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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在知识产权与专利管理方面

的实践与探索"为科研院所知识产权与专利管理工作提供了

一套值得借鉴的模式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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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知识产权是新药研究和开发的法律

保障

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程中" 人类不断

创造出越来越丰富的财富# 各个时代对财富

的占有形式各不相同# 工业革命后"为了鼓励

科技进步和让发明者实现一段时间内的垄断

经营"在欧洲产生了专利法# 在今天知识经济

时代"无形资产是其基础"而专利又是无形资

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专利既是权利的象征和

最宝贵的资源"又是研究和发展的法律保障#
美国前总统林肯曾说过" 专利是在利益之火

上" 再加一把油# 专利是法律许可发明者独

占’垄断经营’使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据统计"
当前全世界 ,. 多亿人口中"!.(的人使用天

然药"其中大多数是植物药# 美国著名经济学

家曼斯菲尔德研究分析得出结论! 如果没有

专利保护"/.(的新药品就不会被发明出来#
说明了专利保护对药品发展的重要意义#

研究所药物知识产权工作不是一项孤立

的事业"而是与研究所科研制度改革’科技产

业’知识创新’创建世界先进研究所和研究所

科技产业息息相关"因此"应该从发展的眼光

来认识研究所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性#

0一1与研究所知识产权经营的关系# 随着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研究所

知识产权经营制度的建立已是不可回避的趋

势" 而研究所知识产权经营的前提是拥有一

大批知识产权#&..& 年"科技部和财政部联合

出台政策" 规定以财政资金资助为主的国家

科 研 计 划 项 目 研 究 成 果 及 其 形 成 的 知 识 产

权"其所有权通常授予科研项目承担单位# 这

一政策的实质是将研究成果及其知识产权由

国家所有变为研究所所有# 研究所在承担专

利费用的同时"也享有知识产权经营收益# 这

是研究所独立法人财产权的一种体现#

0二2与研究所知识创新的关系# 研究所拥

有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其知识创新

绩效的重要指标# 研究所科研成果主要有两

种形式!一是论文"二是专利# 衡量研究所知

识创新绩效的指标" 既包含论文发表的数量

和质量"又包含专利的申请量’授权量和实施

收入# 由于论文和专利都要向社会公开"论文

发表和专利申请之间不存在根本意义上的冲

突# 不仅如此"基础专利都是建立在有开创性

论文基础之上的"因此"论文和专利又是相互

衔接的#

0三2与创建世界先进研究所的关系

要想进入世界先进研究所行列" 研究所

试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的药物知识产权保护与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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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工资待遇和研究经费都是吸引优秀人

才的重要条件" 在这些方面我国研究所与西

方研究所差距很大"无法相比# 但在创造舒畅

的工作环境方面" 我国研究所却可向西方研

究所看齐$ 研究所知识产权工作开展得好"将

有助于研究所吸引一流人才$ 事实上"只加大

对发明人回报力度" 强调只能是发明人参与

分享收入"才能真正营造出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的良好的事业氛围$
二!新药研发引入创新理念走向国际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新药研究开

发的逐步深入" 我国与药品有关的法律体系

日趋完善"已先后颁布和实施了专利法!商标

法!新药审批办法!中药品种保护条例!药品

行政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 这些法律法规的

实施" 激发了我所广大科技人员从事新药开

发与研究的积极性" 促进了我所新药研究从

仿制为主向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新药的战

略转移" 为我所新药研发走向国际化奠定了

基础$
新药的 ! 种知识产权保护即新药保护!

