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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丛书前言　　
　 　 　 ｓｅｒｉｅｓ ｐｒｅｆａｃｅ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推进， 世界各国在经济

领域的竞争手段发生了巨大变化， 知识产权越来越显示出其作为商业竞争

工具的重要特性。 自 ２００６ 年我国政府提出向创新型国家转型以来， 我国

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理论研究、 司法实践、 企业运用、 高校技术转化等方面

均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在陆续对专利法、 著作权法、 商标法进行修订之

后， 新一轮的著作权法、 专利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工作正在展开； 公

众认知方面也逐渐营造出了尊重知识产权的氛围。 在 “大众创业、 万众创

新” 的新环境下， 各领域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站上了新高度。

在这一大环境下， 我们期望能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助力创新型国家的建

设。 作为高校的知识产权相关专业教师， 在法学院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的培

养和理工科学生的知识产权实务教育中有所作为， 播下创新保护的种子，

帮助学生与国际规则接轨， 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华东理工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成立已有十多年， 中心依托校法学

院， 突出文理交叉学科优势， 专注专利法理论和实务研究及教学， 探索复

合型的知识产权法律人才培养模式， 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毕业生获得

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 ２０１２ 年， 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成功申报了 “上海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 作为卓越人才培养特色方向之一， 知识产权特

色教材成为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结合本中心教师的研究背景、 外语

语言优势及学生课程教学需求， 我们推出本套 “知识产权卓越人才培养系

列教材”， 第一批专注于专利制度方向， 包括 《专利检索与信息分析实

务》 《欧洲专利制度研究》 《韩国专利法研究》 以及 《日本专利法研究》。

本套系列教材是上海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 （知识产权方向） 系列教材与



课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适用于包括理工专业在内的本科、 研究生的各

学历层次教学， 也适用于相关行业的技术研发人员和法律人士学习。 同

时， 本套教材也丰富和弥补了市场上相关专业书籍的不足。

知识产权制度是高度国际化的制度， 也是极为注重实践的制度， 希望

本套丛书的推出能够为相关实务教学和法律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启

发。 本套系列教材还存在一些不足， 需要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探

索和完善。 衷心感谢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对我校应用复合型知识产权人才培

养的鼎力支持， 感谢上海市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知识产权方向特聘校外

导师张斌、 陈惠珍、 刘军华、 林衍华、 张晓都、 朱妙春、 章鸣玉等的悉心

指导， 感谢华东理工大学教务处的全力帮助。 我们将继续积极探索知识产

权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规律， 为我国知识产权发展及创

新型国家建设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于杨曜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００ 日本专利法研究



　 前　 言　　
　 　 　 　 ｐｒｅｆａｃｅ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们普遍开始关注知识产权。 但是， 专利并不

