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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2014 亮點

名國際知名的星級講者 92% 的與會人士同意「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幫助他們建立聯繫和開拓新商機

超過

95% 的與會人士同意「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加深了他們對現時知識產權貿易在亞洲發
展的了解

超過

99% 的與會人士希望參與下屆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名知識產權專業人士及
商界領袖

來自 36 個國家及地區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BIP Asia) 為世界各地知識產權業界專家及商界領袖提供一個理想平台，

共同探討亞洲知識產權市場的最新發展，探索商機。第四屆論壇已於 2014 年 12 月 4-5 日完滿舉

行，吸引超過 80位星級講者和專家作分享及超過 2,000位來自世界各地的業界及專業人士參與。

論壇參加者 :

• 知識產權擁有者
• 知識產權服務供應商
• 學者 / 研究機構
• 設計及相關服務供應商
• 知識產權使用者 ( 製造商 / 相關貿易從業員 )
• 批發 / 零售 / 經銷商
• 政府官員 / 商會及協會代表

中國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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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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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致辭嘉賓

梁振英先生 , GBM, GBS, JP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方舜文女士
香港貿易發展局總裁

王彬穎女士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副總幹事

趙志彬先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辦公室副主任

Mr Antony Taubman 
世界貿易組織知識產權部總監

知識產權
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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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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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性質 地區

與會人士概要 :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星級講者

論壇凝聚蜚聲國際的知識產權權威人士、國際品牌的創新專家，以及眾多知名領袖，就 球知識
產權基礎建設、商界面對的發展機遇及挑戰，進行開創性的討論。

Mr Brian Hinman 
皇家飛利浦首席知識產權執行官

Ms Christine Emmanuel
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
知識產權執行經理

Mr Marcello Dini 
Sisvel 亞太區業務發展總裁

林彤女士
英特爾公司總法律顧問幕僚長

Mr Tim Heberden
Griffith Hack Consulting
知識產權估值總監

Mr Graham Scown
Return on Science 項目及商業化總監

黃譚智媛博士 , JP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理事長

黃錦山先生
香港律師會知識產權委員會主席

蒲祿祺先生 , SBS, JP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知識產權貿易工作小組
知識產權估值小分組召集人； 
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前任主席

金周燮博士
LG 電子集團知識產權中心副總裁

Mr Enrico Deiaco 
瑞典國家發展政策評估與分析署
創新及全球匯點部主管

許寧躍先生
北京銀行副行長

梁丙焄女士
中國許可貿易工作者協會香港分會主席

Mr Steven Sieker 
Baker & McKenzie 合夥人

Mr Christian Frey 
西門子創新與專利協調主管

Mr Adam E. Jaffe
湯森路透知識產權諮詢服務主管

申楠先生
中興通訊公司首席許可總監

Mr Kelvin King
Valuation Consulting Co Ltd.
資深合夥人

Mr Justin Davidson 
香港商標師公會會長

金光準先生
三星顯示知識產權部高級副總裁
兼首席知識產權長

吳葆之博士
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及
工學院兼職教授

胡迎春先生
騰訊公司訴訟團隊副總監

御供俊元先生
索尼美國公司知識產權行政副總裁

陳文龍先生
文化傳信集團執行董事及營運總裁

鄺志強先生 , JP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知識產權貿易工作小組
知識產權仲裁和調解小分組召集人

張濤女士
華為設備美國公司知識產權策略總監

梅博納博士
IBM 總公司
IBM 院士兼創新副總裁

盧維林教授 
倫敦英皇學院知識產權法教授

Mr Ira Blumberg
聯想集團知識產權副總裁

夏希文先生
拿索斯 (Naxos) 國際唱片公司
主席及創辦人

Mr Roberto Ribeiro 
賽諾菲地區專利支援環球主管



分組專題討論 展覽專區及其他交流機會

論壇亦設多場分組專題討論，由來自不同界別的專家探討各行各業相關的知識產權熱門議題，提

供一系列的知識產權實用資訊，並跟與會人士作深入討論和互動。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展覽專區為與會人士提供絕佳平台交流心得，共享資訊。去年展覽專區有

