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园区考核指标打分表 

园区名称： 

总分总分总分总分        
专家专家专家专家

签字签字签字签字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基础工作指标（75 分）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序号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分值 评分标准评分标准评分标准评分标准 得分 

1 
重视程度及
政策体系 

考核园区是否将试点示范园区建设工作纳入
年度工作考核范围；园区是否将知识产权工
作纳入年度工作考核指标。考核知识产权政
策体系是否完善，是否与经济、科技等政策
紧密结合，知识产权政策导向是否科学合理。 

4 分 

园区试点示范建设工作纳入年

度工作考核范围得 2 分；园区

知识产权政策体系完善合理的

得 2分。 

 

2 工作体系 
考核园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设立、专职人员
配备（含直属单位人数）等情况。 

4 分 

园区设有独立知识产权管理部

门得 2 分；园区拥有知识产权

专职管理人员5名以上得2分，3～

4名得1分,2名及以下不得分。 

 

3 工作经费 

指本级财政直接划拨用于知识产权工作使用
的专项资金占本级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
重；本级无财政支出的，考查知识产权工作
经费占园区管理工作经费比重。 

4 分 

低于 0.05%得 1 分，0.05％

（含）～0.1％之间得 2分，0.1

％（含）～0.3％之间得 3分，

0.3％以上得 4分。 

 

知识产知识产知识产知识产
权管理权管理权管理权管理
15151515 分分分分    

政务及政务及政务及政务及
文化环文化环文化环文化环

境境境境    

4 文化建设 

工作周期内开展宣传活动的次数、形式、新
闻广告发布和受益人数。工作周期内园区政
府机构、企业、代理机构、学校开展知识产
权相关的培训工作的情况。 

3 分 

材料审核、专家打分。 

宣传和培训活动形式内容丰

富、效果良好的得 3分。 

 



创新创新创新创新    
基础基础基础基础    
4444 分分分分    

*5 

拥有贯标企
业、知识产
权优势示范
企业的数量 

企业知识产权指数＝国家级示范企业×3＋
（国家级优势企业+省级示范企业）×2＋（贯
标企业+省级优势企业）×1。 

4 分 
得分＝4 分×参评园区数值/标

杆值 
 

6 
每万人口发
明专利拥有
量 

上年度有效发明专利总量/园区从业人员数。 4 分 
得分＝4 分×参评园区数值/标

杆值 
 

*7 
PCT 专利申
请量 

上年度园区企事业单位通过 PCT 途径提交的
专利申请量。 

2 分 
得分＝2 分×参评园区数值/标

杆值 
 

创新创新创新创新    
产出产出产出产出    
8888 分分分分    

8 
万人商标注
册量 

上年度商标注册量/园区从业人员数。 2 分 
得分＝2 分×参评园区数值/标

杆值 
 

知识产知识产知识产知识产
权创造权创造权创造权创造
15151515 分分分分    

创新创新创新创新    
效率效率效率效率    
3333 分分分分    

*9 
每百万 R&D
经费发明专
利授权数 

上年度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上年度园区 R&D
经费。 

3 分 
得分＝3 分×参评园区数值/标

杆值 
 

*10 
建立专利导
航产业发展
工作机制 

园区在产业规划、招商引资、科研及投资项
目等建立专利导航工作机制，开展专利导航、
评议、预警等情况。 

4 分 材料审核、专家打分。  运用运用运用运用    
机制机制机制机制    
8888 分分分分    

11 
建立知识产
权运营工作
机制和体系 

园区建立知识产权运营工作机制，构建知识
产权运营平台、机构、基金等工作体系情况。 

4 分 材料审核、专家打分。  

12 
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情况 

考察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常态化、规模化程
度，企业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数量和金
额。 

3 分 材料审核、专家打分。  

*13 
中国专利奖
和省级专利
奖获奖数 

考察园区累计中国专利金奖和优秀奖数量，
以及省级（包括副省级城市）专利奖获奖数
量。 
获奖指数＝中国专利金奖数量×3＋中国专
利优秀奖数量×1＋省级专利奖数量×1 

