。 

传统大而全的培养方式不再适用，开源

协议、出口管制、电商平台 IP 管理等深入

能力提升成为新热点。 

深入业务合作或者在本部以外区域建

立国际服务团队成为各省龙头服务机构的

新选择。 

海外服务品牌建设是巨大蓝海，品牌建

设专业性将成为发展规模差异化的分水岭。 

18:30-20:30 晚宴 

注：本议程为拟定议程，具体议程以当天实际为准。 

 



附件 3

2019G佃 知识产权领袖 (闭门 )峰会报名回执

注:请于 11月 1日 12:00前将本报名表以word形式发送至邮

箱 nsh1993aqq。 c。m 。

印发:各相关单位

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

手机 邮箱

是否参加晚宴 □是 □否

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 ⒛ 19年 10月 30日 印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