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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前5月日均54项专利获授权
今年1～5月，
南海区专利授权量为8082件，
科技创新正成为南海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珠江时报讯（记者/许徐以 李
年智 通讯员/沈丹萍）随着创新驱
动战略的实施和全球创客新都市
的加速推进，
南海正跑出创新的加
速度。记者昨日从南海区知识产
权局获悉，
2019 年1~5月，
南海区
专利授权量为 8082 件，同比增长
25.1%，
按150天计算，
相当于平均
每天新增 54 项专利授权，南海企
业的科技创新正进入快车道。

专利申请与授权：
今年 1～5 月，
南海专利申请量 10853 件，
同比增长 2.4%，
发明专利申请数量 1865 件；专利授权量 8082 件，同比增长
25.1%，
发明专利授权量452件，
同比增长17.1%。

数说南海
专利情况

■数字背后：
营造创新生态
专利质量不断提升
据统计，
今年1～5 月，
南海区
专利申请量为 10853 件，同比增
长 2.4%，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为
1865 件。专利授权方面，1～5 月
专利授权量为 8082 件，同比增长
25.1% ，发 明 专 利 授 权 量 为 452
件，
同比增长17.1%。
从数据上可看出，今年上半
年，南海的专利授权数量增速远
高于专利申请数量增速，表明南
海的专利质量正不断提升，知识
产权创造的效率也在持续增强。

制图/张韦奇

创新速度不断刷新的背后，
是南海不断营造科技创新生态链
取得的成效。南海区知识产权局
知识产权综合管理科科长陈秋长
介绍，南海积极引进专利代理机
构，壮大知识产权的服务力量。
截至今年 6 月，
在南海注册的专利

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
123家企业
“进驻”
区知识产权保护重点企业库；
南海注册专利代理机构15 家，
专利代理师81 名，
从业人员
244名；
截至今年 6 月，
南海 16 家行业商协会建立了知识产权服务
平台，178 家企业获“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标认证，1600
家企业共3000人次参加了
“企业专利管理师千人培训计划”
。

“全球创客新都市”，大力培育高
新技术企业和新兴产业，创新创
业平台载体不断涌现，南海在专
利等方面的成绩自然水涨船高。

■双管齐下：
产权“就近保护”
让创新走得更远

要让企业创新走得更远，
离不
开知识产权的保护。南海在这方
面，
一手抓创造，
一手抓保护，
双管
齐下，
让企业创新无后顾之忧。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
新。”陈秋长说，南海区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质押：
保护体系正在加速建设和完善。
今年上半年，
南海 14 家企业获 1.28 亿元知识产权质押贷
今年 4 月，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佛山
款。截止目前，南海累计有 172 家/次企业获 15.88 亿元知识
巡回审判法庭、佛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知识产权高新区巡回审判法
产权质押贷款。
庭在佛山高新区正式揭牌，审理
佛山及周边地区各类知识产权案
代理机构已有 15 家，专利代理师
家企业共 3000 人次参加了
“企业
件，
“这为南海企业实现知识产权
81 名，
从业人员 244 名。同时，
有
专利管理师千人培训计划”
，
南海
提供了极大便利。
”
16 家行业商协会建立了知识产权
企业自身的知识产权管理能力也 ‘就近保护’
此外，南海区还建立知识产权
服务平台，
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在不断增强。
保护重点企业名单，
目前已有 123
此外，截至 6 月，南海全区已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近
“进驻”
，
他们可享受南海区
有178家企业通过了
“企业知识产
年来，南海积极响应“大众创业， 家企业
在维权成本费用方面的定额补贴。
权管理规范”
国标认证，
并有1600
万众创新”
的时代号召，
提出建设

广东美思内衣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艳芬带领公司
创立自主品牌，如今“美思内衣”已成为中国服装企业
标杆

这位
“铁娘子”
天天在
“赶考”
每个月都安排学习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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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
齐聚南海
献计电梯行业发展

