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即發佈： 
 
  中、美、丹麥與港合作推動知識產權貿易 

善用香港商貿樞紐 網上平台助業界捕捉商機 
 
2012 年 12 月 6 日 – 創意經濟是全球發展的大趨勢，近年，國際市場對知識產權的供求有增無

減，專利技術、創新科技等無形的資產，已成為企業增長的動力來源。知識產權交易蘊藏龐大

的跨行業商機，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貿發局)與丹麥、美國、北京和上海的政府機構合作，透

過知識產權網上服務，為業者發掘新機遇。 
 
香港貿發局助理總裁葉澤恩、丹麥專利商標局局長及行政總裁 Jesper Kongstad、美國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 總裁 Vicki Loise、中國技術交易所副總裁徐向陽及上海技術交易所副

總裁趙慧林，今早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就「知識產權戰略合作項目」簽署合作備忘錄。五地攜

手透過貿發局的「知識產權資訊網」(http://www.hktdc.com/mis/ipportal/tc/)，為各地企業、買家、賣

家及專業服務供應商提供一站式知識產權網上平台，加強資訊交流，為有意物色合作夥伴的企

業提供商貿配對，締結商機。 
 
葉澤恩表示：「香港地理位置優越，是海外企業進軍內地市場的最佳門戶，也是內地企業『走

出去』的重要跳板。隨著知識產權貿易全球化，香港作為亞洲知識產權貿易樞紐的角色更見突

出。這是香港貿發局首次簽訂推動知識產權貿易的協議，涵蓋專利、設計、版權及商標等領域。

各地企業可透過網上平台掌握最新市場資訊，同時尋找來自歐美和亞洲的合作夥伴，拓展業務。」 
 
由香港貿發局與香港設計中心合辦的「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明天(12 月 7 日)在香港會議展

覽中心舉行，將迎來逾 1,350 位業界精英、商界代表及知識產權服務用家，與會者人數較去年

增加近一倍。論壇將探討知識產權貿易的最新趨勢，特別聚焦中國內地市場的商機，更多活動

詳情請瀏覽 http://bipasiaforum.com/tc/。 
 
圖片下載： http://filesharing.tdc.org.hk/hktdc/download.php?fid=_phpMjk1ow  

 

(左至右) 上海技術交易所副總裁趙慧林、中國技術交易所副

總裁徐向陽、香港貿發局助理總裁葉澤恩、美國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總裁Vicki Loise和丹麥專利商標局

局長及行政總裁 Jesper Kongstad 今早簽署合作備忘錄，攜手推

動知識產權貿易發展。 

 

香港貿發局助理總裁葉澤恩鼓勵中小企善用香港作為國際商

貿平台的優勢，把握知識產權貿易帶來的跨行業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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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專利商標局局長及行政總裁 Jesper Kongstad (右)認為，香

港是亞洲地區的知識產權貿易樞紐，與丹麥成熟的知識產權

貿易市場有很大的合作空間。 

 

中國技術交易所副總裁徐向陽(右)期望中港知識產權戰略合

作為兩地企業開拓更多商機。 

 
傳媒查詢 
鄭悅朗  電話：2584 4393  電郵：gabrielle.yl.cheng@hktdc.org 
 
相關視頻 
港發明專利排水管 授權轉讓海外市場：http://youtu.be/ZLFuxR8xdN8 
IP 管理潛力大：http://youtu.be/NM4a76-H1lM 
萬用防水相機殼 專利保護經驗談：http://www.youtube.com/watch?v=Uz2KVORB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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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專責推廣香港對外貿易的法定機構，服務對象

包括以香港為基地的製造商、服務供應商及貿易商。我們 在世界各地設有 40 多個辦事處，其

中 11 個在中國內地，為有意開拓海外和內地市場的港商提供服務，同時致力推廣香港作為全球

企業與中國內地及亞洲經商的平台。同時，香港貿發局又通過不同的服務，包括貿易展覽會、

網上貿易平台及產品雜誌，把全球數以百萬計的買家及供應商連繫起來。有關香港貿發局的其

他資料， 請瀏覽 www.hktdc.com。 

mailto:gabrielle.yl.cheng@hktdc.org
http://youtu.be/ZLFuxR8xd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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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ktdc.com/suppliers/china-wholesale-suppliers/tc
http://service-providers.hktdc.com/manufacturers/%E6%9C%8D%E5%8B%99%E4%BE%9B%E6%87%89%E5%95%86/tc/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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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ktdc.com/suppliers/china-wholesale-suppliers/tc
http://www.hktdc.com/mis/pm/tc/HKTDC-Product-Magazines--T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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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議程 
2012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五)   *活動以英語或普通話進行，設即時傳譯 

