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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所简介 

北京聿宏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聿宏事务所”）成立于 2010 年，是一家经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设立的专利商标事务所，总部位于北京金融街区域。成立至

今，公司规模不断发展壮大，案件代理数量飞速提升，并先后于 2011 年在长沙设立分公司，2014
年在成都设立分公司，2015 年在深圳设立分公司，2016 年在南通设立分公司。公司业务版图不断

扩大，还将陆续在国内工业发达地区及海外开设新的办事处或分公司。

聿宏事务所是由中国专利代理行业第一批领军人才吴大建先生联合一批在海内外经验丰富、年

富力强的专业资深知识产权律师和代理人创立起来的。吴大建先生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专利商标法律

服务行业唯一获得国务院授予的“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的专利及商标代理人，他曾

任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专利商标法律事务所——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CPA）的总经理。 

聿宏事务所成立之初，即以勤勉、务实、诚信、高效为经营理念，并以为客户获取更有价值、

更具稳定性、更具可实施性的知识产权为追求目标。聿宏事务所的专业团队不仅在技术、法律、外

语方面功底扎实、素养深厚，而且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聿宏事务所的合伙人均在大中华区的知名

知识产权法律事务所扎扎实实工作过多年（最长超过 35 年），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产权办案经验。在

事务所的发展过程中，聿宏合伙人不断吸收国内外事务所的先进管理理念，坚持全心全意致力于将

聿宏事务所打造成及时、准确、优质、高效并与国际接轨的一流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聿宏事务所在完善的规章制度以及计划性任务指标的管理之下，秉承高质量、高效率的工作作

风，力求每一件专利商标案件都能够优质完成。事务所严格管控每一位专利代理人的工作量，确保

其有充沛的时间钻研案件。

为了更好地满足众多客户的不同需求，及时、准确地为客户提供优质且高效的服务，聿宏事务

所特别组建了多支由经验丰富的代理人组成的应对团队。为了精准理解客户的专业技术，由吴大建、

陈伟、钟日红、李爱军及霍玉娟等资深代理人担任团队组长，慎重对待专利商标申请的每个阶段。 

聿宏事务所对语言技能设定了高标准，要求大多数专业人员除具备英文技能外，还可使用其它

外语作为工作语言。事务所对专利代理人员的外语水平严格把关，定期组织专业外语学习交流，不

断提升专利代理人外语水平。为确保翻译品质，绝大部分案件的翻译工作由旗下的知识产权专业翻

译公司——北京聿宏翻译有限公司完成。 

多年来，聿宏的代理人在处理案件过程中，通过面谈及电话沟通等方式与审查员进行全面深入

的探讨，确保客户的科技成果得到有效保护，实现专利申请的尽早授权，最大程度上保障客户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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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领域 
 
 

专利业务 

• 现有技术检索及可专利性分析、提交公众意见 

• 撰写并提交专利申请（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 答复审查意见和/或修改专利申请文件 

• 专利申请驳回后复审 

• 专利无效的检索、稳定性分析及无效请求 

• 专利维权的行政执法代理 

• 专利侵权纠纷的司法诉讼 

• 专利权海关备案及海关保护业务 

• 专利检索、预警、侵权分析、企业上市和并购中的尽职调查等 

• 专利事务的全面管理咨询服务（专利项目管理、年金管理、专利战略设计等） 

• 专利技术的许可与转让：合同谈判、备案及其它业务 

• 企业专利池的规划和建设  

• 其它与专利相关的法律业务 

 

商标业务 

• 商标查询及注册可行性分析 

• 商标申请、变更、许可、转让及续展 

• 商标异议、答辩及撤销 

• 各类复审、无效宣告等商标评审和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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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驰名商标认定 

• 商标权海关备案和海关保护业务 

• 打假及商标维权行政执法和侵权诉讼 

• 其它与商标相关的行政和司法业务 

 

其它业务 

• 作品著作权和计算机软件登记 

• 著作权许可或转让 

• 著作权侵权诉讼及相关法律事务 

• 为技术贸易提供技术、法律、贸易方面的咨询服务 

•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 

• 域名注册及其纠纷解决 

• 商业秘密及其有效保护战略的制订以及相关的维权和诉讼 

• 其它知识产权的海关备案及海关保护业务 

• 担任企业常年知识产权法律顾问 

• 知识产权培训课程设计和实施、培训教材编制及培训主讲 

• 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 其它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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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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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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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团队 

所长：吴大建 

首席合伙人，董事长兼总经理，专利代理人，专利诉讼代理人，商标代理人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例指导研究（北京）基地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 

全国专利代理行业首批领军人才 

中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 

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库专家 

全国优秀（五星）专利代理人(最高星级代理人) 

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ACPAA）副会长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CIPS）副理事长

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 副主席，技术合同仲裁员 

南京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理事会 理事 

INTA, AIPPI, LES, IPO, VPP, FICPI, ASIPI, AIPLA (IP Practice in China Committee) 会员

吴大建先生是中国第一批专利代理人之一，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酝酿制定中国专利法阶段

即开始从事知识产权代理工作。组建聿宏事务所之前，吴大建先生曾担任中国成立得最早，也是目

前中国最大的专利商标法律事务所——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CPA）的总经理（所长）。

曾在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法律事务所（CCPIT）和 CPA 工作了 27 年（其间在香港工作了 12 年），

见证了中国专利代理事业从专利法的酝酿直至今日蓬勃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 

在超过 35 年的一线办案和事务所中高层管理工作中，吴大建先生办理过的国内以及涉外专利

案件超过 3000 件，涉及多种工作语言，服务众多的国内外客户，涵盖石油化工技术、化学化工技

术、生物和医药技术、材料科学和新能源技术及电子科学技术及其相关的机械设备等诸多领域。组

织、指导办理了大量涉及专利获权、专利复审、无效宣告、无效诉讼、侵权诉讼等重大案件。在各

个阶段为中国石化、中国中车、TCL、九洲电器集团、清华大学、英威达（Invista）、TOTO、Toyota

等知名公司及国内外众多中小企业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战略策划和具体案件应对方案设计。通过亲自

办理大量案件以及管理并指导其他人办理大量的案件，三十多年来吴大建先生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涉

外专利、商标案件代理经验。除了娴熟的中文，吴大建先生还精通英文、日文、德文、法文和俄文，

熟练使用每种语言至少办理了数百件专利案件，留下了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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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吴大建先生在知识产权行业的研究工作也颇有建树。曾参与编写了中国专利代理培训教

材；在全球著名的 MIP杂志发表长篇论文；其主编评析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 100件中国典型

知识产权案件专著《中国百例经典知识产权案例精要》（英文版：100 High-Profile IP Cases in China 

（Case Briefs））赢得了国内外客户的广泛赞誉。 

经最高人民法院授权，吴大建先生可在全国范围内独立出庭代表客户办理专利案件。与此同时，

他每年受邀为国内外众多大型企业、研发团体和国际知识产权重要会议发表演讲，还受国内地方政

府部门和行业组织之邀为当地企事业单位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培训，尤其是进行专利商标代理方面的

培训。 

因多年来在知识产权行业的卓越成就和突出贡献，吴大建先生获得了众多的荣誉和奖励，并受

邀在知识产权业界担任诸多要职。国务院授予其“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这一称号

是目前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中的最高荣誉。 

副所长：霍玉娟 

副总经理，日本知财部部长，专利代理人，商标代理人 

ACPAA、INTA、LES 会员

霍玉娟女士曾在日本留学并工作生活 8 年，熟知中日两国文化，精通日语，日语表达能力已接

近母语。基于对专业法律知识以及知识产权行业的高度热情，霍玉娟女士于 2012 年自日本回国后

即加入了聿宏事务所。

在多年的客户服务和办案工作中，霍玉娟女士持续学习专业知识，不断积累实务经验，对专利

和商标的申请、实施、诉讼等环节具有综合全面的了解与把握，为国内外特别是日本专利商标申请

人提供了全方位的专利申请、无效、复审、检索分析、FTO、竞争对手监控以及提起公众意见等多

项服务。

霍玉娟女士已为众多中外知名企业，特别是日本企业，例如本田技研株式会社、KDDI 株式会

社、住友理工株式会社、住友金属矿山株式会社、小糸制作所、先锋电子株式会社等知名企业提供

了优质、高效的专项服务，并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誉和深度信赖。另外，每年受邀为日本众多企业

以及专利事务所发表演讲、进行专项培训，多年来已为众多知名日本企业以及专利事务提供了专利

代理和保护方面的全方位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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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霍玉娟女士对中日两国专利商标法律知识以及申请流程有着较为全面且深入的了解，并

熟知两者之间的异同之处，可以为中国企业进入日本的专利商标申请提供专业且全面的知识产权相

关服务。未来的职业生涯中，霍玉娟女士将持续专注于为国内外客户全方位保护知识产权出谋划策，

提供完善、周到的贴心咨询和办案服务。 

 