近 50 家參展商展示及推廣其服務，當中包括國際大型科技品牌索尼、皇家飛利浦、本地及外地

科研中心、大學、知識產權服務供應商等。交流活動是論壇的重要元素之一，一系列包括商貿配

對等的交流活動為參加者提供良機廣交新知，擴展商網。



亞洲知識產權交易平台
 「亞洲知識產權交易平台」(AsiaIPEX) —— 一個免費的網上知識產權交易平台及數據庫，於 2013

年的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正式推出，旨在促進國際知識產權交易，並聯繫世界各地的知識產權

業界人士。

 「亞洲知識產權交易平台」現已跟來自北美、歐洲、東南亞、中國內地，以及本地的研發中心和大

學等超過二十家的機構簽署策略合作備忘錄。平台現有超過二萬五千個可供交易的知識產權項目，

絕對是促成知識產權貿易的有效工具。



創新及知識產權周

香港：亞洲知識產權中心

 「創新及知識產權周」由香港貿易發展局推動，旨在與香港知識產權業界共創協同效應，鼓勵創新，

並促進國際知識產權交易及業界的交流。在2014年12月的第一個星期舉辦了一系列論壇、展覽會、

研討會和工作坊等，吸引了超過 24,00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業界人士參與。

隨著知識產權貿易活動愈趨 球化，亞洲的知識產權供應及需求與日俱增，市場對能提供區域多

元服務的知識產權中介者需求殷切，要求擔當知識產權管理、推廣、營商以及提供相關服務等多

重角色。香港一直是區內的知識產權貿易樞紐，在版權貿易、授權、特許經營、技術轉讓和設計

服務等各方面均表現卓越，地位超然。

www.innovationandipwe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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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表格 ( 以下表格並不是正式登記表格 )

如欲了解論壇詳情，請瀏覽大會網站 www.bipasiaforum.com 或填寫下列表格，電郵或郵寄交回貿發局辦事處。

姓名： 職銜： 

公司名稱： 

國家 / 地區： 

業務性質： □知識產權服務供應商 □政府官員 / 商會及協會代表         
 □知識產權擁有者 □學者 / 研究機構                 
 □代理 / 生產商 □批發 / 零售 / 經銷商               
 □設計及相關服務供應商 □其他： 

聯絡人姓名： 

電話： 傳真： 

電郵： 

本人同意香港貿易發展局可將上述資料編入其 部或任何資料庫內作為直接促銷及商貿配對，以及用於香港貿易發展局在私隱政策聲明〔網
頁 www.hktdc.com/mis/pps/tc 〕中所述之其他用途。本人確認已獲得此表格上所述人士同意，將其個人資料提供予香港貿易發展局。

□若閣下反對我們將閣下的資料用於進行直接促銷，  請於方格內加✓號。 
( 閣下現在可以選擇不在方格內加上✓號。 若閣下將來不欲收取香港貿易發展局的任何宣傳及其他資料，請聯絡本局客戶服務部 (852)1830668 或 hktdc@hktdc.org，我們在收到閣下要求後，

在不收費用的情況下停止寄給閣下任何宣傳及其他資料。)

姓名： 簽署： 日期： 

查詢
香港貿易發展局
香港灣仔港灣道 1 號會展廣場辦公大樓 38 樓
電郵：bipasia@hktdc.org 電話：(852) 183 0668 傳真：(852) 2824 0249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貿發局辦事處：