赋予任何技术领域以发明创新， 赋予专利只是专利审查员没有发现拒绝专

利申请的理由。 而专利发明被赋予专利权利也不是行政部门对专利发明的

功效给予肯定， 专利得到授权后， 能否得到专利的实施结果， 专利授权机

关并不给予保证。 即便是被拒绝申请专利的技术也可以去实施。

从权利人的角度来看， 研发新的技术很重要， 但是保护知识产权也尤

为重要。 近年来， 欧美国家针对过度保护知识产权行为导致的滥用知识产

权现象， 也采取了一些令人关注的具体措施。 其中， 有代表意义的就是美

国的 “ｅＢａｙ 案件”①。 该案件中， 美国最高法院针对权利人的知识产权保

护提出较高标准， 即专利权利人针对法院提出的专利侵权认定请求要符合

较高的认定标准， 否则专利权利人的请求将很难得到法院的保护。 这对保

护相对人， 限制专利权利人的权利范围提出了新的视角。 因此， 保护知识

产权很重要， 相反制定如何制止滥用知识产权的措施也显得尤为重要。

知识产权是一把双刃剑， 它既是一种排他性的独占权力， 也是对非权

利人使用该专利技术的一种限制。 如果法律政策上过于强调对权利人进行

保护， 那么这样的趋势就会给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权利谋求不正当的利益

① “ｅＢａｙ 禁 制 令 救 济 案 ”， ｅＢａｙ， Ｉｎｃ． ｖ． Ｍｅｒｃ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ＬＬＣ，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Ｎｏ． ０５ １３０，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ｂｅｌｏｗ ｓｕｂ ｎｏｍ Ｍｅｒｃ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ＬＬＣ ｖ． ｅＢａｙ， Ｉｎｃ．， ４０１ Ｆ． ３ｄ １３２３，
１３３８ ３９ （Ｆｅｄ． Ｃｉｒ． ２００５） （Ｂｒｙｓｏｎ， Ｊ．） ． ２００１ 年， Ｍｅｒｃ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公司指控 ｅＢａｙ 公司使用的
“立刻购买” （即 “Ｂｕｙ Ｉｔ Ｎｏｗ”， 一种在线固定价格拍卖技术， 允许消费者不参与拍卖过程
即可购买商品） 交易方法技术侵犯其专利权。 ２００３ 年， 弗吉尼亚联邦地方法院裁定 ｅＢａｙ 侵
权， 并向 Ｍｅｒｃ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支付赔偿金， 并签发限制 ｅＢａｙ 使用该专利技术的永久性禁制令。
ｅＢａｙ 不服上诉至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但 ｅＢａｙ 的上诉请求被上诉法院驳回。 ２００５ 年， ｅＢａｙ
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法院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做出裁决。



带来便利。

近些年， 很多国家针对知识产权保护， 开始强化 《反垄断法》 实施。

很多国家和地区也开始通过 《反垄断法》 以及探索其他方式寻求处罚或限

制知识产权权利人 “权利滥用”。

２００４ 年在欧洲欧盟针对 “微软公司” 滥用知识产权权力行为给予了

认定， 指出微软公司违反了 《反垄断法》， 并对微软征收了巨额的罚款。

近些年来， 中国政府也在对知识产权垄断行为采取积极的应对政策①， 很

多跨国企业的技术垄断行为涉嫌违反 《反垄断法》 规定的， 都被我国政府

处以严厉的处罚。 学术界也普遍开始重视和研讨知识产权权利人权力滥用

问题， 并力图找到新的解决办法。

甚至， 近些年一直困扰知识产权行业的一个尖锐的问题之一就是所谓

的 “专利流氓” 的出现。 某些知识产权权利人拥有专属技术权利并不是去

制造专利产品或提供专利服务， 推动社会技术发展和革新， 其目的仅仅是

通过专利诉讼获得巨额的赔偿金或者获得他人支付的专利使用费。 显然，

这样的专利权利行使和专利的公共性质是相抵触的， 不能得到普遍认可。

此外， 由于技术的进步也伴随着技术的复杂化， 现在， 一项产品中往

往包含有很多的专利技术， 要想自己的产品不侵犯他人的专利权利， 就要

花费很多的精力进行专利技术调查。 如果， 自身的科研技术涉及他人专利

权利要求范围的， 还要和对方进行交涉， 获得对方的许可才能使用他人的

专利权利。 即便获得了专利权人的使用许可， 除使用人对专利的权利保护

范围要进行事前的调查准备外， 还要支付专利实施费用。 一个产品中有可

能包含了很多权利人的权利要求， 而要想获得使用其中一小部分他人的专

利权利， 有时也要其他相关权利人的许可。 因此， 技术研发人员想要主张

其研发技术的独立性， 往往也要做出很多的努力， 不但要证明自身的权利

发明的创新性， 还要其技术发明具有不与他人的在先权利产生冲突等专利

构成要件的特性。

２００ 日本专利法研究

① ２０１４ 年国家发改委 ９ 月 １８ 日公布行政处罚决定书， 宣布对 １２ 家日本汽车零部件企
业实施反垄断处罚。 国家发改委此前的通告显示， 对这 １２ 家日本零部件和轴承企业合计罚
款１２ ３５４亿元。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０ 日—２ 月 １１ 日， 国家发改委开出中国反垄断历史上金额最大
的罚单———美国高通公司因垄断行为被罚６０ ８８亿元， 并被责令整改。



所以， 在国家重视知识产权、 重视技术创新的背景下， 如何打破技术

壁垒， 促进技术的普及和推广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 近些年， 在

欧美一些科技发达国家， 也有人提倡免费 “开放专利权利”。 通过对外

“开放专利权利”， 使得开放技术之间相互无偿使用， 打破技术壁垒， 进而

促进科学技术发展。 但是， 从商业逐利的角度出发， 就知识产权权利人无

偿对外提供技术本身而言， 也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 不过， 这也表明为了

保障商品流通， 保障技术交流畅通无阻， 公平地对待技术创新， 鼓励技术

的研发是根本任务， 过度地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往往会坚固知识产权技术壁

垒， 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建设需要与时俱进， 人们对待知识产权利的

理解和利用应当根据不同的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重新进行构建。

本书着眼于日本专利法律制度研究， 由于时间仓促， 很多研究内容尚

不足够深入、 完整， 若有内容上的纰漏， 还希望同行指正， 以待不断完

善。 此外， 有幸借此机会能够得到华东理工大学以及学院的支持出版本

书， 在此特别向完成稿件期间给予极大帮助的各位同仁致以衷心感谢！

李　 龙

２０１７ 年仲夏

３００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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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欧洲中世纪以来的产物 “知识产权” 作为一种法律制度， 到 １９ 世纪