副所长：陈伟 

高级合伙人，副总经理，律师，专利代理人，专利诉讼代理人，商标代理人 

AIPPI 中国分会成员，ACPAA、INTA、LES、IPO 会员 

陈伟先生在中国化工信息中心知识产权领域和业内一家大型专利事务所做过多年专利代理和

知识产权管理业务，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办案和管理经验，在加入聿宏事务所之前的业务涉及包括专

利检索和专利分析在内的全方位专利代理业务，最近两年专业从事专利诉讼业务。从业期间承担了

大量的撰写和涉外专利代理工作，包括成功地代理了若干重要的专利复审、专利无效案件以及专利

行政诉讼和侵权诉讼案件，在石油化工、材料科学和新能源领域的专利代理业务中具有深厚的理论

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陈伟先生精通英文和日文，擅长的技术领域涵盖石油化工各个领域和应用化学各个技术领域，

例如生物化工、精细化工、各种新材料、新能源领域、环保、医药、有机合成等，擅长各个技术领

域的发明、实用新型的专利申请文件撰写、翻译、审查意见答复、复审、无效、侵权分析和有关的

专利行政诉讼和侵权诉讼工作，因专业从事过专利诉讼及相关专利分析业务，在专利维权方面见解

独到。 

在多年的客户服务和办案业务工作中，陈伟先生带领精干业务团队为国内外知名企业提供定制

化的专利咨询、文件撰写、审批、复审和无效以及专利商标维权、行政和侵权诉讼等业务服务，为

中国石化、华星光电、美国英威达公司、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等众多中外知名企业提供了优质服务。 

陈伟先生在专利分析、专利挖掘和专利诉讼方面经验丰富、独具特色，曾为中国石化、清华大

学、TCL、Invista、Wabco、Honeywell、Fischer 等中外企业提供专项服务；另外还特别针对大型企

业和高等院校进行专利布局和培训，已为众多国内外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专利代理和保

护方面的全方位咨询服务。 



 

9 
 

化学领域 

化学部部长：吴大建、陈伟 

化学部副部长：方莉、桑胜梅 

专利代理人：吴大建、陈伟、方莉、桑胜梅、康志梅、张艳、常怡、董婕 

马环丽、卑莹、刘合艳、盛大文、贾文婷、李盼、王维、张洪生 

专利工程师：王亚锐 

 

吴大建：首席合伙人，董事长兼总经理，专利代理人，专利诉讼代理人，商标代理人 

聿宏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大建先生同时担任化学部部门经理，在化学领域的各个方面有着深厚的

技术背景，包括化学工程(重点是石油化工、煤化工、日用化工、精细化工、医药化工等)、生物工

程、材料工程、制药工程、电子技术及相关的机械设备。吴大建先生能够为广大客户提供全方位的

知识产权服务，包括专利挖掘、专利撰写、专利申请、专利复审、无效宣告、无效诉讼、侵权诉讼

等，并且擅长为国内外广大客户在各个方面、各个阶段制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及管理战略，

为客户全方位保护知识产权出谋划策，提供贴心的咨询和办案服务。 

 

化学部其他人员简介： 

陈伟：硕士，高级合伙人，副总经理，律师，专利代理人，专利诉讼代理人，商标代理人 

陈伟先生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化工专业，工作语言：中文、日文及英文。 

 

方莉：博士，专利代理人 

方莉女士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石油化工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桑胜梅：硕士，专利代理人 

桑胜梅女士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分子化学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及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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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志梅：硕士，专利代理人 

康志梅女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有机化学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张艳：硕士，专利代理人 

张艳女士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生物工程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常怡：硕士，专利代理人 

常怡女士毕业于湖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及日文。 

 

董婕：硕士，专利代理人 

董婕女士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马环丽：硕士，专利代理人 

马环丽女士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化学化工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卑莹：硕士，专利代理人 

卑莹女士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化工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刘合艳：硕士，专利代理人 

刘合艳女士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高分子材料工程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盛大文：硕士，专利代理人 

盛大文先生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材料工程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贾文婷：硕士，专利代理人 

贾文婷女士毕业于天津大学，化学工程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李盼：硕士，专利代理人， 

李盼女士毕业于河北工业大学，材料物理与化学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王维：硕士，专利代理人， 

王维先生毕业于德国埃朗根纽伦堡大学，化学-生物工程专业，工作语言：中文、德文及英文。 

 

张洪生：硕士，专利代理人， 

张洪生先生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生物信息学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王亚锐：硕士，专利工程师 

王亚锐女士毕业于武汉大学，发育生物学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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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领域 

机械部部长：李爱军 

机械部副部长：何娇 

专利代理人：李爱军、何娇、姚朝权、龙威壮、刘雪稳、朱明明 

孔令娟、张高洁、闫晓、吴边、林委之、蒋宏飞 

专利工程师：陈煌辉、张晓梅、姜长龙、赵皕 

 

李爱军：高级合伙人，专利代理人，商标代理人 

 

李爱军先生从事专利及商标代理工作多年，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为客户提供包括通信、

计算机、电子、电路、自动控制、机械控制、机械设备、材料加工、图像处理、建材以及医疗器械

等众多的技术领域相关的全方位的知识产权服务。从业期间，李爱军先生承担了大量专利代理相关

业务，包括专利挖掘、国内新申请、意见答复、复审无效、检索、侵权分析以及业务培训等。在电

学和机械领域均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多年的工作中，先后负责带领过电学和

机械领域的多个小组，为众多国内外知名企业如西门子、中兴、联想、联通、大唐电信、中星微电

子、浪潮、瑞斯康达、启明星辰、北斗星通、和利时、时代凌宇、中海油服、北新建材、北大以及

中科院等众多企业和科研院所提供知识产权服务。 

 

机械部其他人员简介： 

何娇：硕士，专利代理人 

何娇女士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车辆工程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及日文。 

 

姚朝权：硕士，专利代理人 

姚朝权先生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工程及机械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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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威壮：硕士，专利代理人 

龙威壮先生毕业于南华大学，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刘雪稳：学士，专利代理人 

刘雪稳女士毕业于河北工业大学，制药工程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朱明明:硕士，专利代理人 

朱明明先生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孔令娟：硕士，专利代理人 

孔令娟女士毕业于沈阳工业大学，固体力学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张高洁：硕士，专利代理人 

张高洁女士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材料加工工程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闫晓：硕士，专利代理人 

闫晓女士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吴边：学士，专利代理人 

吴边女士毕业于山东英才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林委之：硕士，专利代理人 

林委之先生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物理电子学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蒋宏飞: 专利代理人，前专利审查员 

蒋宏飞先生毕业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工业设计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陈煌辉：学士，专利工程师 

陈煌辉先生毕业于山东临沂师范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张晓梅：硕士，专利工程师 

张晓梅女士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材料学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姜长龙：学士，专利工程师 

姜长龙先生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林产化学工程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赵皕：学士，专利工程师 

赵皕女士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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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学领域 

电学部部长：钟日红 

电学部副部长：金淼 

专利代理人：钟日红、金淼、霍玉娟、李心稳、李婷、张杰、吕美珍 

李慧然、黄意欣、李晓丹、吴筱、施蕊、宋超 

专利工程师：仇婷、周亮、牛莎莎、贾文浩 

 

钟日红：合伙人，专利代理人、商标代理人，北京工业大学外聘副教授 

 

 钟日红女士曾在亚信联创（全球第二大电信 BSS/OSS 提供商)等国际通信企业先后任高级研发

工程师、专利代理人等要职，对于技术层面的分析、判断和前景展望以及对于研发的过程都有着非

常透彻和独到的理解，钟女士熟悉的技术领域较为广泛，涵盖一般电子技术、机电设备、互联网、

通信、半导体、自动化和电子新技术等。 

钟日红女士精通英文和日文，擅长的技术领域涵盖通信技术、自动化、半导体器件、光电技术

和计算机技术等，尤其擅长多媒体通信、图像处理、数字打印、光学成像、无线通信、通信协议、

数字安全、照明设备、外观设计等技术领域。 

钟日红女士曾办理过大量跨国企业的专利商标申请案件，具有丰富的企业技术研发、专利挖掘

及专利预警经验。擅长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保护咨询及培训、专利申请文件撰写、复审及无效、专

利挖掘、专利预警、专利商标行政程序和侵权诉讼等各种类型的专业服务，擅长涉及计算机、通信

及多媒体等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擅长为企业制订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 

钟日红女士的译著有《Linux 黑客防范开放源代码安全指南》、《Unix 备份与恢复》等，除了被

特聘为北京工业大学的知识产权课程副教授以外，钟日红女士还应邀到很多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

和其它大专院校知识产权保护及专利商标代理培训班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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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学部其他人员简介： 

 

金淼：硕士，专利代理人 

金淼女士毕业于德国 Paderborn 综合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工作语言：中文、德文、英文及日文。 

 

霍玉娟：硕士，专利代理人 

霍玉娟女士毕业于日本静冈大学，信息学专业，工作语言：中文、日文和英文。 

 

李心稳: 硕士，专利代理人 

李心稳女士毕业北京邮电大学，通讯工程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李婷: 硕士，专利代理人 

李婷女士毕业澳洲阿德莱德大学，电子电气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张杰：硕士，专利代理人 

张杰女士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及日文。 

 

