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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专利申请、核心专利申请

1

2

《疫情期间专利业务办理指引》学校成果转化办公室网站【通知公告】
涉及专利申请、文件领取、年费缴纳等
专利业务盖章：网上办事大厅——成果办——专利业务审批
专利转让/许可：科研管理系统——横向合同管理——结合线下合同审核

申请专利前发明人自行确认相同技术没有发表论文
加强专利申请前检索，专利代理机构出具申请前检索报告
发明人及时按照代理公司要求补充修改文件，提高授权率
重要科研成果、拟申请国外专利成果、拟报奖成果，建议采用“核心专利”服务，代理公司将指
派专人对接发明人

专利业务办理指引

专利申请分类服务

增设核心专利申请服务

核心专利申请主要指技术创新性突出、市场前景显著、计划申请国外专利或申报专利奖的专
利申请，以及发明人有个性化服务需求的专利申请。
核心专利申请,由发明人选择符合需求的入库机构及服务内容，直接向代理机构支付专利代
理费、申请官费、授权年费及其他专项服务费;由入库机构提供个性化专利服务,并全程负责
专利的申请、维护和管理工作;专利事务中心登记专利信息后，支付发明专利部分代理费给代
理机构(参照学校招标代理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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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申请可加快至3～6个月授权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可加快至1～3个月授权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可加快至1个月左右授权
全国有31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受理不同产业领域专利的快速预审申请，发明人可委托专利
代理公司提供快速预审申请服务

3 专利快速预审

名称 领域
中国(北京)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中国(中关村)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新材料产业、生物医药产业

中国(广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

中国（广州）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

中国(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新能源产业、互联网技术产业

中国(佛山)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建材产业

中国(汕头)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化工产业产业、机械装备制造产业

中国(珠海)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家电电器产业

中国(浦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生物医药产业

中国(滨海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中国(浙江)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

中国(宁波)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

中国(南京)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中国(常州)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机器人及智能硬件产业

中国(苏州)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新材料产业、生物制品制造产业

中国(徐州)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

中国(南通)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现代纺织产业

中国(河北)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节能环保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中国(四川)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产业

中国(长沙)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智能制造产业、新材料及其应用产业

中国(泉州)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智能制造产业、半导体产业

甘肃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节能环保产业、先进制造产业领域

中国(武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光电子信息产业

中国(黑龙江)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装备制造产业、生物产业

中国(西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中国(沈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学校遴选一批服务资质条件好、综合服务能力强的专利服务公司，自2020年8月起为发明人
提供专利年费监管和专利运营服务。

4专利年费监管与运营

接下来专利年费怎么缴纳?

情形一（维持专利权）:

情形二（放弃维持专利权）∶

除学校承担的发明专利年费外，发明人承担的专利年费将由专利公司通知发明人缴费，相关费用由发明人
转账给专利公司，再代缴到国家知识产权局。

第一步∶专利公司将发明人需缴纳的年费信息以邮件形式发至发明人邮箱；
第二步∶发明人确认维持专利权的，邮件回复专利公司，打印专利公司提供的年费缴纳通知和电子发票，通
过学校财务网上报账系统将相关费用转到专利公司；
第三步∶专利公司将收到的专利年费等费用交至国家知识产权局，则专利权维持。

发明人收到邮件通知后确认放弃专利权的，邮件回复专利公司不再缴纳相关费用，则专利权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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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华南理工大学”作为专利申请单位的专利，均可以从财政经费支出专利费用，包括横向、
纵向经费。

纵向经费须符合预算要求，建议至少列支10-20%的“知识产权事务费”预算，用于高价建议重
大项目值专利培育。
横向经费按照合同条款执行即可
非中央国库项目可采用发票报账或校内转账方式
中央国库项目只能采用发票报账方式