中期以后才逐渐引入日本国内。 而后， 日本的知识产权制度长期在中央集

权的政府管理下发展， 因此日本知识产权的利用范围有限， 知识产权作为

一种民事权利在日本民众中认知度较低。

据统计， 在日本知识产权真正得到重视是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才开

始。 ２０ 世纪末， 日本高速经济增长带来了很多技术方面的需求， 在从欧

美大量引进技术的同时， 日本国内企业也开始重视知识产权。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日本的出口贸易额占到了世界的 １０．５％， 日本产品数量在美国急剧增

加， １９８４ 年的日美贸易中， 美国的贸易赤字额达到并超过了 １００ 亿美元。

在日本产品面前， 美国产品的竞争力显著下滑， 严重时据调查只占到世界

出口额的 １１％， 就此美国开始通过推进知识产权政策， 希望通过知识产权

战略遏制日本的贸易增长， 以维护自身的技术优势。 之后， 一系列的美国

知识产权政策给美日之间的贸易竞争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美国和日本有关

知识产权的诉讼争端也经常引起两国政府以及媒体的关注。

在美国采取的知识产权策略面前， 日本往往处于被动的局面， 日本的

应对方式不当， 或者对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不遵守， 都会作为热门话题引

人注目。 而与此同时， 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 以及知识产权的热门效

应， 日本同世界上很多国家之间有关知识产权的纷争也越来越多， 这也显

得日美之间有关知识产权的争端有愈演愈烈之趋势。 日本与欧美国家的知

识产权纷争， 源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 通过这些纷争日本政府和企业也

意识到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性， 逐步开始制定政策， 对自身知识产权

研发管理进行维护， 同时也开始推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度建设。



受到日本政府和民间企业对知识产权的重视之影响， 从 ２０ 世纪末至

今， 日本在世界上的专利申请量一直以来始终维持一个庞大的数量， 这不

但为日本技术革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也促进了日本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

完善。 大量的专利申请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即专利申请量的增加给专利审

查部门带来了巨大的工作任务， 同时对企业来说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

管理和维护， 给企业带来很大的负担。 日本政府及企业在日益增长的知识

产权需求面前， 认识到企业不仅需要对技术创新申请专利保护， 还需要对

公开的技术权利信息进行调查检索， 因此， 一系列的知识产权服务组织和

机构也逐渐得以建设和完善。 但即便通过仔细的调查检索， 企业也依然存

在侵犯他人专利权利的可能性， 因为企业的专利技术调查工作不可能穷尽

所有的现有专利技术， 检索方法是有限的， 所以即便企业花费了很多人力

物力， 主观上不想侵害他人的专利权利， 但是企业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

侵权的可能性。 在某种程度上， 企业自己的技术不侵犯他人专利的可能性

没有任何保障， 并且同时自己的专利不被他人侵犯， 或者不侵犯他人的专

利， 这也没有保障。 与日本相同， 我国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后也开始遭遇国

内外知识产权难题， 国家制定了相应的辅助政策加以应对， 企业也逐渐开

始认识到专利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特别是近些年中国专利申请数量也大幅

增加， 国家也开始注重我国的知识产权战略保护。

２０ 世纪末至今， 日本的知识产权法修改频繁， 主要是为了加强保护

权利人的权力范围。 为了实现该目的， 就要通过具体的措施来执行， 但这

些做法在保护权利人的权利的同时， 也放大了权利人独占使用权利的范

围， 如何来确定独占权利的范围， 日本对此却讨论得不足。

同时日本为了保护权利人的权利， 加强了很多行政保护措施， 在刑事

责任追究方面也采取重罚的态度。 所以， 这些措施的结果就是在保护本国

企业的知识产权的同时也可能存在保护过当的嫌疑。 至于什么是保护过

度、 过当， 日本国内却没有充分地展开论证。

因此， 这些问题就给日本的法院、 学者， 还有行政部门提出了新的挑

战。 在日本政府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保护的背景下， 在企业极力主张自己的

权利保护的环境下， 知识产权作为一项独占性权利， 其适用范围越广，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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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会越大越强， 但是过于保护专利权人独占使用权利， 就会限制他人使

