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日
吉科发知协 ∈⒛ 16〕 “ 号

⒛“ 年吉林省知识产权宣传周
关于印发 《
活动方案》的通知
各市 (州

)、

县 (市 、区 )科 技局 、知识产权局 ,梅 河 口市 、公主

岭科技局 ,各 有关单位

:

知 识产权宣传周活动组委会文件《关于开展 9O16年 全 国知识
产权 宣传周活动的通知》(国 知发办字[2016]16号 )要 求 ,省 科技
厅决定在全 省组织开展 2016年 宣传周 活动,现 将 《⒛ 16年 吉林
省知识产权宣传周 活动方案》 印发你们 。请结合本地 区实际,认
真贯彻落实 ,积 极组织本地 区相关活动,并 于 4月 30前 将 活动总
结报知识产权保护协调处 。
联系人:吕 大伦

电

话 : 0431-89634002

13404778811

邮 箱 :3舛 91耻 6@qq.com

附件 :⒛ 16年 吉林省知识产权宣传周 活动方案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
∶
2016年 3月 29日

附件

:

⒛ 16年 吉林省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方案
为加强知识产权宣传普及 ,提 升全社会知 识产权意识 ,结 合
我省实际,省 科技厅决定在全省组织开展 ⒛16年 知 识产权宣传周
系列活动,具 体方案如下

: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 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
紧紧圊绕“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和呐刂
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
,

享∷发展理念基本要求 ,把 握舆论导 向,广 泛宜传党和国家关于知
识产权工作的决策部署 以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措施 ,全 面
展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重大进展和工作成就 ,突 出反映深化知
识产权领域改革 、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对于创新驱动发展 、
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支撑作用 ,大 力推进 以“尊重知识、崇尚创新 、
”
诚信守法 为核心 的知识产权文化建设 ,为 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省
营造 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活动时间
⒛16年 4月 ⒛ 日至 26日 。
三、活动主题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 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四、宣传重点

(一 )宜 传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 立 、完善和发展的不平凡历

”
“
程 、成就和经验 ,着 重宣传 十二五 期间我省知 识产权工作取得
”
的重大成就 ,“ 十三五 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新 思路 、新举措 、新
成绩 ,贯 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 强国建设的
若干意见》(国 发[2015]71号

)、

《吉林省深入 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行

动计划 (⒛ 15ˉ 9O⒛ 年 J,,(吉 政办发 [2015]15号 )的 情况 ,以 及我
省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年度推进计划 、工作措施 、 目标任务和在
我省取得的显著成效。
(二 )宣 传我省加 强知 识产权保护的重大决策部署 。着 重宣

传 我省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采取的行动和取得的突出成果 ,树 立
我省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 良好形象。
(三 )宣 传 我省在提升知 识产权质 量方面出台的政策和举

措 ,挖 掘报道各行 业各企业运用高质量知识产权推进经济提质增
效的典型案例 ,提 升全社会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 、保护、管理和
匕历
月
努自
艮乡
勹。
(四 )宣 传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基本知识。着 重宣传知识产

“
权各领 域的专业知识 ,把 宣传普及提升到传播 以 尊重知识 ,崇 尚
”
创新 ,诚 信守法 为核心理念的知识产权文化层面,增 强全社会知
识产权意识。
五、活动安排
1.启 动我省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

4月 ,O日 上 午,举 行 ⒛ 16年 吉林省暨长春市知识产宣传周
活动启动仪式,发 布宣传周 主要活动安排 。

2.开 展相关知识产权培训活动
宣传周期间,在 我省各地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培训活动。在长
春市举办专利分析中级实战培训班以及长吉图区域创新创 业信息
服务平台启动暨专利运营培训会;在 延吉市开展知 识产权专题讲
演;在 四平市举办大学生知识产权知识竞赛 。举办全 省各地的非
职务发明人座谈会 ,交 流探讨专利项 目转化问题 ,为 中心今后开
展专利技术展示推介会工作提供 思路 。

3.开 展形式多样宣传 活动
宣传周期间,在 长春市科技网上设置专题网页,并 分别在市
政府 大厅及 主要街道路 田播放知识产权宣传片;在 吉林 电祝 台公
共频道分时段播放知识产权公 益宣传片;选 择长春市部分中小学
进行知识产权普及宣传 ;在 延边大学开展知识产权课题指导 以及
专利信 `惑 分析工作 ,建 立产学研合作机制和健全 专利 工作体系

;

在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规 范化培育市场的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 限
公 司、延吉市中关 电子科技大厦有限公 司和延边乐佰家居 经营有
限公 司 3家 企业 内开展知 识产权保护宣传 。设立 12330知 识产权
维权援助与举报投诉咨询台,现 场接受专利权人和群众知识产权
咨询 ,受 理举报投诉案件 ,解 答专利侵权纠纷等方面法律问题 。
利用悬挂刀旗宣传 、制作宣传展架等方式宣传 12330电 话和中心

工作内容 ,向 到场公众发放吉林 12330宣 传手册 、宣传 页,扩 大
社会公知度 ,引 导专利权人利用 12330公 益电话维护合法权益。

4.开 展专利执法专项行动
宣传周期间,开 展专利执法专项检查 ,重 点开展打 击侵犯知
识产权和制售假 冒伪劣商 品专项行动;开 展展会行政执法专项活
动,对 第十三届延吉春季汽车展进行执法活动。与东北袜 业园共
同开展 电子商务领域维权工作 ,帮 助 电商建 立完善 电子商务领域
专利维权机制,帮 助 电商快速调解 、处理电子商务平台上 的专利
侵权纠纷 ,及 时查处假 冒专利行为 ,协 助 电商平台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 。

5.举 办专利 电子 申请推广培训
宣传周期间,国 家知 识产权局专利局长春代办处对专利 电子
申请进行推广培训 ,代 办处工作人员可对专利 申请人一对一进行
讲解 。

6.举 办专利技术展交会及网上专利技术联展
宣传周期间,在 吉林省科技园举办 2016年 吉林省专利技
术展示推介会 ,精 选专利项 目制作成展架展示,邀 请专利权人 、
需求企业 、新 闻媒体 、合作律师参加 ,现 场展示我省优秀专利技
术 ,帮 助专利人推介宣传 ,合 作律师现场帮助专利权人解决遇到
的法律 问题 ,积 极促进专利技术转化运用 。与辽源市科技局 、延
边州科技局等同时开展专利技术 网上联展 ,省 市联动,集 中展 示

推介精选专利技术 、专利成果 ,积 极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为
促进我省经济繁荣发展服务 。
六 、几点要求
(一 )深 入 宣传 ,把 握导向。要深入宣传 我国有关知识产权

法律 法规 、方针政策以及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取得的成就 ,把 握努
力营造促进知识产权事业健康发展的舆论导向。
(二

)整 合资源 ,突 出重点。要创新宣传活动的方式方法

,

集中宣传力量 ,突 出宣传 重点,讲 求宣传实效 ,努 力做好影响力
大、效果明显的宣传 活动 ,增 强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
(三 )密 切配合 ,发 挥优势。要在宣传周 活动中相 互支持和

配合 ,在 开展宣传策划、具体组织实施 、实现总体 目标方面发挥
各 白优势 ,提 高宣传 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
(四

)改 进作风 ,注 重实效 。活动要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改

进工作作风 、注重活动内容 、杜 绝形式主义 、厉行勤俭节约;要
拓宽宣传渠道 、创新方式方法 、增 强宣传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