www.bipasiaforum.com

亞洲
曼谷
電話：66 (2) 343 9000
電郵：bangkok.office@hktdc.org

北京
電話：86 (10) 6510 1700
電郵：beijing.office@hktdc.org

成都
電話：86 (28) 8676 8999
電郵：chengdu.office@hktdc.org 

重慶
電話：86 (23) 6383 1628
電郵：chongqing.office@hktdc.org

大連
電話：86 (411) 8271 4991
電郵：dalian.office@hktdc.org

德里
電話：91 (11) 4180 2033
電郵：delhi.consultant@hktdc.org

福州
電話：86 (591) 8780 8191
電郵：fuzhou.office@hktdc.org

廣州
電話：86 (20) 8331 2889
電郵：guangzhou.office@hktdc.org

杭州
電話：86 (571) 2897 9922
電郵：hangzhou.office@hktdc.org

胡志明市
電話：84 (8) 3823 5883
電郵：hochiminh.city.office@hktdc.org

雅加達
電話：62 (21) 3005 2101
電郵：jakarta.office@hktdc.org

吉隆坡
電話：60 (3) 2381 1061
電郵：kuala.lumpur.office@hktdc.org

孟買
電話：91 (22) 4333 6333
電郵：mumbai.consultant@hktdc.org

南京
電話：86 (25) 5286 9696
電郵：nanjing.office@hktdc.org

大阪
電話：81 (6) 4705 7030
電郵：osaka.office@hktdc.org

青島
電話：86 (532) 8579 3658
電郵：qingdao.office@hktdc.org

首爾
電話：82 (2) 551 7070
電郵：seoul.consultant@hktdc.org

上海
電話：86 (21) 6352 8488
電郵：shanghai.office@hktdc.org

深圳
電話：86 (755) 8228 0112
電郵：shenzhen.office@hktdc.org

台北
電話：886 (2) 8788 4545
電郵：taipei.office@hktdc.org

東京
電話：81 (3) 5210 5850
電郵：tokyo.office@hktdc.org

武漢
電話：86 (27) 8575 7121
電郵：wuhan.office@hktdc.org

西安
電話：86 (29) 8720 3081
電郵：xian.office@hktdc.org

澳洲
悉尼
電話：61 (2) 9261 8911
電郵：sydney.office@hktdc.org

歐洲
巴塞羅那
電話：34 (93) 236 0930
電郵：barcelona.consultant@hktdc.org

布達佩斯
電話：36 (1) 224 7766
電郵：budapest.consultant@hktdc.org

法蘭克福
電話：49 (69) 957 720
電郵：frankfurt.office@hktdc.org

伊斯坦布爾
電話：90 (212) 287 4678  
電郵：istanbul.consultant@hktdc.org

倫敦
電話：44 (20) 7616 9500
電郵：london.office@hktdc.org

米蘭
電話：39 (2) 865 405
電郵：milan.office@hktdc.org

莫斯科
電話：7 (495) 787 9828
電郵：moscow.consultant@hktdc.org

巴黎
電話：33 (1) 4742 4150
電郵：paris.office@hktdc.org

布拉格
電話：420 (2) 3332 3514
電郵：prague.consultant@hktdc.org

斯德哥爾摩
電話：46 (8) 411 5690
電郵：stockholm.consultant@hk-sweden.org

華沙
電話：48 (22) 830 0522
電郵：warsaw.consultant@hktdc.org

拉丁美洲
墨西哥城
電話：52 (55) 5572 4113
電郵：mexico.city.consultant@hktdc.org

聖地亞哥
電話：56 (2) 2225 5015
電郵：santiago.consultant@hktdc.org

聖保羅
電話：55 (11) 3159 0765
電郵：sao.paulo.consultant@hktdc.org

中東及非洲
迪拜
電話：971 (4) 3298 915
電郵：dubai.office@hktdc.org

約翰內斯堡
電話：27 (11) 322 4898
電郵：johannesburg.consultant@hktdc.org

北美洲及加拿大
芝加哥
電話：1 (312) 726 4515
電郵：chicago.office@hktdc.org

洛杉磯
電話：1 (213) 622 3194
電郵：los.angeles.office@hktdc.org

紐約
電話：1 (212) 838 8688
電郵：new.york.office@hktdc.org

多倫多
電話：1 (416) 366 3594
電郵：toronto.office@hktd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