3 分 
得分＝3 分×参评园区数值/标

杆值 
 

知识产知识产知识产知识产

权运用权运用权运用权运用

18181818 分分分分    
运用运用运用运用    
效果效果效果效果    
10101010 分分分分    

14 
知识产权产
业化、许可
转让情况 

园区实施知识产权产业化项目，促进专利、
商标、版权、软件著作权等许可转让情况。 

4 分 材料审核、专家打分。  



制度制度制度制度    
建设建设建设建设    
3333 分分分分    

15 
知识产权保
护制度 

指园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良好的保护
环境所开展的制度建设情况。 

3 分 材料审核、专家打分。  

保护保护保护保护    
体系体系体系体系    
6666 分分分分    

16 
知识产权保
护体系 

指园区围绕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在自我
保护、社会监督、行业自律、执法维权、司
法审判等方面体系化推进情况。 

6 分 材料审核、专家打分。  
知识产知识产知识产知识产

权保护权保护权保护权保护

12121212 分分分分    保护保护保护保护    
状况状况状况状况    
3333 分分分分    

17 
知识产权保
护状况 

试点或示范期内园区是否有群体性、反复、
恶意知识产权侵权事件，知识产权保护的社
会反响和满意度。 

3 分 

材料审核、专家打分。 

没有群体性、反复、恶意知识

产权侵权事件得 1 分；知识产

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良好的得 2

分。 

 

18 
知识产权公
共服务平台
建设 

园区开展专利导航、知识产权运营等公共服
务平台建设及运行状况。 

3 分 材料审核、专家打分。  
公共公共公共公共    
服务服务服务服务    
6666 分分分分    

19 
企业服务的
具体措施 

园区对企业开展知识产权托管、特派员等各
种方式服务企业的具体内容和措施。 

3 分 

材料审核、专家打分。 

措施多样、效果显著的得 3分；

措施较为单一的得 1-2 分。 

 

服务服务服务服务    
机构机构机构机构    
4444 分分分分    

20 
知识产权服
务机构培育 

知识产权代理、法律、信息、咨询、培训、
运营等服务机构数量及多样性情况（考察的
服务机构要在园区设有办公场所和分支机
构）。 

4 分 

得分＝4 分×参评园区数值/标

杆值；其中，数量和多样性指

标各占 2分。 

 

知识产知识产知识产知识产

权服务权服务权服务权服务

15151515 分分分分    

人才人才人才人才    
培养培养培养培养    
5555 分分分分    

21 
知识产权人
才培养 

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与执法、企业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服务业、高校院所知识产权等人才
培养与引进成效。 

5 分 

材料审核、专家打分。新增全

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和百千万

知识产权人才工程等人才数量

多、质量高的得 4-5 分；取得

一定成效的得 1-3 分。 

 



特色工作指标特色工作指标特色工作指标特色工作指标（（（（25252525 分分分分）））） 

一级一级一级一级    

指标指标指标指标    

二级二级二级二级    

指标指标指标指标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三级指标三级指标三级指标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指标说明指标说明指标说明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评分标准评分标准评分标准评分标准    得分    

22 
知识产权创

新创业 

考察园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所开展的

知识产权工作。 
6 分 

材料审核、专家打分。 

出台知识产权创新创业相关政

策文件的得 3 分；针对众创空

间、孵化器等创新创业平台开

展专项知识产权服务的得3分。 

 

23 
专利协同运

用机制 

考察园区产学研合作中建立专利协同运用机

制，开展订单式发明、投放式创新等情况。 
4 分 材料审核、专家打分。  

24 
产业知识产

权联盟 

考察园区产业知识产权联盟建设和运行情

况。 
5 分 

材料审核、专家打分。 

园区重点产业建立知识产权联

盟的得 2 分；联盟或组织运行

良好的得 3分。 

 

技术技术技术技术

开发开发开发开发

类园类园类园类园

区区区区    

特色工特色工特色工特色工

作作作作    

25252525 分分分分    

25 
特色创新工

作 

除上述特色指标外，园区开展的具有一定创

新性的特色工作。 
10 分 材料审核、专家打分。  

注：定量指标中的最高得分不超过设定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