吕美珍：硕士，专利代理人 

吕美珍女士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李慧然：硕士，专利代理人 

李慧然女士毕业于长春工业大学，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黄意欣：学士，专利代理人 

黄意欣女士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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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丹：学士，专利代理人 

李晓丹女士毕业于河北农业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吴筱：硕士，专利代理人 

吴筱先生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施蕊：学士，专利代理人 

施蕊女士毕业于哈尔滨理工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宋超：硕士，专利代理人 

宋超先生毕业于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生物物理学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仇婷：硕士，专利工程师 

仇婷女士毕业于北方工业大学，自动化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周亮：学士，专利工程师 

周亮先生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自动化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牛莎莎，学士，专利工程师 

牛莎莎女士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应用物理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贾文浩：学士，专利工程师 

贾文浩先生毕业于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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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版权及法律部 
 
吴大建：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库专家，国家专利代理行业领军人才，专利商标代理人 

吴大建先生毕业于四川大学，化工专业。 

 

陈  伟：硕士，律师，专利商标代理人 

陈伟先生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化工专业。 

 

白  昀：双学士，律师商标代理人 

白昀女士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及英语专业。 

 

钟日红：硕士，专利商标代理人 

钟日红女士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多媒体通信专业。 

 

李爱军：硕士，专利商标代理人 

李爱军先生毕业于沈阳工业大学，机电系统工程专业。 

 

霍玉娟：硕士，专利商标代理人 

霍玉娟女士毕业于日本静冈大学，信息学专业。 

 

刘珍珍：硕士，商标代理人 

刘珍珍女士毕业于兰州大学，英语翻译专业。 

 

刘新月：学士，商标代理人 

刘新月女士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日语专业。 

 

李  斌：学士，商标代理人 

李斌先生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张  岷：学士，商标代理人 

张岷先生毕业于日本中京学院大学，经营学专业。 

 

雷  歌：学士，商标代理人 

雷歌女士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市场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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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聿宏翻译有限公司 

 

北京聿宏翻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聿宏翻译”）前身是北京聿宏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聿宏事务所”）翻译部。 

聿宏事务所的创始人吴大建先生作为中国第一批专利代理人之一，在长达 35 年的专利代理工

作中，深刻体会到国内专利文献翻译所存在的严重质量问题对专利申请和专利权行使等方面造成的

巨大影响。因此，聿宏事务所自成立以来，一直非常注重团队成员的外语能力，一方面要求绝大多

数员工至少掌握一门外语，另一方面积极建设其内部专业翻译团队，对翻译人员进行定期交流培训，

尽量做到所涉案件的翻译都能由内部翻译人员完成，从而保证专利文献的翻译质量。 

聿宏事务所的翻译团队在长期的知识产权及法律相关领域的翻译过程中，逐渐积累了极为丰富

的翻译实务经验。随着案件的不断增长和翻译团队的不断壮大与成熟，在 2014 年 8 月，成立了北

京聿宏翻译有限公司。 

聿宏翻译秉承聿宏事务所“勤勉、务实、诚信、高效”的理念，制定了“准确、专业、优质、

高效”的经营方针。 

聿宏翻译的翻译人员不仅具有扎实的语言功底、丰富的翻译经验，还具备全面的专业技术背景

知识，熟练掌握专利文件的结构和句法特征，并对专利保护的意义、专利审批的要旨和技巧以及专

利制度的历史与现状有着深入了解，其翻译的文本因此更符合专利文件作为法律文件的要求。聿宏

翻译的业务领域涵盖了与知识产权和法律相关的所有笔译、口译翻译业务，并从翻译品质、合理收

费、高效及时等各个方面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聿宏翻译始终将翻译质量作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对于客户委托的每一个稿件，都要经过

译员译审、领域专家审校、经理审核、返回修改、定稿等严格的业务流程，确保译文能够忠实、流

畅并符合作为法律文本的要求。 

聿宏翻译以成为与国际接轨的一流知识产权翻译公司为奋斗目标，不断提高译员的翻译能力，

提升翻译质量和业务水平，逐渐扩大业务领域范围，凭借丰富的业务经验为客户提供全面、准确、

专业、优质、高效的翻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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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公司人员介绍 

英语翻译人员： 

刘珍珍：硕士，刘珍珍女士毕业于兰州大学，英语翻译专业。 

赵玉静：硕士，赵玉静女士毕业于上海大学，光学及物理学专业。 

曹志琴：硕士，曹志琴女士毕业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 

石  静：学士，石静女士毕业于河北大学工商学院，英语专业。 

王子康：学士，王子康女士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 

何  娇：硕士，何娇女士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车辆工程专业。 

张  杰：硕士，张杰女士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业。 

方  莉：博士，方莉女士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石油加工专业。 

康志梅：硕士，康志梅女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有机化学专业。 

宋  超：硕士，宋超先生毕业于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生物物理学专业。 

董  婕：硕士，董婕女士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李慧然：硕士，李慧然女士毕业于长春工业大学，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业。 

姚朝权：硕士，姚朝权先生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工程专业。 

朱明明：硕士，朱明明先生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白  昀：双学士，白昀女士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及英语专业。 

雷  歌：学士，雷歌女士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市场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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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翻译人员： 

霍玉娟：硕士，霍玉娟女士毕业于日本静冈大学，信息学专业。 

苏小婷：硕士，苏小婷女士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 

刘新月：学士，刘新月女士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 

马  红：硕士，马红女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日语专业。 

张  岷：学士，张岷先生毕业于日本中京学院大学，经营学专业。 

金  淼：硕士，金淼女士毕业于德国 Paderborn 综合大学，电子工程硕士。 

张  杰：硕士，张杰女士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业。 

何  娇：硕士，何娇女士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车辆工程专业。 

 

德语翻译人员： 

金  淼：硕士，金淼女士毕业于德国 Paderborn 综合大学，电子工程硕士。 

王  维：硕士，王维先生毕业于德国埃朗根纽伦堡大学，化学-生物工程专业。 

张佳彧：硕士，张佳彧女士毕业于德国卡塞尔大学，景观设计专业。 

王丁玮：硕士，王丁玮先生毕业于德国不伦瑞克工业技术大学，自动化专业。 

宋元松：学士，宋元松先生毕业于北方工业大学，通信工程专业。 

 

韩语翻译人员： 

李  斌：学士，李斌先生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统计专业。 

太香花：学士，太香花女士毕业于延边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韩雪花：硕士，韩雪花女士毕业于延边大学药学院，药学专业。 

崔惠英：硕士，崔惠英女士毕业于沈阳理工大学，环境工程专业。 

金德善：硕士，金德善先生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生物化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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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及业务经验 
 

 

 优秀的专业团队 

聿宏事务所的专利商标代理人多为从业多年的资深代理人，具有处理各类案件的丰富经验。聿

宏事务所的创始人吴大建先生是中国第一批专利代理人之一，早在 1983 年就开始执业，有 35 年的

从业经验，已经成功服务于数百家国内外大中小型企业，其中包括许多属于世界 500 强企业的中外

大公司。其他合伙人和专业人员多为在国内外知识产权界享有很高知名度的优秀专利商标代理人、

律师及法律专业人才。聿宏事务所的专业团队在专利的咨询服务、案件撰写、审批、复审、无效和

诉讼方面以及商标的申请、检索、分析、异议、许可和转让、诉讼等各方面均具备非常丰富的经验。

聿宏事务所的所有员工均由管理委员会多次面试后才慎重选拔聘用，所有员工均需接受英文或英文

加其他语种的书面及口语测试，在上岗之前均由有经验的指导老师亲自培训。 

聿宏事务所在对员工的聘用、职业培训以及工作指导方面，坚持知人善用、人尽其才、才尽其

用的原则，悉心指导每位员工的工作，要求每位员工在自己合适的岗位上做到极致。 

聿宏事务所拥有优秀的管理团队，管理层人员都曾在其它知名专利商标事务所担任中高层管理

职位，具备丰富的管理经验。聿宏事务所建立伊始便设计出严谨的组织体系和体制架构，管理方面

表现出很强的决策力和执行力。 

在此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所长吴大建先生以及副所长陈伟先生的带领下，聿宏事务所在化学工

业、石油化工相关领域以及石油工业相关机械设备及工程、工艺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突出的业绩，

得到了诸多客户的高度赞许和嘉奖。到目前为止聿宏事务所办理的化学和石油领域的无效案件胜诉

率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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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质量的专利文件撰写能力 

