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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勉、务实、诚信、高效



聿宏事务所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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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聿宏事务所成立至今，获得了海内外客户的高度信赖和赞

誉，公司规模随之不断发展壮大，案件代理数量飞速提升，并先后在长沙、成都、

深圳以及南通设立了分公司。为了给客户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聿宏事务所还

将陆续在国内工业发达地区及海外开设新的分公司或办事处。

聿宏事务所由中国专利代理行业第一批领军人才之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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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建先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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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截止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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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号的专利商标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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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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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之下，秉承高质

量、高效率的工作作风，力求能够及时并优质地完成每一件专利商标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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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组建了多支经验丰富的代理人团队。为了精准理解客户的专业技术，在吴大建先

生的指导下，聿宏事务所选任多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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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标准，要求大多数专业人员除具备

英文技能外，还能够使用其它外语作为工作语言。聿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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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知识产权翻译公司——北京

聿宏翻译有限公司完成。

多年来，聿宏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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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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简介

◆  首席合伙人，专利商标代理人，专利诉讼代理人   

◆  中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

◆  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库专家

◆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  全国专利代理行业首批领军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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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A, AIPPI, LES, IPO, VPP, FICPI, ASIPI, AIPLA (China 

Committee), MARQUES, ECTA, PT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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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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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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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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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技术、材料科学技术、电子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及相关机械设备等诸多领域。同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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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建先生精通英文、日文、德文、法文和俄文，熟练使用每种语言办理了至少数百件专利案件，

其中的诸多案例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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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并在全球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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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建先生已经获得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可在全国范围内独立出庭代表国内外客户办理专

利行政诉讼案件和侵权诉讼案件以及所有相关法律事务。与此同时，吴大建先生每年受邀为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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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建先生获得了如上所述及其他众多的荣

誉和奖励，并受邀在知识产权业界担任诸多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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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2010 年 07 月

吴大建先生辞去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CPA）总经理职

位，创立北京聿宏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地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

宣武门西大街 129 号金隅大厦；

2011 年 04 月
聿宏事务所搬迁至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 6 号庄胜广场第一座西

翼 713 室；

2011 年 08 月 设立化学部、机械部、电学部；

2011 年 12 月 成立长沙分公司；

2012 年 03 月 设立翻译部； 

2012 年 08 月 设立日本知财部；

2012 年 12 月 北京总部（庄胜广场）增设 806 办公室；

2013 年 07 月 北京总部（庄胜广场）增设 1137-1138 办公室；

2014 年 04 月 北京总部（庄胜广场）增设 1135-1136 办公室；

2014 年 06 月 成立成都分公司；

2014 年 08 月 成立北京聿宏翻译有限公司；

2015 年 03 月 成立深圳分公司；

2015 年 04 月 成立南通分公司；

2016 年 11 月
北京总部（庄胜广场）1135-1136 以及 1137-1138 办公室搬迁至

704-707 及 712-716 室；

2017 年 07 月 设立韩国知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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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

IP�代理业务

流程管理

客户服务

行政管理

化学专利部

机械专利部

电学专利部

商标版权部

日本知财部

韩国知财部

法律业务法律事务部

涉外流程部

国内流程部

国外客户部

国内客户部

业务咨询部

总经理办公室

行政人事部

财务部

北京聿宏翻译有限公司

北京聿宏



海外业务发展状况

截止 2018 年 8 月，聿宏事务所已同全球超过 100 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利商标事

务所建立了良好且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并已成功帮助国内客户在海外诸多国家及

地区申请了逾 1000 件专利，其中代理客户申请的美国申请已经超过 600 件。聿宏

事务所的专业流程管理团队熟悉海外众多国家和地区的专利商标事务流程，无论

是专利商标的国内业务还是国际业务，均能优质、高效地解决客户所面临的各种

难题，为客户提供最为专业、完善、周到的服务。聿宏事务所的重要合作伙伴多

为国际知名、历史悠久且规模较大的专利商标事务所，如德国的 Hoffmann Eitle

事务所、荷兰的 V.O. 事务所、美国的 K&L Gates 事务所和 BIPC 事务所、日本的

平木国际专利事务所和大塚国际专利事务所等。这些事务所不仅精通常规的专利、

商标等申请相关业务，而且在 FTO 调查、337 调查（美国）以及专利无效和侵权

分析与诉讼方面都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实务工作中，聿宏事务所注重流程管控的每一个细节，及时、准确、优质、