用专利权技术的范围， 某种程度上来说也限制了他人使用相关技术。 所

以， 国家全力推动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方针， 是否有利于知识产权的发

展， 还是需要各方面专业人员仔细讨论研究。 对此， 日本学界有普遍的共

识， 普遍认为在政府主推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策略下， 知识产权的保护存

在很多的问题。

然而， 日本政府单方面提起保护知识产权的策略政策往往加强了对权

利人的权利维护， 这并不是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 也不是绝对的知识产权

保护。 美国、 日本等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策略， 重视的是由

此而产生的权利人自身知识产权的维护， 然而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做法

给商品竞争及企业的产品开发也带来很多障碍。 对此， 已有很多国家对该

现象提出了很多的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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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日本专利法律制度概述

第一节　 日本知识产权战略框架体系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由日本企业专家学者组成的 “日本知识产权战略会议”

定期在日本首相官邸召开。 该会议前后举行了 ８ 次， 并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结

束会议。 在 “日本知识产权战略会议” 中，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日本制定了 《知

识产权战略大纲》，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公布了日本 《知识产权基本法》。

在日本 《知识产权战略大纲》 和日本 《知识产权基本法》 的指引

下，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１ 日日本首相官邸设立 “知识产权战略本部”， 由该本部

统一制定和管理 《日本知识产权年度发展计划》， 并进行逐级别的推进和

实施。

一、 日本知识产权战略行动纲要

２００３ 年日本知识产权战略会议公布了 《知识产权战略大纲》， 该大纲

就是在日本 《知识产权基本法》 的基础上， 由日本知识产权战略本部经过

讨论后制定的。 该大纲由三章构成， 第一章为现状和课题， 第二章为基本

方向， 第三章是具体行动计划。

１ 日本知识产权现状和课题

日本二战后， 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被总结为 ５ 点： 勤勉的国民性、

重化学工业的发展、 加工贸易、 引进欧美技术、 强有力的工作组织和技术

改进。

但是， 随着亚洲其他国家经济的发展， 日本产业外移， 周边国家技术

能力也不断提升， 竞争激化， 日本需要改变发展模式， 占据技术高端， 发



挥技术优势， 提高和强化日本在国际商业经济往来中的竞争力。

２ 日本知识产权发展基本方向

日本知识产权发展的基本方向主要立足于两个方面： 创新战略与保护

战略。

日本知识产权创新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在促进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知识产

权创新以及企业的知识产权的创新、 取得及管理的同时， 开展知识产权教

育， 培养知识产权人才。

日本知识产权的保护战略主要由国家机关依职权来行使， 知识产权保

护战略重点是从司法复审、 行政查处等方面展开。 例如提高专利审查、 复

审速度， 保护著作权， 强化商业秘密保护， 强化争端解决机制， 强化国外

和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等。

上述战略制定后， 日本各行政部门采取具体措施， 分化责任范围， 中

央和地方目标确定， 积极有效地推进战略执行。

二、 日本知识产权基本法概要

日本知识产权基本法是在理念上和实践中， 让国家、 地方公共团体、

大学及商业经营人明确自己的义务， 创新、 保护和利用知识产权， 并制定

具体实施计划， 设立知识产权战略本部， 集中并有计划地推进和实现 “日

本知识产权立国” 的目标。

１ 日本知识产权基本法的具体职责划分

日本知识产权基本法有关职责划分的规定， 主体主要涉及四个方面，

即国家、 地方公共团体、 大学等科研机构及企业。 针对这四个职责主体，

日本知识产权基本法要求各主体之间要以实现知识产权的创新、 保护、 有

效利用为根本目标， 相互之间要协同、 制定具体方针政策， 并进行推进和

实施。

２ 日本知识产权法制建设方向

日本知识产权法制建设方向主要包括以下 １０ 点。

（１） 从政策上、 资金、 设备等方面扶植培养和推进科研机构的研究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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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促进成果转化；