对于专利新申请，聿宏事务所的专利代理人一定会在深入分析并理解客户的技术的前提下进行

专利申请文件的撰写，或对已有的原始优先权文件进行专业化改写。多年来聿宏专业团队已撰写数

千件专利新申请，积累了丰富的撰写经验。聿宏事务所的宗旨是：宁肯牺牲收益也要安排足够数量

的、经验丰富的专业撰写人员，在合理的平均工作量前提下高质量的完成专利申请文件撰写工作。 

聿宏事务所不仅能高质量的撰写中国专利申请和向其它国家提交的专利新申请，而且在直接用

英文撰写高质量的专利申请文件方面有丰富经验。聿宏事务所所长吴大建先生多年前即直接用英文

撰写并提交了长达几万英文单词的中国第 1 件和第 2 件英文 PCT 申请。在吴大建所长带领下聿宏

骨干专利代理人也能够直接用英文撰写出高质量的英文专利申请文件。 

对于向外或 PCT 国际专利申请，外所完成的作为优先权基础的中国国家申请的撰写或多或少

都有不足，不少情况下撰写质量严重不合格，例如权利要求保护范围太窄或者根本起不到任何保护

作用、说明书公开不充分问题严重等。若不在提交之前加以更正，势将导致涉外申请在外国审批过

程中遇到困难，最终导致申请被驳回。聿宏代理人在提交涉外申请或 PCT 申请时，均会根据客户

技术的实际情况并对照相关国家的法律规定进行大幅度的修改，以使技术的公开程度和权利要求的

保护范围定义最为合理。 

以下提供若干例子，通过对比国内其他事务所撰写的优先权文件和经聿宏事务所大幅度修改后

提交的 PCT 申请文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聿宏是如何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的。 

优先权文件 1：CN200910181016.6； 

经我所修改后提交的 PCT 申请文件 1：WO 2011/050573。 

优先权文件 2：CN201010152784.1； 

经我所修改后提交的 PCT 申请文件 2：WO 2011/131033。 

优先权文件 3：CN201010299786.3； 

经我所修改后提交的 PCT 申请文件 3：WO 2012/041017。 

优先权文件 4：CN201010576813.7、201010576856.5、201010576860.1、201010576875.8、

201010576892.1 和 201110256330.3； 

经我所修改后提交的 PCT 申请文件 4：WO 2012/071791。 

聿宏撰写的优秀案例申请号：201310488548.0、2012105413336 和 201210228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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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准的业务流程管控能力 

聿宏事务所具备完善的专利商标业务管理流程。负责流程管控的高级合伙人曾就职于中国历史

悠久的涉外专利商标事务所，流程管理经验非常丰富。绝大部分的流程管控规章制度均由负责人结

合知名事务所成熟的管理制度以及多年的切身管理经验总结提炼而来。流程管控的每一个节点对极

其重要的期限、文件、费用三要素严格把控、绝不疏漏，所有的信息采集、录入都做到一审再审。

流程管理团队的每一位员工在专利商标业务流程管理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并且深入掌握了各

国专利商标业务流程的具体要求。无论是专利商标的国内业务还是国际业务，例如专利方面的 PCT

条约业务或巴黎公约业务，以及商标方面马德里条约业务，聿宏流程管理团队都可以解决客户遇到

的难题，为客户提供最为完善、周到的服务。 

 

 丰富的涉外业务代理经验 

根据多年经验，除惯常的欧美日韩等地区，在向中东、海湾国家、亚洲、前苏联（尤其是东欧、

西亚）、非洲、南美洲等国家提出专利商标申请保护时，会遇到很多法律程序上的问题，例如办理

委托书、转让协议、优先权文本等各种文件的公证认证。如果流程人员没有足够的经验和智慧，或

者对公证认证的程序和要求了解不全面，很可能耽误专利商标的申请，甚至可能引起优先权的丧失

或者申请完全失败。聿宏事务所在此类国家申请专利商标方面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除了能够高效

率地在使馆办理认证手续外，还可以协助客户顺利办理公证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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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品质的翻译服务 

聿宏事务所已成立自己的翻译公司，各类语言与汉语之间的互译工作均由所内部经过严格挑选

并经高质量培训的专利翻译师完成。 

聿宏翻译人员不仅具有扎实的语言功底、丰富的翻译经验，还具有专业技术背景，熟练掌握专

利文件的结构和句法特征，并对专利保护的意义、专利审批的要旨和技巧以及专利制度的历史与现

状有着深入了解，其翻译的文本因此更符合专利文件作为法律文件的要求。聿宏翻译业务涵盖机械、

通信、计算机、电子、化工、生物、药品、光学、化学等各个技术领域。同时还配备英语、日语、

德语、韩语、法语人才，并且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壮大队伍。目前，聿宏除了完成走出去和迎进来的

PCT国际申请文件翻译以及专利检索和分析业务涉及的文献翻译，还承担客户委托的涉及各种语言

的不同类型的翻译任务。 

 

 丰富的知识产权挖掘及成果转化经验 

创新成果专利资产化服务。创新成果专利资产化是指将创新成果合理地转化为专利，并成为企

业增强竞争力的资产，创新成果专利资产化解决的是企业在面对众多的创新成果的情况下，应当如

何把握住关键的、重要的部分，提高整体创新成果专利资产化的合理性的问题。 

潜在无形资产挖掘服务。潜在无形资产是指企业存在但尚未转化为无形资产的创新成果，潜在

无形资产挖掘解决的是企业需要在短时间内加大专利资产储备量或充分将关键技术全方位地保护

的问题。为实现企业创新成果专利资产化和帮助企业挖掘其潜在无形资产，聿宏事务所通常会做到

以下两点： 

1. 挖掘创新点，利用五大法宝，帮助企业有效找出可以撰写技术交底书的点子，包括整个产

品中的各个技术点和关键技术中的不同技术点； 

2. 拓展创新点，利用产业链—关联矩阵，帮助企业充分找到与谋创新点相关联的其它创新点，

形成谋创新点的专利布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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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水平的纠纷处理能力 

聿宏事务所的一部分代理人已取得专利诉讼代理人资格，并具有丰富的诉讼经验，可代理专利

侵权警告、无效审判、行政执法、行政诉讼、侵权诉讼等各种纠纷案件。近年来，在所长吴大建的

指导下，聿宏事务所代理了一批重大案件，其中涉及专利无效审判、侵权诉讼、行政诉讼以及商标

异议、行政执法、假冒伪劣取缔等内容。迄今为止，多数案件都获得了胜诉，客户涉及霍尼韦尔

（Honeywell）、英威达（Invista）、菲希尔（Fischer）及中国石化（Sinopec）等知名企业，体现了

聿宏事务所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的宗旨以及优秀的案件处理能力。 

 

 快速的反应能力 

聿宏事务所积极吸收国内外同行的先进管理理念。为了更加迅速地响应客户并提供高效优质的

服务，聿宏事务所启用了全新的内部办公系统，并加强员工培训，提高业务素质，注重部门负责人

及业务主管对员工的言传身教。在提高员工技能的同时鼓舞员工士气，营造和谐氛围，优化工作组

合，充分利用内部资源，提高工作效率，以真诚的态度、专业的素养及专业高效的反应能力，全方

位地服务客户，及时高效地为客户获取更有价值、更具稳定性、更具可实施性的知识产权。 

 

 合理且有竞争力的收费标准 

聿宏事务所自始至终坚持合理的收费标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聿宏事务所一直秉承在为客

户追求合理合法的最大利益的前提下才考虑发展壮大的经营理念。与其它事务所横向相比，聿宏提

供物超所值的优质服务，设定弹性收费政策，接受个案、一揽子业务议定收费标准。聿宏事务所着

眼于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知识产权代理服务，尤其是全方位的国内外专利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合理。

对于国内申请，其费用可依据案件的复杂程度、完成委托案件的时间、委托案件的数量进行调整，

具体可单独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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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流程图 

 聿宏案件分配原则 

 

 

 

 

 

 

 

 客户案件处理流程（1）: 

提交新申请阶段: 
 
 
 
 
 
 
 
 
 
 
 
 
 
 
 
 
 
 
 
 
 
 
 
 
 
 
 
 
 
 

客户专利部： 
发送委案邮件及交底材料

至聿宏公司邮箱。 
mail@yuhongip.com 

聿宏流程部： 
立案、录入数据 
案卷转给专利部

经理。 

聿宏专利部经理： 
根据交底材料，分配

专业的代理人进行

撰写。 

聿宏流程部： 
向客户反馈立案信息并确认 
申请明细； 
为代理人建初稿期限任务，将案卷

转给代理人； 
监控初稿期限及案卷进度； 
监控并及时转发代理人—客户沟通。

 
 

相关专利代理人： 
与技术联系人沟通，撰写申请文件； 
将稿件通过聿宏流程部发给技术联

系人审阅，直至其指示定稿提交； 
将待提交稿交至部门经理审核； 
根据部门经理意见与客户沟通定稿。 

客户技术联系人： 
解答代理人疑问，审阅

修改代理人完成稿件； 
邮件指示定稿提交。 
 

通过电话沟通技术

 

聿宏专利部经理： 
审核待提交稿； 
无问题，转至流程部； 
有问题，给出修改意见。 
 

聿宏流程部： 
根据客户提供申请信息，制作整套待

提交文件，审核无误后，提交专利局； 
收到受理通知书后，录入数据； 
发给客户提交报告、监控缴费； 
按照专利申请月份，批量制作请款单； 
邮寄请款单、发票、缴费通知书原件

及复印件。 
相关专利代理人： 
审核整套提交文件。 

No 

Yes 

聿宏流程部： 
内部同事相互审核整套提交

文件。 

客户专利部： 
审核请款单、安排付款。 

 

 

 

 

 

 