高效地处理每一个环节的各项工作，聿宏事务所的专利服务获得了国内客户的充分

肯定与高度赞誉。  

聿宏事务所将一如既往地力求高效率、高质量完成每一件案件，慎重对待申请

的每个阶段，并将全心全意致力于将事务所打造成及时、准确、优质、高效并与国

际接轨的一流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相信聿宏事务所多年以来的不懈努力与实力积

淀定会为国内客户未来在欧美、日韩以至全球展开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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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聿宏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合理且有竞争力的收费标准优秀的专业团队

高质量的专利文件撰写能力

精准的业务流程管控能力

快速的反应能力

丰富的涉外业务代理经验

高品质的翻译服务 

高水平的纠纷处理能力

丰富的知识产权挖掘及
成果转化经验



业务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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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利案件的撰写、OA

答复、复审、无效和诉讼以及商标的检索、申请、异议、复审和诉讼等各方面均具有非常

丰富的办案经验。聿宏事务所的管理层都曾在其它知名专利商标事务所担任过中高层管

理职位，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自聿宏事务所建立伊始便设计出严谨的组织体系，在

管理方面表现出很强的决策力和执行力。在对员工的聘用、职业培训以及工作指导等方面，

聿宏事务所始终坚持知人善用、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原则。通过悉心指导员工的工作，

力求每位员工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做到极致，以确保为客户提供专业且优质的知识产权

代理服务。聿宏事务所在重视人才育成、加强员工培训的同时，持续加大力度完善各项

福利机制，以确保员工的稳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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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

前提下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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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事务所的专业团队已撰写数千件专利申请，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撰写经验，不仅能撰

写高质量的中国专利申请，而且在直接用英文、德文、日文、韩文撰写专利申请文件

方面具有较为丰富的经验。对于客户新委托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或涉外申请，聿宏代

理人在提交时，均会根据客户技术的实际情况并对照相关国家的法律法规进行适当的

调整，必要时会进行大幅度的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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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聿宏事务所的宗旨是：宁肯牺牲些许收益，也要安排足够数量、经验丰富

的专业撰写人员，在合理的平均工作量的前提下，高质量地完成专利申请文件撰写工作。

◆  精准的业务流程管控能力

聿宏事务所具备非常完善的专利商标业务管理流程，内部使用并执行的绝大部分流

程管控规章制度均由相关负责人结合知名事务所的成熟管理制度以及多年的切身管理经

验总结、提炼、并经反复改善而制定。聿宏事务所自成立以来，对于极其重要的期限、

文件、费用等要素，流程管控中的每一个节点都严格把控、绝不疏漏，确保所有的信息

采集、录入都做到一审再审。流程管理团队中的每一位员工在专利商标业务流程管理方

面都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并熟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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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聿宏事务所的流程管理团队都可以凭借专业熟练的业务能力

和丰富的业务经验为客户提供及时准确的咨询和申请服务，并为其遇到的难题提供切实

可行的最佳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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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的反应能力

聿宏事务所高度重视为客户提供服务过程当中的快速反应能力。为确保能够为客户

提供及时、准确、优质、高效的知识产权服务，聿宏事务所要求所内每位专业团队人员都

能够在第一时间处理客户的咨询、解答客户的疑惑、及时向客户转达来自官方或外方事务

所的相关文件或意见、及时向客户传达并解读官方的新政策或法律法规、定期向客户主动

汇报所委托案件的进展，确保客户及时了解案件信息。聿宏事务所定期开展员工培训活动，

以加强员工的快速反馈意识以及服务客户的意识、提升员工快速处理不同事务的能力以及

优质高效地完成案件相关工作的能力。同时，聿宏事务所还不断改善所内案件管理系统的

性能，并通过丰富的员工活动来加强同事之间的协作，确保员工能以更好的方式服务客户。

◆  丰富的涉外业务代理经验

聿宏事务所自成立至今处理了各种类型的大量涉外案件，与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众多知识产权法律事务所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多年来，无论是专利商标代理人

