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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刊 词 

专利统计分析是制定知识产权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制定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进行宏观决策的重要参考。随着知识产权制度在

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专利事业快速发展，专利统

计分析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专利统计简报》的

问世恰逢其时，可喜可贺。 

《专利统计简报》主要刊载专利统计分析的简报、专利调查研

究报告、国内外知识产权机构的最新统计信息，同时为地方知识产

权局的统计分析工作构建一个交流平台。《专利统计简报》的创

刊，必将有助于提升专利统计分析水平，扩大专利统计数据的应用

范围。 

当前，知识产权强省试点省建设的成功获批，为我省知识产权

事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专利统计工作将围绕全省知

识产权中心工作，不断适应新形势，创新统计方法与内容，跟踪新

问题、研究新情况，提供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统计分析报告，为

我省知识产权事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河南省“十二五”期间专利统计分析报告 

 

近年来，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研究提出

了一系列加快全省知识产权发展的新思想、新举措、新要求，把实

施知识产权战略作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重点，使全省知识产

权的制度体系日益完善，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日益突出，

局部领域知识产权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呈现出良好的态势与趋势。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十二五”以来，全省知识产权工作坚持创新驱动引领发展，

突出抓好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等关键环节，有效促进了

知识产权事业健康发展。据国家统计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最新监测

报告，2015年，全省专利综合实力指数居全国第 13位、中部六省

第 2位。 

（一）知识产权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近几年来，省委、省政府相继出台了《河南省知识产权战略纲

要》、《关于加快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意见》，颁布实施了《河南

省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省政府与国家局建立了局

省会商机制，国家局等七部委联合出台《关于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

略促进中原经济区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省直有关部门也相继出

台了《河南省知识产权优势产业集聚区认定办法（试行）》、《关

于进一步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从财政

投入、税收激励、金融与社会资本支持、人才队伍与平台建设等多

方面提出了配套政策与实施细则。郑州、洛阳、新乡、许昌、焦作

和南阳等省辖市也十分重视知识产权工作，不断加大投入，强化制



度体系建设，切实解决知识产权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从而有力地推

动了我省知识产权工作的开展。 

（二）专利发明创造能力显著提升 

知识产权工作政策环境的改善，有力地激发了全社会自主创新

的积极性，使企业及全社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专利产出速度

加快。据统计，“十二五”时期，全省专利申请总量、授权总量和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等“三项指标”均较“十一五”增长 2倍以

上，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年均增幅位居全国前列。“十二五”期间

全省共获得国家专利奖 60项，位居中部六省第 3位。另据最新统

计，今年上半年，全省专利“三项指标”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同比增长达 38.1%、6.7%和 32.8%，预计全年专利增长速度进入全国

前 10，“十三五”“开门红”局面基本形成。 

 

表 1：“十二五”期间全省专利年度简表 

年度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申请量

（件） 

34076 43442 55920 62434 74373 

授权量

（件） 

19259 26833 29482 33366 47766 

万人发明专

利拥有量

（件/万人） 

0.65 0.92 1.2 1.44 1.86 

 



中部六省“十二五”期间专利申请总量和授权总量比较 

 

（三）专利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十二五”期间，全省专利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保护体系不断

完善，累计巡查各类专利产品 30余万件，处理专利侵权案件 3977

件，是“十一五”时期的 4.5倍；设立的 32家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

心和工作站覆盖 18个省辖市，其中，14个维权援助中心开通

“12330”公益服务热线；建立健全 18个省辖市执法协作机制，完

善晋冀鲁豫 4省 11个地级市的跨地区协调机制，建立华中地区专利

执法协作调度中心，组建全国第九巡回审理庭，成立全国唯一一家

知识产权社会法庭，专利保护社会满意度持续提升，创新权益得到

较好保护，创新活力得到全面激发，形成了良好的知识产权法治环

境、市场环境和文化环境。 

（四）专利运用效益日益凸显 

不断加强知识产权投融资服务体系建设和运营生态体系建设，

“十二五”期间，我省先后成为国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重点推广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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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省、运营试点示范省；全省 9 个省辖市成为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

（试点）城市，13个县（区）获批国家级知识产权强县工程示范

（试点）县（市区）。全省专利质押融资总额达 20多亿元，许可金

额达 1.93亿元，位居全国第 16位、中部六省第 3位。同时，全省

不断加快产业集聚区工业企业消除零专利行动，集聚区 3724家规模

以上零专利工业企业 60%以上实现了零发明专利的突破。截至目

前，全省累计拥有省级以上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优势企业 102家，

其中，国家级 47家，总数居全国第 12位、中部地区第 1位。 

表 2：国家知识产权示范（试点）市、强县工程示范县（市区）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试点）市 
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示范（试点）县（市

区） 

1 郑州市 巩义市、新郑市 金水区 

2 洛阳市  涧西区 

3 新乡市  新乡县、长垣县 

4 安阳市 林州市  

5 南阳市   

6 平顶山市   

7 焦作市 孟州市、沁阳市 武陟县 

8 濮阳市   

9 许昌市 长葛市、禹州市 禹州市（国家传统知识产权保护试点县） 

总计 全省荣获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试点）市（县市区）总数位居全国前列 



（五）知识产权载体与平台建设不断加强 

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及载体建设力度加大，发展后劲不断增强。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省相继建成市级以上各类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268家，其中，国家级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13家；建成一批省级以上