交底书涉及的技术领域 

客户专利部 
委案 

流程部 
立案 

专利部经理 
分配新案 

与之前委案的技术关联性 

代理人的专业及撰写经验 

代理人目前的工作总量 

最适合的代理人： 
撰写新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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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案件处理流程（2）:  

转达及答复 OA 阶段： 

  
 
 
  

 

聿宏流程部： 

·收到官方审查意见通知书、录入数

据，建立并监控答复期限； 

·1-2 工作日内将通知书发给客户,

并告知答复期限; 

·将案卷及通知书呈给专利部经理。 

聿宏专利部经理： 

初步了解官方意见。 

 

相关专利代理人： 
·研究审查意见，并在 20 个工 
作日内（OA1）或 15 个工作日

（OA2 等）给出转达函； 
·将经理审核无误的 OA转达。

 

聿宏专利部经理： 
审阅相关代理人给出

转达 OA 信函，并给

出建议。 

客户技术联系人 
根据代理人的转达函给出如何答辩或修改申请文

件的意见。 

聿宏流程部： 
·制作、打印整套待答复中间文件，交给代理人检查； 
·流程内部同事检查； 

·代理人及其他同事检查无误，提交专利局； 

·报告客户。 

聿宏流程部： 
将代理人准备的OA转达函转发给

客户方，并再次提醒答复期限。 

相关专利代理人： 
·根据客户方的意见准备答辩文件，发给客户技术联系人

审阅，直至客户明确指示可以提交官方； 
·准备完整的答复文件，发给专利部经理审核； 

·将答 OA 文件上传提交系统，传给流程部； 

·审核流程部制作好的待答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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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 PCT 案件处理流程（1）：  

新申请阶段： 

 
 
 
 
 
 
 
 
 
 
 
 
 
 

转达国际检索报告及 19 条修改： 
 
 
 
 
 
 
 
 
 
 
 
 
 
 

相关专利代理人： 
客户 CN 案定稿后，一周内准

备 PCT 拟提交稿，通过聿宏流

程部发给客户技术联系人审

阅。 

相关专利代理人： 
按照 PCT 申请的格式要求，准备

提交文件，上传提交系统； 
提交任务传至专利部经理审核。 

客户技术联系人： 
审阅 PCT 稿件，给出修改意

见，直至认为可以定稿， 
并邮件指示提交。 

聿宏专利部经理： 
审核待提交稿； 
无问题，转至流程部； 
有问题，给出修改意见。 
 

聿宏流程部： 
根据客户提供申请信息，制作、打印整

套待提交文件，给流程部门同事及代理

人审核； 
均审核无误后提交，并建立缴费期限监

控缴费； 
报告客户，并告知国际申请号。 

 

No 

Yes 

客户专利部： 
审核请款单、安排付款。 

聿宏流程部： 
收到国际检索报告、录入数

据； 
将案卷及通知书转给代理

人。 
 

相关专利代理人： 
仔细研究国际检索报告及书面意

见内容，准备相应转达函，并在

10 个工作日内通过流程部发给客

户，同时询问是否要提交 19 条修

改，告知提交期限，并给出意见。 

客户技术联系人： 
审阅转达函； 
可与代理人联系交换意见； 
明确指示是否要提交 19 条

修改。 

聿宏流程部： 
建立 19 条修改任

务，并监控期限； 
通知代理人准备

待提交文件。 

Yes
 

相关专利代理人： 
准备 19 条修改待提交文件发给客户审

阅，直至客户指示定稿； 
制作提交文件发专利部经理审核。 
审核无误，转给流程部提交。 

客户技术联系人： 
审核待提交修改文件，直

至定稿。明确指示提交 

聿宏流程部： 
整理、完善代理人准备的提交文件，代

理人及流程内部审核无误后直接提交至

国际局； 
报告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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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 PCT 案件处理流程（2）： 

转达国际公布： 

 

 
 
 
 
 
 
 
 
 
 

PCT 进国家阶段（以美国申请为例）： 

 

 

聿宏流程部： 
收到国际公布通知书、下载国

际公布文本、录入数据。 

相关专利代理人： 
仔细审核国际公布文本是否

有误，审核无误后交还给流程

人员。 

聿宏流程部： 
将国际公布通知书、公布文本发给客户并告知客户进国

家阶段； 
建立进入国家阶段提醒任务，并监控期限； 
分别在优先权日期 24 个月及 28 个月时，发正式提醒函

提醒客户 PCT 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期限。 
 

客户技术联系人： 
考虑，并确认是否需要进入国家阶段。 

聿宏流程部： 
根据客户指示，准备进入国家手续 
或做 PCT 国际申请结案处理。 

相关专利代理人： 
收到客户指示后，准备美

国申请英文稿，通过聿宏

流程部发给客户技术联系

人审阅。 

客户技术联系人： 
审阅美国申请稿，给出

修改意见，直至定稿； 
并邮件指示提交。 

相关专利代理人： 
再次校对美国申请稿，并

发给专利部经理审核。 
确认无误后，将文件转给

聿宏流程部。 

聿宏流程部： 
整理美国申请所需所有信

息及文件，发给美国事务

所，并给出正式提交指示。 

美国事务所： 
审核美国申请所需所有文件； 
告知我方需要补充及申请人

签字文件； 
提交申请并反馈提交信息。 

聿宏流程部： 
将美国申请提交信息，反馈给客户专利部； 
按照提交日期，开出相应账单给客户专利

部同事审核。 

客户专利部： 
审核请款单、安排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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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绍 
 

近年来，聿宏事务所在所长吴大建的指导下办理了一系列重大案件，其中包括专利无效宣告、

行政执法、行政诉讼和侵权诉讼，以及商标的异议、行政执法和打假维权等。到目前为止，绝大多

数无效、诉讼或行政执法案件已获得胜诉。这些案件大多涉及到知名公司，如美国霍尼韦尔

（Honeywell）、英威达（Invista）、慧鱼（Fischer）和中国石化（Sinopec）等，这些案例的胜诉充

分展现了聿宏事务所服务高端客户的宗旨及优秀的办案能力。 

 无效案例介绍： 

序

号 
专利号 案件类型 专利名称 客户名称 无效结果 

1 02821166.9 无效案件 

代表请求方 

适于作为氢化催化剂

的含铁物质 

聿宏代表外国某知名

公司。因考虑各种因

素，对方要求以稻草

人的身份提出无效。  

专利权全部无效 

2 98809433.9 无效案件 

代表请求方 

脂肪族α,ω-氨基腈

类化合物的制备方法 

聿宏代表外国某知名

公司。因考虑各种因

素，对方要求以稻草

人的身份提出无效。 

专利权全部无效 

3 02821157.X 无效案件 

代表请求方 
将腈氢化成胺的方法 

聿宏代表外国某知名

公司。因考虑各种因

素，对方要求以稻草

人的身份提出无效。 

专利权全部无效 

4 97199592.3 无效案件 

代表请求方 

脂肪族α,ω-氨基腈

的制备方法 

聿宏代表外国某知名

公司。因考虑各种因

素，对方要求以稻草

人的身份提出无效。 

专利权全部无效 

5 200720071045.3 无效案件 

代表专利权人 

敲击式可膨胀的保温

系统锚栓 
德国慧鱼 

维持关键或重要的

专利权利要求（专

利权人主动放弃部

分从属权项） 

对方未上诉 

6 200910147916.9 无效案件 

代表请求方 

快速出药自动盘点系

统和方法 
日本汤山 

专利权全部无效 

对方未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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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0730321091.X 无效案件 

代表专利权人 
汽车 海马 维持专利权有效 

8 200910147916.9 无效案件 

代表请求方 
通过式皮革染色机 汇龙机械 专利权全部无效 

9 200720057216.7 无效案件 

代表请求方 

脂族 α,ω－二胺的制

备方法 
某国外公司 专利权全部无效 

10 99803719.2 无效案件 

代表请求方 

用于氢化α,ω－二腈

的铁基催化剂 
某国外公司 专利权全部无效 

11 97197770.4 无效案件 

代表请求方 

从含有六亚甲基二胺

和 2-氨甲基环戊基胺

的一种混合物分离 2-
氨甲基环戊基胺的方

法 

某国外公司 专利权全部无效 

12 200680002169.4 无效案件 

代表请求方 
用于患者界面的衬垫 怡和嘉业 专利权全部无效 

13 201010154188.7 无效案件 

代表请求方 
呼吸机面罩及其系统 怡和嘉业 专利权全部无效 

14 200620064114.3 无效案件 

代表请求方 
一种快速皮革染色机 汇龙机械 

主权项无效，客户

无侵权的可能性。

未再次无效。 

15 168766 商标侵权案件 

代表商标权人 
WABCO 注册商标 德国 WABCO 

胜诉。没收带有侵

权标识的产品并做

出罚款。 

16 200910173495.7 无效案件 

代表请求方 

改变呼吸机的备用频

率的方法和装置 
怡和嘉业 专利权全部无效 

17 201010620187.7 无效案件 

代表请求方 
呼吸面罩的前额衬垫 怡和嘉业 专利权全部无效 

18 201130366058.5 无效案件 

代表请求方 

食物处理器（FP7711
型） 

新宝 专利权全部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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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0580003622.9 无效案件 