校内转账通过学校财务网上报账系统-项目转账-专利费，标明金额、学院、发明人及专利
信息。
采用发票报账时，3万元以下的可提供正规发票/财政收据、专利费用清单；3万元及以上提供
正规发票/财政收据、专利代理委托合同。
费用清单和合同应注明专利信息（含专利申请单位、发明人等），并加盖专利代理机构公章。

专利费用支出

前提条件

财务要求

6
教师一张表：动态管理发明人的专利数据（学校门户网）
网上办事大厅：办理专利业务盖章申请，申领专利档案（学校门户网）
科研管理系统：管理专利转让/许可合同

（http://www2.scut.edu.cn/science/8368/list.htm）
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务服务——专利检索、审查信息查询、专利公布公告（文本下载）

（https://www.cnipa.gov.cn/）

专利数据和文件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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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保留专利权，只给对方使用权利
转让：专利权转移给对方
授权专利和未授权的专利申请都可以
许可或转让
未授权专利的转让，建议先许可给对方
使用，约定专利授权后优先转让给对
方，分阶段收取费用

专利转让和许可合同的审批流程同横向项目
涉及关联关系的专利交易，发明人如实申报关联关系，可以采取公开市场挂牌交易，或公示关联关系等方
式进行交易
转化收益，可以按照横向经费使用，也可以通过现金奖励发给发明人团队（现金奖励比例为80%，可以减半
计税）

200万元以下的，成果转化办审批
200万元（含）——800万元，科技成果转化领导小
组审批
800万元（含）以上的，校长办公会审批

专利许可/转让收益可按照横向经费管理，扣除管
理费5%后归负责人（发明人）支配
也可将学校取得的净收入80%用于现金奖励发明
人团队及作出贡献的个人

专利许可转让审批权限 专利许可/转让的收益分配

《科技合同审核表》
《专利（申请）转让及实施许可申请表》
《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专利权转让）申请表》

专利许可/转让合同

发明人与企业拟定合同条款及拟交易价格

公示无异议，正式签订合同
按合同拨款
办理许可备案或专利权变更

专利中心审核：专利有效状态、合同条款、关联关系、处
置程序等，网上公示15天

专利许可转让

初步洽谈 学院审核 专利事务
中心审核

签订合同
备案/变更

各类知识产权的大赛、展览会、成果对接会和政府项目申报
宣传推广优秀专利成果，促进专利转化实施应用
增加专利成果曝光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提高专利奖申报成功率

8 专利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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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人提出报奖意向——学校委托专业机构遴选专利（文本质量高）——专利中心与发明人就
专利技术水平、转化应用效益、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等进行评估——组织策划申报广东专利奖
和中国专利
广东省、广州市、学校提供知识产权高价值专利培育专项经费，对专利奖申报项目进行培育
和支持

专利奖申报

中国专利奖

广东专利奖

1.政府部门奖、 WIPO认可、国际影响力
2.对专利质量与价值的高度认可
3.对专利权人与发明人的高度表彰
4.金奖20项、银奖60项、优秀奖600项、外
观设计类金奖、银奖、优秀奖，共约800项
5.华工单独专利权人的专利限报2项，“华
工+企业”专利权人不限项
6.推荐途径：省级知识产权局、国务院有关
部门、两名同领域院士、全国行业协会

1.广东省政府设立，省级奖励
2.金奖20项、银奖40项、优秀奖60项、杰出
发明人奖10人
3.申报单位为在广东省登记注册的专利权
人（华工）或者专利实施单位（企业）
4.华工单独申报，也可联合企业共同申报
5.推荐途径：市知识产权局、省有关部门、               
两名同领域院士、省级行业协会
6.获省专利金奖可优先推荐申报中国专
利奖

PCT专利申请，应在中国专利（发明）申请日的12个月内提出PCT申请，否则PCT审查机构将
不予受理。
拟申请国外专利的技术，应在申请中国专利时加强专利撰写文本质量，建议在提交中国专利
申请时采用“核心专利”申请服务。