（３） 加快权利获得审查；

（４） 提高诉讼效率和合理简化诉讼程序；

（５） 设立联动机制， 与外国政府、 国际机构协作处理侵权行为；

（６） 研究建设国际保护制度；

（７） 保护新领域的知识产权 （生命科学及其他新科学领域、 网络知识

产权保护等方面）；

（８） 确定知识产权评价方法、 制定企业经营活动中知识产权利用的基

本方针；

（９） 建设信息中心， 为企业及大学等科研机构提供国内外的知识产权

分析、 统计资料；

（１０） 开展教育、 培养人才。

三、 日本首相官邸 “知识产权战略本部”

根据日本 《知识产权战略大纲》 和日本 《知识产权基本法》 的规定，

日本首相官邸设立 “知识产权战略本部”。

该本部处于知识产权行政服务管理的顶级地位， 其具体构造如下图

所示。

“知识产权战略本部” 以日本首相为本部长， 具体事务由知识产权推

进本部处理。 其目的在于促进各个相关知识产权行政职能部门积极开展知

识产权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 我国知识产权战略制度中， 并没有类似机构

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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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知识产权战略本部” 的工作内容

“知识产权战略本部” 设立的 “专门调查会①” 是由专家学者及官员

共同组成的研究机构， 就专门课题进行研究调查， 并根据该调查内容制定

相应的政府知识产权年度推进工作计划。

以下是该本部正在实施的专门调查的具体内容。

（１） “强化文化产业知识产权保护” 专门调查会；

（２） “增强知识产权竞争力的国际标准化” 专门调查会。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特别活动小组开展着其他的研讨活动， 比如 “知

识产权人才培养” “医疗相关行为的专利保护” 及 “权利保护基础的强

化” 等。

２ 日本 “２０１２ 年度知识产权推进计划”

通过上述调查研究和讨论， 针对具体情况， 日本政府将相关研究成果

纳入 “年度知识产权推进计划”， 并进行推广实施。 ２０１２ 年日本知识产权

推进计划的主要内容及其构造如表所示。

２０１２ 年日本知识产权推进计划主要内容

战略 １ 知识产权国际标准化战略

战略 ２ 企业国际竞争力强化支援战略

战略 ３ 先端数字及网络知识产权战略、 日本文化战略

战略 ４ 海外成功案例的创建

　 　 （１） 日本知识产权 “国际标准化战略”

为了避免技术上领先， 而技术产业化失败格局的出现， 日本政府极力

推动知识产权国际标准化战略。 该战略的目标主要通过以下两种形式， 来

强化产业竞争力。 第一， 推进以研究开发及产业化战略相关联的国际标准

化进程； 第二， 知识产权的权利化以及有效利用。 为此， 日本知识产权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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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知识产权专门调查会： 知识产权战略本部的 “专门调查会” 都由政府官员、 民间的
学者和专家参与。 官员来自知识产权相关行政的各个部门， 有特许厅的、 经济产业省的、 中
小企业发展推进机构的， 还有财务省、 文化厅等部门。 民间的学者和专家主要来自大学教
授以及企业的知识产权部门负责人。



进计划中明确了具体的实施时间表， 力争到 ２０２０ 年实现世界主要国家接

受 １５０ 件日本国际标准化战略的目标。

① 开展国际标准化活动的意义

国际标准化机关 （例如 ＩＳＯ、 ＩＥＣ、 ＩＴＵ 等） 制定的公权性质的标准

是国际标准化的核心所在， 该标准为 ＷＴＯ 协议及各成员国的国内法依

据， 具有法律的效力。 如何进一步提高公权性质标准的适用范围， 日本计

划进一步制定援助政策。

② 日本国际标准化的领域

日本国际标准化行动纲要内容选定在七个方面的领域， 包括以下

内容：

（ａ） 先端医疗

（ｂ） 水

（ｃ） 下一代汽车

（ｄ） 铁路

（ｅ） 能源管理

（ ｆ） 多媒体产业

（ｇ） 机器人

根据具体推进情况， 日本内阁官方、 内阁府、 总务省、 文部科学省、

厚生省、 经济产业省、 国土交通省及环境省会适时地对内容进行确认和

变更。

③ 促进认证战略的实施

国际标准化当中， 研究开发、 技术认证的工作意义重大， 日本计划建

设认证战略所必需的基础设施。 从研发阶段开始， 包括标准化活动， 综合

地加强与控制亚洲各国技术。

日本计划实施的相关措施包括 “亚洲太平洋产业技术·国际标准化协

助项目” “亚洲认证能力的提高项目” 及 “亚洲地区共同研究开发、 共同

实证业务” 等。

④ “国际标准化” 相关各行政管理部门的实施内容

日本 “国际标准化” 相关各行政管理部门的实施内容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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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本
“国际标准
化” 行 动
纲要内容
选定的七
个领域的
实行内容