代表请求方 
丁二烯的氢氰化方法 某国外公司 专利权全部无效 

20 200580003693.9 无效案件 

代表请求方 

制备线性戊烯腈的方

法 
某国外公司 专利权全部无效 

21 200580003623.3 无效案件 

代表请求方 
氢氰化方法 某国外公司 专利权全部无效 

22 200480010823.7 无效案件 

代表请求方 

异构化顺-2-戊烯腈形

成反-3-戊烯腈的方法 
某国外公司 专利权全部无效 

23 02821166.9 行政诉讼 

作为第三方 

适于作为氢化催化剂

的含铁物质 
某国外公司 

专利权全部无效 

一中院维持原判 

24 201230025322.3 无效案件 

代表请求方 

条 形 码 扫 描 仪

（SC-7180） 
某国外公司 专利权全部无效 

 

其中案例简要说明如下： 

 聿宏事务所代表请求人无效德国 BASF 的 4 份专利权案件 

这是聿宏事务所创立以来最具代表性、最值得总结学习的案件。聿宏事务所的委托人计划提出

一系列案件的无效请求，经过精心准备，聿宏事务所选取了此 4 件专利来提出第一批次的无效请求。

在这批案件的办理过程中，聿宏事务所将每一步工作做到极致，对每一条可能的无效理由的陈述和

一切可搜集的证据都做了充分准备。除了提交文案的每一步骤做到完美之外，聿宏事务所精益求精，

就每一案件在公司内部多次组织模拟庭审（Mock Court）。在 SIPO 专利复审委员会（PRB）连续 4

天的庭审之中，在主动陈述、回答提问和双方辩论阶段，吴大建先生亲自带领经验丰富的 4 人小组

出席庭审。按照把握平衡角度来看，聿宏事务所能够赢得其中 2 件或 3 件无效案件已实属不易，但

是经过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聿宏事务所打破常规，在 4 个案件上全部胜诉，将德国化学工业巨头

BASF 公司 4 件专利权全部无效，取得的成绩业界罕见。 

此事之后，聿宏事务所又代表请求人对德国 BASF 另 2 件专利权案件提出了无效申请，同样成

功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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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聿宏事务所代表权利人——德国 Fischer 公司维护其专利权的案件 

德国 Fischer 公司是中国实用新型专利权人，其在中国市场销售的实用新型专利权所涉及的产

品极其畅销。此案中所涉及的实用新型由于未经过检索和实质审查，导致其权利要求撰写很不到位，

因此要维护这项实用新型专利权非常不易。但是通过聿宏事务所庭上庭下与合议组及有关的主管领

导深入的沟通之后，成功地维持住了所涉及的实用新型专利权，且请求方没有上诉。此后，德国

Fischer 公司顺利在中国的建材市场上展开了打击仿冒的维权工作。如果这项实用新型专利权被判

决无效，德国 Fischer 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份额甚至生存都会受到巨大冲击。 

 

 聿宏事务所代表请求方就 200910147916.9 号中国专利提出无效 

聿宏事务所成功地将中国的一项经过严格审查的发明专利权——200910147916.9（快速出药自

动盘点系统和方法）无效。除了委托专业的检索机构进行检索之外，仔细检索或补充检索中文和外

文文献也非常重要。在办理此案的过程中，在已经过专业检索机构检索的基础上，聿宏事务所成功

检索出一份技术角度很相近、但是技术领域或专利分类却很不同的日文文献。借助此份补充检索得

到的日文文献，聿宏事务所成功地将涉案发明专利权全部权利要求无效，而且专利权人没有上诉。 

 

 聿宏事务所代表专利权人——一汽海马维护其 5 件外观设计无效案 

为了促使专利权人的一系列外观设计专利权更加稳定和有效，在不利于专利权人的情况下，聿

宏事务所代表专利权人对自己所有的专利权提出无效。在这个案件里，聿宏事务所要代表当事双方

同时运作，且双方的胜算都是只有 50%左右，案件难度极大。通过聿宏事务所的全力以赴，成功

地维护了一汽海马的 5 份外观设计专利权，使一汽海马的专利权得以巩固，并且在有关的纠纷中处

于非常有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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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O 及侵权分析案例介绍 

下面针对从单一目标专利和群组目标专利两个方向的侵权分析案例简要说明如下（处于保密客

户信息的考虑，我们隐去了部分信息，敬请谅解）： 

 

 深圳 XX 公司某产品的专利侵权分析 

深圳 XX 公司是以电子连接器为主要经营，委托我方针对某产品是否构成对指定的中国专利

“CN2013201888XX.0”的专利权侵权进行风险分析，我方依据中国专利侵权的法律依据和专利侵

权分析的判定原则，结合国内专利侵权案件的判例和该案件的具体情况，从目标产品的界定、目标

专利的分析、目标产品与目标专利相关技术点的对比，给出了专利侵权风险分析的法律意见，并为

XX 公司后续目标产品的市场推广和后续的研发提供了有力的参考意见和规避指导。 

 

 广东 XX 电器公司“慢磨机”专利侵权分析 

广东 XX 公司委托我方针对目标产品“慢磨机”是否构成对某韩国企业名下的 13 件专利的侵

权进行风险分析。侵权分析过程中，我方对目标产品的技术特征进行了逐一分析，并找到与单个技

术特征相对应的目标专利进行对比分析；针对涉及到多个目标专利的，进行交叉对比，确定最相关

的目标专利进行分析，从而依据中国专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专利侵权判定原则以及我国法院

在司法实践中针对专利侵权判定的惯例，判断产品是否落入目标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某央企公司针对某外国企业多项专利进行专利侵权分析 

该央企最近研发了关于“光学安全”项目的产品，在投产该产品前，该央企的研发和专利管理

部门发现竞争对手可能存在类似产品且已经申请专利。该央企遂委托我方对其竞争对手及相关公司

的专利进行检索分析。经过我方分析，最终确认竞争对手持有 10 件相关领域的有效专利，我方对

该央企的产品进行了详细分析，同时将所述产品与竞争对手的该 10 件专利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

存在可能侵权的风险，并提出规避建议。该央企采用了我方的建议，并经过技术改进规避了所述侵

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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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全面开展专利商标业务的国家和地区 
 

目前聿宏事务所已经代表中国企业向全球以下所列国家或者地区申请专利、办理商标注册并提

供相关的高端服务。 

亚洲 

中国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中国台湾 

日本 韩国 越南 泰国 

缅甸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印度 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 

吉尔吉斯斯坦 哈萨克斯坦 巴林 伊朗 

以色列 科威特 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 

叙利亚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格鲁吉亚 阿塞拜疆 

欧洲 

芬兰 瑞典 挪威 冰岛 

丹麦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白俄罗斯 俄罗斯 乌克兰 波兰 

捷克 斯洛伐克 匈牙利 德国 

奥地利 瑞士 英国 爱尔兰 

荷兰 比利时 卢森堡 法国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希腊 斯洛文尼亚 

意大利 圣马力诺 马耳他 西班牙 

葡萄牙 土耳其 塞浦路斯  

美洲 

美国 加拿大 墨西哥 古巴 

哥伦比亚 委内瑞拉 厄瓜多尔 秘鲁 

巴西 智利 阿根廷  

非洲 
埃及 苏丹  利比亚 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 尼日利亚 南非共和国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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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向以上国家或地区申请专利或注册商标或任何其它知识产权有关业务的代理费和/或

官费报价及所需要的基本文件，欢迎随时联系我方。 

 

 联系方式： 

 

吴大建所长邮箱： 
wudajian@yuhongip.com 
 
业务咨询邮箱： 
office@yuhongip.com 
 
专利业务邮箱： 
mail@yuhongip.com 
 
商标业务邮箱： 
trademark@yuhongip.com 
 
日本业务邮箱： 
iplaw-jp@yuhongip.com 
 
韩国业务邮箱： 
korea@yuhongip.com 
 
翻译业务邮箱： 
translation@yuhongip.com 
 
电话： 
010-6641-6668 转 630 或 253 
 
传真： 
010-6641-2482 

mailto:wudajian@yuhongip.com�
mailto:office@yuhongip.com�
mailto:mail@yuhongip.com�
mailto:trademark@yuhongip.com�
mailto:iplaw-jp@yuhongip.com�
mailto:korea@yuhongip.com�
mailto:translation@yuhong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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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质 
 

 

 

备注：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专利代理机构审批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国知办

函法字〔2014〕502 号）的精神，国家知识产权局自 2014 年起取消专利代理机构年检，实行专利代理机构年度

报告公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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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荣誉 
 

2018 年 3 月 聿宏被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评为中关村涉外知识产权服务业联盟会员单位。 

2018 年 3 月 聿宏事务所荣获“北京市知识产权服务品牌机构”称号 

2017 年 7 月 吴大建先生当选北京市专利代理人协会常务理事 

2017 年 7 月 聿宏事务所被强国知识产权研究院评为“年度最佳代理机构” 