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优势企业高价值知识产权培育中心，启动专利

导航工程，聚焦产业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开展知识产权强区强企建

设。国家专利审查协作河南中心、专利导航（超硬材料）产业发展

实验区、知识产权创意产业试点园区、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试

验区等一批国家重大知识产权项目落户河南。全省知识产权教育、

科研、服务人才队伍，企业促进专利发展联络员、专利管理工作者

和有效专利权人队伍不断壮大，总数达 10多万人。每年轮训党政企

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企事业工作人员、中介服务人员及本系统工作

人员 4万余人次，知识产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明显提高。 

二、存在的突出问题 

从上述统计结果看，知识产权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工作措施

的不断深入，较好地增强了我省自主创新能力，破解了长期困扰全

省知识产权“用和保”被动薄弱的局面，并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发挥

了引领和支撑作用。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省知识产权

工作仍存在不少问题，与中部其他五省相比、与全国平均水平相

比、与加快“国家五大战略规划”实施、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

战略目标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一是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较低。“十二五”末，我省每万人口拥有发明专利 1.86件，不到全

国平均水平 6.34件/万人的 30%，居中部倒数第二。二是高校专利



实施率低。据统计，我省高等院校专利实施率不到 10%，专利产业

化率不到 2%，每年放弃发明专利权的总量，竟占全省放弃发明专利

总量的 4成，居我省各类创新主体弃权量第一位。三是经费投入不

足。在知识产权经费投入上，2015年全省财政知识产权投入不足 1

亿元，比山西省略高 400多万元，在中部六省为倒数第 2位，在全

国排第 16位。特别是专利创造能力和财政知识产权的投入，与我省

建设先进制造业强省、现代服务业强省、现代农业强省及网络经济

强省的要求极不相称，将严重影响我省尽快改变知识产权意识薄

弱、创新创造和运用能力不足的局面，影响我省创新型大省建设。 

表 3：2015年度我省专利统计核心指标位次表 

序号 统计指标 河南省 中部六省位次 全国位次 

1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1.86（件/万

人） 
第 5位 第 21位 

2 企业申请量 39047（件） 第 2位 第 12位 

3 高等院校申请量 9980（件） 第 2位 第 11位 

4 科研机构申请量 1418（件） 第 3位 第 14位 

5 财政知识产权投入 9326.6万元 第 5位 第 17位 

三、对策与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国发

〔2015〕71号文《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

见》明确提出到 2020年，要把我国建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

知识产权强国。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发展阶段确立的立足全

局、面向全球、聚焦关键、带动整体的国家重大战略。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谢伏瞻书记多次强调“建设创新型国家，

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格外重要；只有建立科学、完善的知识产权制

度，才能够有效保护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才能有效推动社会经济

健康发展”。陈润儿省长非常关心全省知识产权工作，指出“知识

产权强省建设对于坚持创新发展理念、带动结构调整优化、引领转

型发展升级、增强区域竞争实力都有积极意义”。徐济超副省长也

多次对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已正式批复我省为支撑型知识产权强省

试点省，省委省政府研究制定的《河南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试点省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已正式印发实施，结合上述

统计分析情况，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要贯彻落实好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以知识产权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我们认为应重点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切实提高知识产权强省试点省建设重大意义的认识 

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是我省实施建设中原经济区、郑洛新自主

创新示范区、中国（河南）自贸区等“五大国家战略规划”的重要

支撑举措，是面向未来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全力打造创新驱动新

引擎，持久推动经济发展新动力，在新一轮竞争中赢得先机、掌握

主动的重要战略抉择，这就要求我们要切实提高对知识产权强省试

点省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强省试点省建设。要加

强对知识产权强省试点省建设重大问题的研究谋划，科学制定发展

规划，加大各级财政知识产权投入带动全社会大幅度增加投入，尽

快达到全国支撑型强省试点省建设财政专项投入平均水平，促进知



识产权创造运用，实现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的快速增长，为形成河

南特色、国际国内知识产权竞争新优势奠定坚实基础。 

（二）研究制定促进知识产权工作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 

为了建立科学合理的知识产权工作考核评价体系，建议加强几

个方面：一是强化约束机制。将知识产权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把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企业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和保

护运用落实情况作为对地方党委政府和部门考核的重要指标。将提

高企业专利创造能力作为对大中型企业考核的内容，作为政府配置

资源的重要条件，建立经营业绩和知识产权、创新并重的国有大中

型企业考评模式。二是建立激励机制。省专利奖将于近期获批，应

组织开展好与专利奖评审工作相一致的评先表彰活动，对在专利工

作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对在企业专利创造中

作出重要贡献的负责人和科技人员给予重奖。三是强化督促检查。

引入知识产权强省试点省建设相关单位工作业绩第三方评价机制，

强化知识产权强省试点省建设的过程督导与阶段性绩效评价。将鼓

励发明创造、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情况和成效列入党委政府政策

督查工作的重点，建立督查工作台账，每年组织专项督查活动，及

时发现并解决问题，把国家和省扶持企业知识产权的政策切实落到

实处。 

（三）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政策支撑体系 

在郑洛新自主创新示范区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查处快速反应机制，积

极探索推动专利、商标、版权综合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在全省范围

内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依法严惩侵犯知识产权的各类刑事



犯罪，妥善审理各类涉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及时审结涉知识产权案

件，切实建立知识产权信用体系，强化对侵犯知识产权等失信行为

的联动惩戒。围绕示范区重点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实施专利

导航工程，建立专利支撑产业发展机制，建立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

权评议制度。争取设立中部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加快河南省重点产

业知识产权运营基金的设立运行。实行发明专利申请补助、授权奖

励及专利质押贷款贴息资助等政策，引导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参与

标准制定与实施。推动知识产权强企、强县、强市和国家知识产权

示范园区建设，加快推进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知识产权战

略布局，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查处快速反应机制，积极探索推动专

利、商标、版权综合管理体制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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