　 在实施国际
标 准 化 的 同
时， 在各领域
中对国际标准
化 活 动 的 进
展、 效果进行
适时的确认。
此外， 探讨新
的 战 略 领
域 （中期、 短
期）

　 行政和民间
在 “ 国 际 标
准 化 ” 相 关
国际会议上相
互协助， 明确
责任划分的同
时， 建立人际
关系， 进行宣
传， 并力争担
任会议干事等
职务； 相关政
府部门制定相
关援助政策，
培养和发挥专
业 人 员 的 作
用 （中期、 短
期）

内阁官房

内阁府

总务省

文部科学省

厚生劳动省

经济产业省

国土交通省

环境省

内阁官房

内阁府

总务省

文部科学省

厚生劳动省

经济产业省

国土交通省

环境省

外务省

　 ① 对各领域的
进 展、 效 果 进 行
确认。
　 ② 探讨新的战
略 领 域， 并 得 出
结论

　 辅助国际标准
化的实行

　 针对各特定战略
领域的状况变化、
国际标准化活动的
课题， 进行适时评
价， 并切实把握战
略的实施

　 在把握实施状
况的基础上， 对
问题 进 行 修 正，
推进战略的实施

　 ① 行政、 民间相
互协同调查、 掌握
有关 “ 国 际 标 准
化” 的论坛。
　 ② 行政、 民间协
同争取在有关领域
的国际会议上担当
中心职能。
　 ③ 实施措施， 培
养和发挥在国际标
准化战略中具有专
业 知 识、 技 术 的
人员

　 ① 行政、 民间
相互 协 同 调 查、
掌握有关 “国际
标准化” 的最新
动态。
　 ② 采取措施，
行政、 民间争取
在有关领域的国
际会议上担当中
心职能。
　 ③ 制定和实施
专业人才的培养
和 发 挥 作 用 的
措施

　 在外使领馆支援
有关国际标准化的
宣传和人际交往

　 根据外国的情
况， 支援国际标
准化的宣传和人
际交往

　 　 （２） 企业国际竞争力强化支援战略

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强化支援战略主要是为了实现两个目标： 一是加

强协助日本企业同中国和韩国进行竞争时的知识产权有力保障； 二是促进

中小企业通过知识产权武装进行国际化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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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协助日本企业同中国和韩国进行竞争时的知识产权有力保障措

施， 主要体现在专利文献翻译方面。 近些年， 随着中国和韩国专利文献的

增加， 日本企业对其内容把握困难， 因此一旦产生争议， 对日本企业不

利， 所以日本专利厅投入人力物力筹建中文和韩文专利文献的检索系统。

中韩专利文献检索系统已经建设完成， 并已经投入使用， 提供免费检索的

服务 （具体内容， 请参考本书第四章第四节的内容）。

促进日本中小企业通过知识产权武装进行国际化竞争措施主要包括进

行针对中小企业的国外专利、 商标的申请费用资助 （半额） 以及在日本全

国开展知识产权咨询活动。

（３） 先端数字及网络知识产权战略、 日本文化战略

随着数字网络的发展， 又出现了电子书、 云计算等新型商业机遇， 因

此， 日本计划推进上述产业的发展和战略框架的建设。

亚洲各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源泉， 日本 “文化产业” 为日本经济的

新增长点， 所以， 日本力求寻求新的经济发展原动力。

（４） 海外成功案例的创建

行政和民间企业一同创建日本在海外成功的文化产业， 由日本产业革

新机构出资援助， 同时也招商引资外国文化产业到日本开展电影摄影等文

化活动。

四、 日本知识产权战略对我国的启示

１ 中国知识产权需求和供给的相对不平衡和欠良性发展

日本政府部门从宏观政策上对企业进行扶持， 企业和知识产权中介着

眼于自身发展， 积极制定知识产权战略目标， 在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的同

时， 知识产权中介提供专业服务， 所以目前日本基本上实现了知识产权的

需求与供给的相对平衡和良性发展。

中国政府于 ２００８ 年前后也推出了 《知识产权战略大纲》， 从政策上政府

鼓励企业知识产权创新， 虽然企业的积极性被调动、 专利申请量大幅增加，

但是需强调数量和质量与利用率协同发展， 出现偏颇则是发展不均的表现。

此外， 针对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的特点， 国家加大知识产权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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