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即發佈：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今開幕 
逾 80 環球專家匯聚香港  助力科研成果商品化 

 
2018 年 12 月 6 日 - 香港貿易發展局聯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及香港設計中心舉辦的第八屆「亞洲
知識產權營商論壇」今天盛大揭幕。論壇一連兩日 (12 月 6 至 7 日) 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請來
80 多位業界領袖和官員擔任講者，包括 Virgin Hyperloop One、亞馬遜、雀巢、寶潔、螞蟻金服的
高層代表，從多角度探討知識產權的發展前景，同時鼓勵企業善用香港優勢，開拓新商機。論壇連同
現場逾 90 家參展商和網上亞洲知識產權交易平台(www.asiaipex.com)，有效促進官、產、學、研、
商五方合作，讓知識產權交易及新科技應用更為普及。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開幕禮上發表演說，她表示：「兩項影響深遠的國家戰略包括
『一帶一路』倡議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為香港帶來巨大機遇，助力香港成為亞太地區的知識
產權交易樞紐。」國家知識產權局副局長何志敏亦於會上致開幕辭，並指正進行多項改革保護知識產
權，以促進大灣區成為創新及營商中心。 
 
香港貿發局總裁方舜文指出，香港在知識產權價值鏈中發揮重要作用。「香港作為亞洲領先的創新、
商業、貿易及金融中心，自然成為孵化及轉讓知識產權的熱點，包括技術轉讓、授權、特許經營和版
權交易。」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統計，2017 年，全球共接獲 317 萬項專利申請，較 2016 年增
加近 6%。而中國專利申請量上升 15%至 138 萬，主要有關數碼通訊、電腦科技，以及電子機械儀器
和能源，連續 7 年位居世界首位，並佔整體約 44%。其他專利申請主要來自美國、日本、韓國、歐
盟、德國、印度、俄羅斯、加拿大及澳洲。業界預期未來會有更多專利申請，而香港將扮演促進者角
色，提供知識產權管理、技術轉讓、法律仲裁等多元化服務。 
 
前瞻知識產權發展趨勢 
今早舉行的主題演講，請來國際知識產權領域的關鍵決策者包括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副總幹事王彬穎、
世界貿易組織知識產權部總監 Antony Taubman、東盟知識產權合作工作組輪值主席暨印尼法律和
人權事務部知識產權總局局長 Freddy Harris 博士及以色列專利局副局長 Jacqueline Bracha，探討
知識產權如何繼續推動社會及科技發展。而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優質品牌保護委員會主席張為安、
雀巢公司研發及知識產權部副總裁及總法律顧問 Philippe Lucet 以及寶潔公司知識產權資深法律顧
問 David V. Upite 則分享線上線下全方位保護品牌的策略。 

 
螞蟻金服副總裁及知識產權首席法務官白建民博士於專題午宴上表示，充份的知識產權保護能夠讓企
業持續創新，而新技術將加速金融科技的發展，令市民生活更輕鬆便利。「現時，最佳的專利商機在
於能夠突破瓶頸、解決限制區塊鏈應用的技術，包括交叉鏈通訊、私隱保護及通用的演算法等。」據
他觀察，世界各地近年紛紛申請區塊鏈專利，但目前尚未有任何一家公司佔主導地位。截至 2018 年
8 月，全球共有逾 2,600 個區塊鏈申請，當中美國和中國已佔了 83%。「利用區塊鏈、人工智能及物
聯網等技術，螞蟻金服能夠為八成傳統金融機構並未全面照顧的客戶提供服務，特別是中小企業和一
般個人客戶。」支付寶目前在 200 多個國家及地區使用，並能夠以 27 種貨幣作交易；其電子錢包的
足跡遍及亞洲，包括韓國、香港、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 
 
首辦知識產權創業比賽 
此外，香港貿發局與 Piece Future 首次舉辦知識產權創業比賽「IPHatch 香港」，鼓勵初創企業發揮
創意，用現成專利技術為產品及服務增值，並為專利技術帶來新生命。活動獲得 Panasonic、
Nokia、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ASTRI)及香港城市大學的支持，提供 10 個有關智慧城市、智能生產、
物聯網、醫療保健及物業科技的專利技術，讓初創企業進行比賽競逐這些專利技術的使用權。優勝者
可獲創業指導、專業諮詢，以及免費使用香港科技園位於九龍塘創新中心的共同工作空間「Lion 
Rock 72」三個月，並有機會得到創投基金投資及參與「科技創業培育計劃」。 
 

http://www.asiaipex.com/


 