珠江时报讯（记者/许徐以 通讯
员/杨晓苑）电梯与市民生活息息相
关，电梯如何实现更高效、更智能？7
月 20 日，
“电梯高速、大载重、数字化
智能化应用”技术研讨会在千灯湖畔
举行，邀请行业知名企业、专家学者
齐聚一堂，
献策电梯行业发展。
如今，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向传统产业渗
透，制造型企业纷纷寻求技术融合，
推动产品向数字化、智能化延伸。
“电
梯行业同样如此。”中国电梯协会秘
书长张乐祥介绍，目前国内电梯行业
已出现市场增长大幅减慢，并存在产
能过剩、产品同质化严重等问题。
“随
着人们对生活品质要求不断提高，加
上节约型建筑、智能化工厂发展迅
速，
市场对电梯也提出了新要求。
”
张乐祥建议，企业应通过物联网
等新技术来打造数字化电梯产品，以
满足各种新出现的应用场景。比如
智能工厂中，要配合 AGV 无人搬运
小车的运作，电梯就需要具备先进的
智能调度功能。此外，通过数字化、
智能化，电梯甚至还可以“感知”运载
对象，
提供个性化服务。
“研讨会为佛山电梯企业提供了
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有利于佛山电
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打造与提高。”
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廖桂华表示，佛山电梯生产企业
众多，在全国电梯市场中占有重要一
席。近年来，不少本土优秀电梯企业
顺应形势，不断探索发展模式，持续
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着力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
不断取得突破。
而事实上，此次活动的承办方
——南海本土企业菱王电梯股份有
限公司正是这批优秀企业中的一
员。2016 年，菱王电梯打造的“电梯
物联网系统”正式投入运营，该企业
的物联网电梯可实现实时监控、主动
报警、多重报警、故障定位、维保监
督、快速救援等多个功能。这次研讨
会期间，菱王电梯还发布公司最新产
品
“18 吨大载重节能载货电梯”
，
展示
最新研发的技术。
“高速乘客电梯和重载快速载货
电梯，我们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菱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永
标表示，公司一直致力于提升传统电
梯技术，未来将不断研发创新型产
品，让电梯速度更快、载重更大、效率
更高、运行更安全、服务更贴心，从而
不断增强竞争优势。

不忘初心 用创新答好品质考卷

下午 3 时，在位于广佛新干线立交主线桥附近的美思
内衣总部，记者见到了广东美思内衣有限公司（简称“美思
内衣”
）董事长吴艳芬，眼前的她温婉优雅，很难让人将她同
内衣行业“铁娘子”的称号联系起来。
但是，探究她过去 30 余载的创业之旅，也会为她的勇
气和魄力折服。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当大部分企业还在
“贴牌”时，她已经力排众议，谋划布局自主品牌；当不少同
行依靠一两个爆款打遍天下时，她却大胆拥抱智能化和电
子商务等时代浪潮，打造智能内衣；当廉价内衣充斥市场
时，她依然坚持斥巨资建设实验室，把好产品质量关。
“这一路摸爬滚打，
能走到现在，
是因为内心有个顽强的
自己，所以不管遇到多少困难，也能经得起打击，受得住压
力。
”总结自己走过的创业路，
吴艳芬说，
做企业的人一定要经
得起打击，永不轻言放弃，要永远相信明天会更好。在她看
来，
经营企业还要保持“赶考”心态，
时刻不忘学习，
才能答好
企业发展这份“考卷”
。

花大力气 打造出内衣
“金字招牌”
在很多大商圈逛街时，总能
看到
“美思内衣”
的招牌。但是很
多人并不知道，在“美思”招牌的
背后还有一段故事。
上世纪 90 年代，
美思内衣刚
起步时，是为其他企业“代工贴
牌”
，
吴艳芬偶然留意到，
自家生产
出来的同一款内衣，在市场上的
售卖价格却不一，这引起她的思
考：零售商之间的混乱价格机制
导致恶性竞争，最终会危害企业
的利益，企业该怎样做才能遏制
这种现象？
经深思后，吴艳芬率先在国
内探索启用
“经销商”
模式，
在全国
统一内衣零售价，
并且定下规则，