还是专利商标流程管理人员，均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涉外案件处理经验，尤其是在复杂案

件处理和向非常规国家申请的案件处理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譬如，根据多年经验，除

惯常的欧美日韩等地区和国家外，在向中东、海湾、东南亚、前苏联（尤其是东欧、西

亚）、非洲、南美洲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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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聿宏事务所在此类国家申

请专利商标方面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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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品质的翻译服务

聿宏事务所自成立以来一直非常注重专业团队人员的外语能力，一方面要求绝大多

数员工至少掌握一门外语，另一方面积极建设内部翻译团队，尽量做到所涉案件的翻译

均由事务所内部经过严格挑选并经专业培训的专利翻译人员完成。随着翻译队伍的不断

成熟与壮大，聿宏事务所于 2014 年成立了北京聿宏翻译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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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有着深入的了解，其翻译的文本因此更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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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电子、化工、化学、生物、医药、光学、人工

智能等各个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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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水平的纠纷处理能力

聿宏事务所可为客户提供专利侵权警告、无效宣告、行政执法、行政诉讼、侵权诉

讼，以及商标异议、无效、撤销、行政执法和打假维权等各项服务。聿宏事务所自成立

以来，一直注重知识产权法律人才的培养。多年来，在所长吴大建先生以及资深合伙人

的悉心指导下，聿宏事务所的专业团队凭借扎实的专业背景知识、深厚的法律素养，以

及丰富的办案经验，先后代表国内外知名企业办理了一系列重大纠纷案件，其中涉及专

利无效宣告、侵权诉讼、行政诉讼、行政执法、假冒伪劣取缔，以及商标侵权诉讼等。

迄今为止，多数案件都已胜诉，聿宏事务所团队因出色的服务赢得了客户的高度信任和

赞许。未来，聿宏事务所还将不遗余力地培养高水平的知识产权法律人才，进而为客户

提供更全面、更优质的纠纷案件处理服务。

◆  丰富的知识产权挖掘及成果转化经验

聿宏事务所提供创新成果专利资产转化服务 , 力求帮助企业在面对众多创新成果

时，更准确地把握关键、重要的部分，以此提高企业将创新成果转化为专利资产的能力，

进而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与此同时，聿宏事务所还提供潜在无形资产挖掘服务，

能够帮助企业在短时间内加大专利资产储备量或对关键技术进行充分的全方位保护。

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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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做到两点，其一，挖掘创新点：具体为利用五大法宝帮助企业有效地找出可以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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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拓展创新点：具体为利用产业链—关联矩阵帮助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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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理且有竞争力的收费标准

聿宏事务所在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专利商标代理服务的同时，自始至终坚持设

定合理且更具价格竞争力的收费标准。聿宏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在长年的专利商标代理

管理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深知在不断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如何最大程度压缩成本。

聿宏事务所在保证优质服务的前提下，制定了较之其他事务所更为合理更具竞争力的收

费标准。为了给客户提供物超所值的知识产权代理服务，聿宏事务所设定了弹性的收费

模式，接受个案、一揽子业务议定收费方式，并在收费方面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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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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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数量等进行相应的调整，具体可依据客户要求单独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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聿宏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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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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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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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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总部

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 6 号庄胜广场第一座西翼 705 室 邮编：100052

电话：86-10-6641 6668 （总机），分机查询请拨 600

传真：86-10-6641 2482 

邮箱：office@yuhongip.com

长沙分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藩后街 32 号湘域国际中心 2702 室 邮编：410000

电话：86-731-8581 7226   

邮箱：office@yuhongip.com  changsha@yuhongip.com

成都分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530 号东方希望天祥广场 A 座 2203 号 邮编：610041

电话 : 86-28-62317455  

传真 : 86-28-62317455

邮箱：office@yuhongip.com  chengdu@yuhongip.com

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园东路南侧友邻公寓 A1312 室 邮编：518034

邮箱：office@yuhongip.com  shenzhen@yuhongip.com

南通分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崇川路 58 号南通科技园 4 号楼 211 室 邮编：226000

邮箱：office@yuhongip.com  nantong@yuhong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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