開幕式 
時間： 上午9時 (記者登記)  
 上午9時30分 (開幕式) 
地點：  展覽廳3C 
嘉賓： 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 
 香港貿易發展局總裁林天福 
 
主題演講：環球知識產權業務：趨勢與戰略 
時間： 上午9時40分至10時45分 
地點：  展覽廳3C  
主持： 國際許可貿易工作者協會候任會長蔡映媚 
講者：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海牙註冊處品牌及設計部總監Grégoire Bisson 
 世界貿易組織知識產權部法律顧問Wolf Meier-Ewert 
 美國知識產權法律協會執行理事Q.Todd Dickinson 
 
討論環節一：二十一世紀的非傳統知識產權交易模式 
時間： 上午11時至下午12時15分 
地點： 展覽廳 3C 
主持： 宇東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執行副總裁兼首席法律顧問 Russell Boltwood 
講者： 丹麥專利商標局局長及行政總裁 Jesper Kongstad 
 ICAP 專利經紀行行政總裁 Dean Becker 
 英國 Enterprise Europe Network Scotland 主管 Caroline Gray Stephens 
 美國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總裁Vicki Loise 
 
專題午宴  
時間： 下午12時30分至1時45分 
地點： 會議室 N201 
嘉賓：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知識產權署署長張錦輝 

 國家知識產權局中國專利信息中心主任助理劉燕新 

 
討論環節二：亞洲知識產權界的最新發展 
時間： 下午2時至3時 
地點： 展覽廳 3C 
主持： 中國許可貿易工作者協會－香港分會主席顏文慧 
講者： 高智發明中國區總裁嚴聖 
 IBM 大中華區科技及知識產權授權事業部總監 Saif Aziz 
 韓國科學技術研究院(KIST)院長 Dr. Kil-Choo Moon 
 
分組專題討論：知識產權估值 
時間： 下午3時至4時 
地點： 展覽廳 3B A 室 
主持： 《知識產權管理》中文版雜誌出版歐禮華 
講者： Censere Group 行政總裁 Brett Shadbolt 



 

 

 美國評值(中國)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暨財務估值部主管李成安 
 Pluritas LLC 主管合夥人 Robert Aronoff 
 
分組專題討論：進入內地市場－實用法律提示 
時間： 下午3時至4時 
地點： 展覽廳 3B B 室 
講者： 香港律師會知識產權委員會成員蔡映媚 
 香港律師會知識產權委員會成員梁丙焄 
 香港律師會知識產權委員會成員黃錦山 
 
分組專題討論：生物科技及中醫藥知識產權 
時間： 下午3時至4時 
地點： 展覽廳 3B C 室 
主持： 香港生物科技協會常務副主席劉樂庭博士 
講者： 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理事長黃譚智媛太平紳士 
 Marks & Clerk France 主管合夥人 Christian Nguyen-Van-Yen 
 宇東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業務發展副總裁 Airani Ramli 
 中國專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專利代理人李炳愛 
 
分組專題討論：如何透過設計達至業務國際化 

時間： 下午4時15分至5時15分 
地點： 展覽廳 3B A 室 
主持： 香港工業設計師協會主席曾珮琳 
講者： Mesh01 董事長 Brian Bednarek 
 安踏(中國)有限公司副總裁張濤  
 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及工學院兼職教授吳葆之博士 
 

分組專題討論：商標及品牌授權  

時間： 下午4時15分至5時15分 
地點： 展覽廳 3B B 室 
主持： 華納兄弟消費品部(中港台,東南亞及印度)華納兄弟娛樂屬下公司董事總經理李宛婷 
講者： Rovio Asia Ltd. 高級副總裁 Henri Holm 
 協亞集團創始人李帝強 
 香港商標師公會理事會成員顧嘉敏 
 

分組專題討論：香港、美國與內地的軟件版權制度 
時間： 下午4時15分至5時15分 
地點： 展覽廳 3B C 室 
主持： 香港可持續科技研策基金會知識產權首席諮詢顧問郭燦輝 
講者： 香港共享創意項目主持黃平達 
 中國軟件專業人員協會會長黃學思 
 珠海南方軟件網路評測中心主任侯建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