要是发现串货，
要重罚，
从而建立
了价格体系。随后，为巩固企业
发展，
她又创建
“美思”
内衣品牌。
在上世纪末，品牌的打造相
比如今，
更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还有财力，在当时的人看来
是吃力不讨好的。但是吴艳芬始
终相信拥有自己的品牌，才能让
自己的产品拥有话语权。
抱着这样的信仰和信心，在
吴艳芬的带领下，
时至今日，
美思
内衣已发展成为中国服装企业的
标杆，
在全国 30 多个省、市、自治
区设有 2000 多家专卖销售网点，
产品出口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多
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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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思内衣的远销，从侧面
量的重要性，使公司上下在严
上也说明了自主品牌的成功， 把质量关方面达到共识。
那美思内衣究竟靠什么得以在
事实上，在质量这个事情
市场上站稳脚跟？
上，
吴艳芬从来不含糊。为了让
归根结底，是吴艳芬对产
产品质量过硬，
塑造良好的品牌
品质量的执着追求。去年，吴
形象，美思内衣率先通过 ISO
艳芬带着公司里所有部门的一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积极参与
把手，一同前往日本学习精益
各项行业标准的制定。在 2011
生产。但是在回来之前，不少
年，
美思内衣更是投入100多万
员工在当地进行了大采购，甚
元打造国家级实验室，
目前该实
至 一 个 箱 子 去 ，三 个 箱 子 回
验室已经成功申请 11 个检测项
来。
“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觉得
目。
“拥有国家认证实验室，
意味
日本的产品质量过硬，可以放
着美思内衣可以作为第三方机
心购买。”吴艳芬以这件事情入
构出具国家认可的检测报告。”
手与员工们深入分析了产品质
吴艳芬说，
一些同行只会对原料

和产品进行抽检，
而美思内衣所
有原料在进入生产程序之前必
须通过实验室的检测，
确保所有
产品质量过关。
“产品一定要质量过硬，要
坚持把好品质关，最终有人会
欣赏的。”吴艳芬总说自己做的
是“ 美 丽 事 业 ”，要 做 良 心 产
品。同时她也强调要不断创
新，因为内衣也是时尚产业，必
须要在质量的基础上，保证一
定的“颜值”，为此吴艳芬也经
常会前往国外的各大秀场学
习，寻找灵感，创造更多的内衣
花纹和颜色。

分享
“秘密”携手团队前行
如今，吴艳芬在内衣领域
已经默默耕耘了 30 多年，对于
质量和效益永无止境的追求还
在推动着她不断探索前行。
在前行的路上，吴艳芬不
仅对自己的要求严格，还十分
注重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
工作日，每到午饭时间，走
进美思内衣总部的小饭堂，会
发现吴艳芬所在的那一桌，气
氛永远都是最热烈的，因为她
在给美思人分享一些有趣的事
情，或者是分享公司“内部秘
密”
。
作为企业的掌门人，为什
么她会愿意将公司的秘密分
享？在吴艳芬看来，企业要发

展，并不能单打独斗，是要依
如，她大刀阔斧对企业进行架
靠大家，依靠团队的力量，她
构调整，建立独立核算事业部
希望这样的分享也能让员工
制，真正落实责任到人；同时，
增强企业主人翁意识。而让
她在人才的选拔上，也有自己
吴艳芬有这样的感悟，缘起于
的标准，
“ 选人用人方面，首选
一件让她记忆犹深的事。那
认同公司价值观的人，然后再
是很多年前，公司遭遇了发展
考虑是否是专业复合型人才。
困境，但公司员工不离不弃， 聘用他们之后，在安排工作内
甚至自发组织，每个人为她叠
容时，我会有意识地去培养他
一 颗 幸 运 星 ，并 且 写 上 一 句
们的宏观思考问题能力，希望
话，鼓励她要坚持、要振作起
他们能够做到从公司层面去考
来，让她备感温暖和感动，现
虑问题。
”
在回想起来亦如此，
“ 这种精
如 此“ 费 心 思 ”去 打 造 团
神的力量，是无法用金钱去衡
队，是因为吴艳芬始终坚信：
量的。”吴艳芬说。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是和
吴艳芬还从制度建设入
一群‘三观正’的人一起发展，
手，培养团队的责任意识。例
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