 

今日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IPHatch 香港」啟動禮，請來 Panasonic 首席知識產權專家 Yoshinori 
Nakagawa、諾基亞科技亞洲知識產權監管部主管 Jari Vaario 博士，以及 ASTRI知識產權及知識管
理部主管岑錦聰博士，介紹各項專利技術；去屆新加坡比賽的優勝者亦會分享應用現成專利技術的經
驗。隨後舉行的研討會，邀請了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家禮博士、由外地來港創業的
Shadow Factory 聯合創辦人 Devin Ehrig 擔任講者，探討初創企業如何善用知識產權讓業務騰飛。 
 
跨界合作內地掘金 
知識產權吸金能力巨大，去年內地 IP 改動遊戲收入超過 700 億元人民幣。大會與中國日報合辦「知
識產權融合時代：跨界合作價值最大化」研討會，探討內地小說、漫畫、電影、電視及手遊跨界合作
衍生的商機，請來藝恩公司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郜壽智、廣東原創動力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總經理及
「喜羊羊之父」和「開心超人之父」 黃偉明、中手游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及副董事長冼漢
廸、盛大遊戲首席執行官兼董事謝斐、中文在線常務副總裁謝廣才，以及「阿狸」原創作者兼夢之城
創始人暨現任董事長及首席執行官徐瀚擔任講者。 
 
「環球科技峰會」明舉行   聚焦人工智能 
據統計，人工智能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到 2030 年將高達 16 萬億美元，成為產業轉型和增強競爭力的
主要動力。明天舉行的「環球科技峰會」將聚焦人工智能，主講嘉賓陣容鼎盛，包括來自美國的
Virgin Hyperloop One 系統工程高級副總裁 Anita Sengupta 博士 、亞馬遜 AWS 亞太新興技術主
管 Oliver Klein，商湯科技香港公司總經理尚海龍 、Fano Labs 首席執行官溫豪夫博士、視野機器人
有限公司創辦人及首席科學官岑棓琛，以及 NEX Team 聯合創辦人宋安來。 
 
論壇亦設有多場專題討論，包括與律政司合辦「規劃創科世紀下的全球知識產權保護策略」研討會(明
日下午 2 時)，請來多位重份量講者包括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國家知識產權局知識產權運用促進司副司
長趙梅生等，就保護商標和建立品牌，以至調解仲裁知識產權爭議等議題發表真知灼見。 
 
討論知識產權發展與保護 
隨着「一帶一路」基建項目陸續上馬，內地及香港企業有更強意欲開拓沿線市場。大會與國際商標協
會合辦「打造一帶一路上的品牌信任研討會」(明日下午 2 時)，邀請香港、老撾、斯里蘭卡、馬來西
亞的海關，以及強生、寶潔等知名品牌和瑞士鐘錶工業聯合會的代表分享保護品牌的心得及策略。 
 
港珠澳大橋及高鐵相繼投入服務，令粵港澳三地聯繫更加緊密。而「粵港澳大灣區」將為知識產權業
帶來新的合作及發展機遇。大會與廣州開發區知識產權協會合辦研討會(明日下午 2 時)，邀請大灣區
政府代表介紹區域知識產權現況，而北大權威專家則會解讀全球貿易環境下知識產權運營的商業模式
與法律規則。會上亦有上市企業(廣州視源電子科技)決策者分享知識產權管理經驗。 
 
與印度簽協議加強合作 
香港貿發局今年已先後與澳洲、意大利及捷克簽署合作協議，加上明天(下午 3 時)與印度國家研究發
展公司簽署策略合作備忘錄，將令亞洲知識產權交易平台的夥伴數目增至 39 個，合共羅列逾 28,000
項包括專利、版權、商標、外觀設計等可供交易的知識產權項目，涵蓋生物科技、醫學、電子及工
程、電影和出版業等，有助增強全球知識產權擁有者、中介服務供應商和製造商的聯繫。 
 