2017 年 1 月 吴大建先生荣获“2016 年度五星专利代理人”称号（行业最高等级） 

2017 年 1 月 聿宏事务所荣获“2016 年二星专利代理机构”称号 

2016 年 8 月 陈伟先生获得由最高法院批准的专利诉讼代理人资格 

2016 年 5 月 
吴大建先生被聘请为“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例指导研究（北京）基地专家

咨询委员会专家” 
2016 年 3 月 吴大建先生荣获“2015 年度四星专利代理人”称号 

2016 年 3 月 
聿宏事务所荣获“2015 年二星专利代理机构”称号 
（鉴于年限要求，事务所运营 8 年以上才可参评三星，我所已获可参选的最高星级） 

2015 年 6 月 聿宏事务所被北京市知识产权局评为北京市知识产权服务品牌机构 

2014 年 12 月 吴大建先生被评为“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库专家” 

2014 年 12 月 吴大建先生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评为“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 

2014 年 11 月 吴大建先生荣获“2014 年三星专利代理人”称号 

2014 年 11 月 聿宏事务所荣获“2014 年一星专利代理机构”称号 

2014 年 05 月 
中国知识产权报对聿宏事务所做专题采访并发表名为《愿为行业发展贡献心

力》的报道 

2014 年 02 月 吴大建先生荣获首批“专利代理行业领军人才”称号 

2014 年 02 月 吴大建先生被聘请为“南京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2014 年 01 月 聿宏事务所荣登英国 MIP 杂志 2013 年中国知识产权代理机构排行榜(第 11 位) 

2013 年 12 月 聿宏事务所荣获“2013 年一星专利代理机构”称号 

2013 年 12 月 吴大建先生荣获“2013 年二星专利代理人”称号 

2013 年 07 月 吴大建先生获得由最高法院首次批准的专利诉讼代理人资格 

2013 年 01 月 吴大建先生荣列“专利代理行业第一批高层次人才” 

2012 年 11 月 吴大建先生荣获“2012 年度优秀专利代理人”称号 

1996 年 吴大建先生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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聿宏被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评为中关村涉外知识产权服务业联盟会员单位。 

 

为贯彻落实《加快培育和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的指导意见》，国家知识产权局自 2012 年起开展

知识产权服务品牌机构培育工作，迄今为止在全国共成功培育 145 家知识产权服务品牌机构，其中

北京市有 33 家，聿宏事务所非常荣幸成为“知识产权服务品牌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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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聿宏荣获第四届强国知识产权论坛“年度最佳专利代理机构”。 

 

 
2017 年，聿宏荣获“2016 年度二星专利代理机构”。 

 

备注：因年限要求，事务所运营 8 年以上才可参评三星，我所已获可参选的最高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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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聿宏入选第三批中关村知识产权服务业联盟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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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所长吴大建先生受邀担任 Trademark Office Practices Committee of INTA 委员。 

 
 
 
 
 

2017 年，所长吴大建先生依序逐级被评选为全国五星专利代理人，全国仅 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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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聿宏荣获“2015 年度二星专利代理机构”。 

 

 

 
2016 年，所长吴大建先生受聘为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例指导研究 

（北京）基地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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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所长吴大建先生依序逐级被评选为全国四星专利代理人，全国仅 12 人。 

 
 

2015 年，聿宏被北京市知识产权局推选为“北京市知识产权服务品牌机构”。 

 



 

45 
 

2014 年，根据全球知识产权行业最具权威的第三方评测机构英国 MIP 杂志公布的各个国家专

利代理机构调查结果，聿宏荣居第 11 位，是上榜机构中最年轻的事务所。 

 

 

2014 年，所长吴大建先生依序逐级被评选为全国三星专利代理人，全国仅 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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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所长吴大建先生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评选为“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库专家”，已在各

个方面为国家科技发展、行业规划和企业高效获权和维权方面建言献策。

 
 

2014 年，经过国家知识产权权威部门和专家的严格筛选和评比，所长 

吴大建先生被评选为“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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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的百千万工程计划的推动和指引之下，历史上首次在全国

众多专利代理人中经过严格筛选而评选出了“专利代理行业领军人才”，吴大建先生获选为首

批 “专利代理行业领军人才”。 

 
 

2014 年，所长吴大建先生依序逐级被评选为二星专利代理人，全国仅 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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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所长吴大建先生被南京理工大学聘为知识产权学院理事会理事，理事会由国家知

识产权局前局长田力普先生任理事长，著名专家吴汉东教授任知识产权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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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中国知识产权报社特地来聿宏事务所对所长吴大建先生做专题采访，并在中国知识

产权报上发表了题为“愿为行业发展贡献心力”的专题报道，对聿宏的经营管理理念、核心价值观及

企业文化做了充分的肯定并予以推崇，更充分表明了全国专利代理行业对北京聿宏的服务质量和办

案水平的高度认可（请参见 2014 年 5 月 28 日的《中国知识产权报》）。 

 

“愿为行业发展贡献心力” ——记北京聿宏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来自：中国知识产权报资讯网 

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宣武门庄胜广场办公区里，聚集着许多国内外大型企业，北京聿宏知识产权

代理有限公司（下称聿宏）也安家于此。2013 年，成立仅 4 年时间的聿宏便获得了“2013 年度中

国星级（一星）专利代理机构”殊荣。究竟是什么样的特色和服务，让聿宏在竞争激烈的知识产权

代理行业脱颖而出？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走进了聿宏。 

严以律己 组建精英团队 

提起聿宏，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名字——吴大建。这个在国内专利代理行业响当当的名字曾创造

过令人瞩目的业绩——执业已 30 余年、20 年前直接用英文撰写并提交国内第一件 PCT 国际专利申

请、获得国务院授予的“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从 2010 年起，吴大建联合了一

批从事专利和商标代理工作多年、经验丰富的资深知识产权律师和代理人创建了聿宏，至此他又多

了一个身份——聿宏的董事长。 

“组建聿宏，是为了再次实现知识产权代理的梦想。”吴大建向记者坦言，“虽然目前国内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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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代理行业较之前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从整体上看，和美日等国家成熟的行业水平相比还是

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在精英代理团队方面还很不足，我很想组建一支代理队伍，能够提高业务水

平，与同行一起奋斗，拉近与国际同行的差距。”正是心中这一股创业的热情和对未来知识产权代

理行业的期许，人到中年的吴大建放弃了令很多人羡慕的职位，从零开始自行创业。 

在聿宏内部，至今还有着这样的传统，每一次招聘，都会有各部门的领导参与，他们会根据应

聘者的法律素养、思辨能力等方面综合进行考量后确定其适合的岗位，结合相关的业务培训和能力

开发，培养员工成为工作的“多面手”。因此，“知人善用、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才辈出”也成

为了聿宏对于人才培养的原则。     

值得一提的是，在聿宏还有一支专利翻译专业人员队伍，这支队伍是公司内部经过严格挑选并

经高质量培训后组建的一支专业化团队。团队中的成员除了具有扎实的语言功底、丰富的翻译经验，

还具有相关专业技术背景，深谙专利保护的意义、专利申请文件的结构和写法等。正是有了这样的

基础，聿宏翻译出的文本更加符合专利申请文件作为法律文件的要求。目前，聿宏的代理业务已涵

盖机械、通信、计算机、电子、化工、生物、药品、光学、化学等各个技术领域。 

精益求精  打造精品案例  

专利文件撰写和对审查通知书的答复是考量一名专利代理人和专利代理公司整体水平的重要

指标。在聿宏，这两点也一并成为公司创立之初就对于员工最重要的要求之一。     

对此，吴大建毫不讳言地告诉记者，目前国内专利代理方面主要存在的问题便是代理人在撰写

方面的欠缺，说明书撰写不到位和权利要求把握不准很容易导致发明被公开了却又无法获得有效保

护，这也成为了摆在国内专利代理人面前的一座“大山”。“为了攻克这个难关，聿宏一直以来都以

为客户获得更有价值、更稳定、更具可实施性的专利权为己任。很多时候，聿宏代理的案子往往要

经过一个团队的反复斟酌才能确定方向，甚至一个词语的表述要多次进行比对后才最终确定。”吴

大建说。 

同样的工作态度也体现在答复审查通知书工作中。在接到审查通知书后，聿宏团队首先会选择

从个人经验和特长来说最合适的代理人对案件进行不同角度的梳理和分析，不少案件随后还在团队

内部召开会议将大家的意见汇总，归纳出案件突破口并拿出总体应对方法和观点。    

正是有了这样的“锱铢必较”的态度，聿宏才能在短短 4年间赢得了包括中国石化、中国铁建、

清华大学、中国南车、一汽海马、纳思达公司等在内的国内客户和东陶公司（TOTO）、威伯科

（Wabco）、英威达（Invista）等知名跨国企业客户的垂青，在知识产权代理行业取得了良好的口碑。 

谈到公司未来的发展，吴大建坦言，他的愿望是将聿宏打造成一个拥有足够精良的专业团队，

在知识产权代理行业占有一席之地并与国际接轨的一流知识产权事务所。     

“把每一个案件都当作重要案件、把每一位客户都看做重要客户。”诚如吴大建对于公司的要

求，只有这样的严谨态度和对于打造业界精品品牌的强烈追求，才使得聿宏团队在国内外知识产权

代理行业不断创造新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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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3】21 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中华