PCT申请方式：发明人自行申请和学校组织申请，区别仅在于申请途径、费用分担、受理时间。
学校对PCT申请，进入美日欧国家申请，美日欧授权专利和其他国家授权专利，均给予培育支持。

注：1.专利的实际授权由各个进入国家自主审查确定
       2.一般应在国内专利申请日的12个月内提出PCT申请，否则PCT审查机构将不予受理

10国外专利申请

发明人自行申请

申请途径：联络代理人
费用：发明人负担（约1.8万元）
受理时间：全年受理

学校组织申请

申请途径：学院通知
费用：学校和发明人共担
受理时间：6-10月

PCT申请 

进入美、日、欧国家 

美、日、欧授权 

其他国家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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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事务中心办公地点：五山校区37号楼202室

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网页—服务指南—查看具体业务办理流程

专利事务中心

姓名 工作职责 办公电话 公务邮箱

黄嫣然
知识产权制度制定、知识产权项目申报、
知识产权运营、专利奖申报等

87113511 yrhuang@scut.edu.cn

王卫娟
知识产权推广、展览比赛活动、宣传培训、
中心日常运营等

87113503 kjwjwang@scut.edu.cn

周立新
专利业务审批、专利转让许可审批、专利
审查咨询、专利维权等

87113501 zhoulx@scut.edu.cn

杨斐
汤彩林

专利申请审查、专利申请受理、专利年费
缴纳、专利文件管理等流程业务

87113501 kjozl@scut.edu.cn

专利事务中心职责及分工

专利公司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广州市华学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年费监管：冯超 18813967487 hx_hgb@huaxueip.com

个性化专利服务：
蔡克永

18926169018 caikeyong2000@163.com

广州粤高专利商标代理有
限公司（掌知势（广州）知识
产权运营有限公司）

年费监管及其他专利
服务：江裕强

13826045479 yuegaozl@163.com

广州嘉权专利商标事务所
有限公司

年费监管：陈锦燕 020-38063456 gznf@jiaquanip.com

个性化专利服务：
刘文烨

13610363242 liuwenye@jiaquanip.com

广州华进联合专利商标代
理有限公司

个性化专利服务：
陈湘雁

18922263530 chengxy@aciplaw.com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个性化专利服务：
邓丽萍

13570055565 dlp221@163.com

广州知识产权交易中心
挂牌交易服务：
冯先生

020-82006457

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平台
（七弦琴）

专利质量监管服务：
郑焕程

18620749933 zhenghuancheng@7ipr.com

与学校长期合作的专利公司，为发明人提供个性化专利服务，涉及费用经学校与专利公司协
商给予发明人优惠价格

12第三方专利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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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华南理工大学决议，成立华南理工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归属图书馆管理。
2019年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教育部共同认证成为首批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中心”致力于发挥高校的信息资源和人才资源优势，为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提
供全流程服务，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丰富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内容，促进高
校协同创新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华南理工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广州天河区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知识产权与学科服务部
联系电话:020-87113127
Email: scutip@scut.edu.cn

业务
范围

科技
情报咨询 技术情报检索、竞争对手专利检索及分析。

科技查新
专利查新 ①立项查新  ②成果查新  ③评奖查新

第三方
成果评价

与广东国评科技成果评价有限公司、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协会合作开
展。包括几个核心环节：评审专家的遴选、项目成果真实性与有效性
的核查、项目创新性的检索与评价。

专利评价 运用多维度指标对专利价值进行评估，出具专利评价报告。

专利
尽职调查

从专利信息真实性、专利权属、法律状态、转让、许可等方面，出具专
利尽职调查报告。

专利导航
专利导航报告，从专利文献中提取信息，找到产业技术热点和创新
活跃点，甄别国内外主要的专利权人以及高价值专利，帮助企业或
政府部门制定未来发展计划。

知识产权
分析评议

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报告，包括基于知识产权情报的分析挖掘和调查
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