经营难题 不断快速学习来求解
6 月下旬，高考已经落下
帷幕，但吴艳芬却笑着说，自己
是天天在“赶考”。因为在她看
来，这世界变化太快，经营企业
犹如爬坡，也要不断汲取新的
知识，丝毫不能松懈，也不能怠
慢。
“ 我这个月先去青岛，然后
再到德国考察学习。”翻开吴艳
芬的行程表会发现，她 7 月份
的学习课程早就安排得满满当
当，吴艳芬笑着说，现在不能只
埋头苦干，所以基本每个月都

安排了学习课程。
让吴艳芬真正重视到学习
的重要性是在几年前，
当时随着
电商时代的来临，
市场渠道进一
步拓宽，
内衣行业的管理费、
研发
等成本下降，
大量廉价内衣出现
在市面上，
造成了市场混乱，
也对
内衣龙头企业造成不少冲击。
这犹如是时代出的一道企
业经营的“附加题”，吴艳芬也
仍在不断求解，最后她发现产
品要想继续领跑市场需要不断

升级，但是产品升级并不再是
仅仅考虑资金问题，还要考虑
功能性等多方面的问题，作为
企业带头人，自己也不能落后，
也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面，
不断抬头看路，
走出去学习。
“现在的好政策层出不穷，
我也需要通过学习，做到快速
接收、消化、思考，不然很快就
会跟不上社会的发展步伐。”吴
艳芬说，
“所以学习也是作为企
业带头人最重要的事情。
”

南海上半年签发原产地
证 1.53 万份

为南企减免关税
约3486.26万美元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春妹 通讯
员/冯慕贞 焦洋）记者昨日从佛山海
关 驻 南 海 办 事 处（以 下 简 称“ 南 海
办”
）获悉，今年上半年，南海办签发
原产地证书共 1.53 万份，涉及金额约
5.81 亿美元，为企业出口产品减免关
税约为 3486.26 万美元。
另外，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
佛山市南海大欣针织业有限公司是
南海区原产地证签发份数最多的企
业，共签发优惠原产地证书 1003 份，
佛山群志光电有限公司是南海区原
产地证签发金额最多的企业，共签发
金额 0.79 亿美元，为企业减少对外贸
易障碍、消除贸易壁垒、扩展发展领
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原产地证书是证明货物原产地
的一种证明文件，出口企业可凭借原
产地证书享受进口国关税减免和其
他优惠待遇，在国际贸易中享有“纸
黄金”
美誉。
南海办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今年
上半年，南海办采取多项措施切实提
升签证便利化水平，例如，积极推广
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服务，帮助企业
足不出户可办理经海关审核通过的
原产地证书，进一步促进跨境贸易便
利化、提升企业获得感。数据显示，
目前南海区总共 400 多家出口签证
企业中，已经有 20 家企业享受政策
红利，成功利用了自助打印服务进行
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
南海办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强
化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的推广力度，
通过组建专题交流群、在各现场张贴
公告、媒体宣传、电话或签证办理现
场专人跟进，为企业自助打印提供宣
传和指引，并赴企业实地指导等，加
大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工作的宣传，
积极协助企业做好企业电子签章维
护、
“ 单一窗口”密钥申办等工作，开
辟自助打印签证快道，为签证企业提
速增效，及时收集企业使用中的问
题，总结经验做法，确保企业自助打
印顺利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