貿發局本週於會展中心舉行多項活動，計有亞洲電子商貿峰會、創智營商博覽、香港國際特許經營
展、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以及 DesignInspire，協助中小微企提升競爭力和成本效益、開拓新業務
和新市場，以應對不斷變化的經濟形勢。 
 
傳媒查詢 
鄧曉聰      電話：(852) 2584 4544         電郵：angel.hc.tang@hktdc.org 
林衍欣     電話：(852) 2584 4049          電郵：beatrice.hy.lam@hktd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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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下載：https://bit.ly/2E6jn6q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早(12 月 6 日)於第八屆「亞洲知
識產權營商論壇」上致開幕辭。 
 
 
 

 

香港貿發局總裁方舜文表示，香港在知識產權價值鏈中發揮重要作
用，促進整個地區的知識產權貿易。 
 
 
 

 

香港貿易發展局聯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及香港設計中心舉辦的第八
屆「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今天盛大揭幕。今年論壇主題為「知識
產權與創新：塑造社會及科技發展新形勢」，一連兩日 (12月 6至 7日) 
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請來 80 多位業界領袖和官員擔任講者，並
預計吸引逾 2,500 名企業代表參加。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設有展覽區，匯聚了超過 90 家參展商，包
括世界各地知識產權組織、國際大型科技公司、中外頂尖科研中心及
大學、知識產權服務供應商等，為與會者提供一站式知識產權營商服
務。 
 
 

 

(圖左至右) 以色列專利局副局長 Jacqueline Bracha、世界貿易組織知
識產權部總監 Antony Taubman、國家知識產權局副局長何志敏、香
港貿發局總裁方舜文、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世界知識
產權組織副總幹事王彬穎、香港設計中心董事會主席嚴志明、東盟知
識產權合作工作組輪值主席 Freddy Harris、資深大律師兼國際仲裁員
及調解員兼通訊事務管理局主席譚允芝，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於第八屆「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開幕禮
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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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左至右)首場主題演講由國際仲裁員及調解員兼通訊事務管理局主
席譚允芝資深大律師擔任主持，並請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副總幹事王
彬穎、以色列專利局副局長 Jacqueline Bracha、東盟知識產權合作
工作組輪值主席暨印尼法律和人權事務部知識產權總局局長 Freddy 
Harris及世界貿易組織知識產權部總監Antony Taubman擔任講者，
探討知識產權如何繼續推動社會及科技發展。 
 
 
 
 
 

 

(圖左至右)次場主題演講由中國許可貿易工作者協會香港分會主席顧
嘉敏律師擔任主持，邀請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優質品牌保護委員會
主席張為安、雀巢公司研發及知識產權部副總裁及總法律顧問
Philippe Lucet 以及寶潔公司知識產權資深法律顧問 David V. Upite
分享線上線下全方位保護品牌的策略。 
 
 
 
 
 

 

螞蟻金服副總裁及知識產權首席法務官白建民則應邀擔任專題午宴的
主講嘉賓，闡述科技如何改變日常生活，以及如何有效管理知識產
權，讓生產者及使用者同時受惠，達至雙贏。 
 
 
 

 
論壇網頁：http://www.hktdc.com/ncs/bip2018/tc/main/index.html 
「IP Hatch 香港」：http://www.iphatchday.com/hongkong  
 
香港貿易發展局簡介 
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貿發局）成立於1966年，是致力為香港商界創造機遇的法定機構，在世界各地設有50個辦事處，
其中 13個在中國內地，推廣香港作為通往中國內地、亞洲，以至世界各地的營商平台。香港貿發局與商界同行逾 50載，
通過舉辦國際展覽會和會議，以及商貿考察團，協助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拓展內地及環球市場。此外，香港貿發局透過產
品雜誌、研究報告，以及包括新聞中心在內的數碼平台，發佈最新的市場和產品資訊。有關香港貿發局的其他資訊，請瀏
覽 www.hktdc.com/aboutus/tc 。請關注我們的 @香港貿發局 @香港貿發局時尚生活 @香港商貿通 香港貿發
局 請訂閱香港貿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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