中药品种保护和药品行政保护中" 专利保护

的力度最强!范围最广"具有独占性"保护时

间最长以及费用最低" 其它 " 种保护实质上

是分别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中药管

理局给予的行政性保护措施" 服从于专利保

护$ 专利保护既保护产品"又保护产品的制备

工艺和新用途"而且其保护的外延最大"对于

具有新结构的化学物质在获得化合物的专利

权后"与该化合物相关的制备方面"含有该物

质的制剂和其用途均同时得到了保护" 其保

护范围不仅包括专利产品的生产和使用"还

包括专利产品的销售!许诺销售和进口"方法

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不仅包括该方法的直接使

用"还包括由该专利方法直接得到的产品$ 而

其它类型的保护只保护产品本身的生产$
基于上述分析" 昆明植物研究所近年来

充分意识到知识产权" 特别是专利在科技创

新活动中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专利制度

是实现研究所科技成果保护的根本手段"特

别 是 在 一 个 技 术 密 集 型 的 领 域&&&医 药 行

业"专利保护尤为重要$ 因此"昆明植物研究

所自 #$$! 年以来"由专人负责分管该所专利

管理工作"开始开展了一些重要工作’知识产

权的宣传和普及%知识产权管理规程的制订%
发明专利申请% 专利检索% 授权后专利的维

持%维权等工作"专利数据的采集及计算机录

入和上报统计工作( 其他知识产权事务如拟

定合同%专利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专利技

术入股%无形资产评估等#
在具体措施上" 昆明植物研究所紧紧抓

住增强科技成果保护意识% 积极引导专利申

请这一主线"建立了五个专利机制"一是加强

宣传"强化科技人员专利保护意识"形成宣传

机制(二是将专利保护与科研人员职称晋升%
业绩考核相结合"建立引导机制(三是强制要

求部分科研课题申请专利"形成强制机制(四

是奖励与惩罚相结合"构建奖惩机制(五是服

务与资助相结合"创造保障机制# 机制的建立

健全" 从总体上推进了新药研发的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

%& 世纪 $& 年代以来昆明植物研究所改

变以前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分散零星状态"
逐渐建立了规范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体系"
同时不断发掘新的专利技术" 迄今已申请有

关新药领域专利 !& 余项"获授权 %! 项"公开

%& 余项# 专利项目内容涉及新药领域 ’抗癌

药%抗艾滋病药%抗血栓病药%治疗糖尿病药%
治疗癫痫药%植物农药等(以及药物化合物的

研究" 如新药物化合物及药物化合物的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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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及化合物制备方法等方面!
迄今" 昆明植物研究所进行了相关药物

专利技术转让#许可实施#作价入股的项目达

!" 余项" 其中 ! 项药物化合物专利转让费达

#"" 万元"另涉及同一化工技术领域的 $ 项发

明专利共作价 ! """ 万元入股! 今后随着专

利经营的进一步开展"前几年专利申请#授权

项目的积累将对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技术转化

工作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
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专利工作目前处于中

国 科 学 院 内 同 类 研 究 所 的 先 进 行 列 " 据

%""& 年科学院评估’ 昆明植物所在科学院生

命类研究所中排第 !$!(() 年%%""" 年的统

计中" 昆明植物研究所在科学院生命类研究

所中排名第 %"!((* 年被评为科学院专利工

作先进研究所!
三#研究所药物知识产权工作的不足

在取得一些成绩的同时" 昆明植物研究

所在知识产权工作方面也还存在不足之处&

+一,职务发明创造流失! 主要表现为研究

所部分研究人员将国家课题研究成果私自拿

到企业转化或以其他方式流入社会" 侵害了

研究所利益$ 有的研究人员私下里与企业的

合作失败后"却使研究所背上’ 黑锅(! 这一方

面说明研究所知识产权保护不得力" 另一方

面也说明研究所在调控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缺

陷!

+二,产学研合作中研究所知识产权流失!
产学研合作已成为研究所研究经费的一个重

要来源"但产学研合作中"知识产权流失现象

时有发生"主要表现在&

!-研究所丧失应得的知识产权!由于国家

投入的研究经费远不能满足研究所研究的需

要"研究人员为从企业界获得研究经费"被迫

在知识产权问题上让步" 将自己应得的知识

产权让给企业!

%-研究所技术价值低估! 以技术委托开

发合同为例"由于合同订立在先"研究成果及

其知识产权在后"因此"把研究经费投入和技

术转让捆绑在一起" 必然导致事先确定的技

术价值与技术的市场价值之间存在差异!

+三,知识产权工作体制有待理顺

!-知识产权工作在机构设置上没有得到

应有重视! 知识产权工作在研究所科研管理

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长期充当配角"如专

利管理设在科技处下面" 专利管理工作无独

立机构和职能!

%- 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与知识产权营

销脱节! 科技处负责专利管理"科技开发部

负责签订技术合同"专利管理职能和权限不

统一"造成 工 作 责 任 不 分"管 理 与 责 任 体 制

不规范!

+四, 对专利基金的设立及认识有待深

化! 设立专利基金对于鼓励研究人员向研究

所披露发明" 从而让应该获取知识产权保护

的内容不流失"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

而" 研究所对于负担国际专利费用是难以承

受的! 国家财政应给予扶持"而且应在申请

时而不是等授权以后才给予扶持!
四# 研究所知识产权与专利管理机制的

发展与完善

昆明植物研究所在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

管理方面的实践与探索" 为科研院所知识产

权与专利管理工作提供了一套值得借鉴的模

式与经验! 在研究所知识产权与专利管理方

面"尚有许多新的课题需要研究! 特别值得重

视的是如何强化研究所专利转让与实施"如

何推动专利技术资产化管理" 实现科技投入

回报机制"体现专利保护的实效"从根本上形

成自发的科技成果专利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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