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推荐的专利代理人名单的通知》，所长吴大建先生经最高人民法院确认可

以在全国专利案件中担任诉讼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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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为充分发挥专利代理行业高端人才的引领辐射和示范带动作用，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

协会组织了“专利代理行业第一批高层次人才”推荐选拔工作，经过行业内外和主管机关等专家的

初步审查和集中评审，所长吴大建先生被评选为“全国专利代理行业第一批高层次人才”，专利代

理管理类全国仅 30 人（请参见 2013 年 1 月 11 日《中国知识产权报》）。 

 

 

2012 年，所长吴大建先生荣获 2012 年度优秀专利代理人（当年第一次评选全国优秀专利代理

人，后来依序逐级评选更高星级的专利代理人），全国优秀专利代理人仅 30 人。 

 
 
 
 

2009 年，吴大建先生被香港中国企业协会聘为商事调解委员会委员、调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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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吴大建先生被北京大学选聘为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IIPP）顾问委员会副

主席。 

 

2007 年，吴大建先生被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推选为副会长，同年再次被中国知识产权研究

会（CIPS）全国代表大会推选为副理事长。 

 

2007 年，吴大建先生应邀在中国西部地区专利代理事务所所长培训班（SIPO 项目：国家知识

产权局专利代理西部地区政策研修班）授课，讲解专利代理机构的管理并与各事务所交流管理经验。 

 

2006 年，吴大建先生被香港中国企业协会推选为董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2005 年，吴大建先生被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CIPS）推选为副理事长，同年还被 AIPPI 中国

分会推选为理事。 

 

2005 年，经过组织上多次严格考核后，吴大建先生被正式任命为中国成立得最早、规模最大（包

括专利代理人、律师和其他人员在内共有 500 多名员工）的涉外专利代理机构——CPA 总经理即所

长，全面负责管理该公司并同时继续分管其至关重要的专利代理业务，在前 20 多年积累起来的办

案和管理经验基础上，吴大建先生及其管理团队大刀阔斧推进了事务所的全电子化管理，整体着眼

于向管理要效益，其中继续强化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各项管理措施之外，还着手建立起了多地数据

共享的操作平台（包括专利、商标及其流程管理，诉讼业务、财务以及客户特殊要求管理等等管理

子系统）并且在当年基本实现各地无纸化办公，大大提高了几乎所有岗位的工作效率并大大降低了

事务所运营成本，从而大幅度提高了全事务所的经营效益，在吴大建先生作为 CPA 所长工作期间，

各年度公司资产增值率均超过 20%甚至远超过 30%，任职总经理期间该公司代理的外国案件数量

在 3 年多期间净增加了约 5800 件之多，其中一个年度的股东分红曾高达 6.5 亿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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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吴大建先生获邀在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全球知名《知识产权管理》杂志 MIP（《Manag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上发表英文长篇论文《Patent Prosecution》，详细讲解了在中国从申请到取得

更有价值、更稳定和更具可实施性的优质专利权的要点，为国内外同行提供了很好的操作实务技巧，

可参见：“http://www.managingip.com/Article/1321686/Patent-prosecution.html”。 

 

 

2003 年，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并且在绝大多数专利代理机构脱钩改制顺利完成之

后，涉外专利代理行业及各主要专利商标事务所业务蒸蒸日上、形势喜人，但吴大建先生当时任职

的香港专利公司形势却不容乐观，在此关键时刻，吴大建先生被众人推举并被组织上任命为 CPA

董事、副总经理，全面负责管理占该公司收益 90%以上的专利代理业务，在取得管理团队支持的

情况下，吴大建先生上任后果断整合和配置资源、加强岗位培训并全面加强岗位责任制、建立完善

的质量核查机制和奖惩措施、全面清理管理规章并大力完善制度化管理措施、改善客户服务品质、

从技术和法律层面全面提高办案水平等等一系列强有力的管理措施，管理成果丰硕，在竞争激烈的

形势下，不仅仅是完全止住了香港专利公司视为命脉的专利代理业务下滑的颓势，而且在次年（2004

年）促使涉外专利案件数量增长量高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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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吴大建先生被中国贸促会破格申报并随之经评审委员会严格评审后 

破格晋升为“专利代理正研究员”。 

 

 

 

 

2000 年，吴大建先生被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CIPS）第三界全国代表大会推选为该研究会理

事会理事。 

 

 

1998 年，吴大建先生成为国际保护工业产权协会（AIPPI）的会员并于 2002 年被 AIPPI 会员大

会推选为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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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底，作为 CPA 总公司化学部经理，吴大建先生开始全面负责管理化学化工、新材料新

能源以及相关的广阔技术领域的专利代理业务，多次为业内人士讲授实务和管理课程，为 CPA 总

公司以及中国的专利代理行业培养出了大量的专利代理人才和管理人才。 

 

 

1997 年，在被国家选派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学习期间，吴大建先生直接用英文撰写了 101 页

《LEGAL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IN REPORTING AN OFFICE ACTION TO A 

FOREIGN CLIENT DURING THE PROSECUTION》，包括法律层面和操作实践层面非常有建设性

的分析意见和实践建议，回国后该英文稿被用作 CPA 培训专利代理人和专利工程师的教材，并且

作为培训计划的一部分由吴大建先生讲解一周，效果显著，同时连同吴大建先生在美国学习时拟定

的 22 页英文学习计划《SCHEDULE OF MY STUDY AS AN INTERN AT BURNS，DOANE，

SWECKER & MATHIS, LLP》和 66 页英文学习总结 《SUMMARY OF MY STUDY AT BURNS，

DOANE，SWECKER & MATHIS, LLP》亦在 CPA 内部争相传看，为实现专利事务所有效的规范化

和制度化管理、全面提高事务所管理质量和办案水平、迅速培养出高质量的新一代专利代理人和专

利工程师起到了非常好的推动作用和示范作用。 

 

 

1996 年至 2003 年，吴大建先生在正常办理大量案件的同时先后出任香港专利公司化学部副经

理、经理，北京办事处副主任等重要管理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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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吴大建先生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1995 年，经过深入学习和培训，吴大建先生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仲裁员资格。 

 

1995 年，由于出色的专利代理工作，吴大建先生被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下称 ACPAA）

推荐为“全国专利系统先进工作者”，其中还包括中国石化工业的巨头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

司”出具的表彰推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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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吴大建先生被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破格申报，经评审委员会严格评审后被

破格晋升为“专利代理副研究员”。 

 

1994 年初，正是在中国加入并实施《专利合作条约》即“PCT”的前夕，吴大建先生受邀独立

用英文撰写两份由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天津大学联合发明的国际专利申请（PCT 申请），名称

分别为《A NOVEL PROCESS FOR THE PRODUCTION OF HIGH PURITY AND ULTRAPURE 

BISPHENOL-A》和《A MULTIPLE STAGE SUSPENDED REACTIVE STRIPPING PROCESS AND 

APPARATUS》，这是中国自建立专利制度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下称国知局或 SIPO）首次接收的

第 1 件和第 2 件 PCT 英文专利申请，并受到委托人的高度赞赏，这些案件早已顺利地获得了美国、

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加拿大、俄罗斯、韩国、巴西和荷兰等十多个国家的有效专

利（作为举例，请参见（1）PCT 国际公开文本：WO 94/19302，WO 94/19079，PCT GAZETTE，

瑞士日内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1994 年 9 月 1 日出版；（2）相应的欧洲专利 No. EP 0 683 

761 B1，欧洲专利局，1998 年 12 月 30 日出版）。 

 

1993 年，吴大建先生被中国贸促会推荐为“国家机关优秀中青年知识分子”。 

 

1992 年，吴大建先生参加编写《中国专利教程》系列著作的《专利代理》卷，尤其是其中有关

“化学领域发明专利申请”章节，并且还独立提供了该技术领域中专利申请的典型案例（请参见《中

国专利教程》丛书中《专利代理》卷，专利文献出版社（现已改为知识产权出版社），北京，1994

年 3 月第一版）。 

 

1990 年，吴大建先生独立用英文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下属的北京设计院撰写了名称为

《APPARATUS AND PROCESS FOR COOLING FLUID SOLID PARTICLES》的专利申请，向美国

专利商标局提交后非常顺利地获得美国专利（请参见 United States Patent Number：5,242,012，美国

专利商标局，1993 年 9 月 7 日出版）。该专利授权后得以顺利实施，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创造

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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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至 1993 年，吴大建先生代理的涉外专利案件量大质优，尤其是完成了大量的日语、德

语、法语和俄语等小语种专利案件，在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法律事务所工作期间被评选为“先进工

作者”，并多次获得“工作质量奖”。 

 

为充分发挥专利代理行业高端人才的引领辐射和示范带动作用，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组织

了“专利代理行业第一批高层次人才推荐选拔工作”，经过初步审查、函评和集中评审，聿宏董事长

吴大建先生荣获“代理行业第一批高层次人才”称号，专利代理管理类全国共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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