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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第 1 期（总第 52 期）

中国贸促会宁波市化工行业支会（商会）秘书处编 2015 年 1 月

【专题报导】

宁波市政府召开“全市工作和信息化工作会议”
2015 年 1月 13 日下午，宁波市政府召开的“全市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

在市行政会议中心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宁波市副市长陈仲朝、市府副秘书长陈

炳荣、市经信委主任林克宇以及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市

国土资源局等市相关部门与各县、市、区政府、各工业开发区管委会分管领导、

各县、市、区经发局负责人、工业强镇负责人、部分重点企业、高成长企业负责

人和相关市行业协（商）会负责人近 300 人，我会张秘书长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主要内容：

一、林克宇主任报告全市2014年工业和信息化工作情况和2015年工作安排；

二、余姚市政府等 4 个单位作大会交流发言；

三、陈仲朝副市长讲话。陈副市长首先充分肯定了 2014 年全市工业和信息

化工作所得的成绩，接着重点分析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及其丰富内涵，同时

布置了 2015 年全市工业和信息化的重点工作。

（化贸秘）

【贸易预警】

欧盟修改 REACH 和 CLP 法规

2014 年 12 月 23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将在 2015 年生效的法规概要，其中

包括了对于 REACH 法规和 CLP 法规的修改。

在对于 REACH 的修改中，包括了对附录 17 的修改，在 CMR 物质列表中新加

入了 9种新物质。该修改会从 2015 年 1 月 1 日开始生效，这意味着包含这几种

成分的物质或者混合物其含量超过浓度限值的话，会被禁止销售给大众。这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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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物质包括：加氢处理石脑油砷化镓氟环唑硝基苯邻苯二甲酸酯 N-乙基-2-

吡咯烷酮十五氟辛酸铵盐全氟辛酸硫代甘醇酸异辛酯二正辛基锡。另外，对于皮

革制品中六价铬的使用限制会从 2015 年 5 月 1 日施行；对于消费品中多环芳烃

(PAH)的使用限制会从 2015 年 12 月 27 日开始实施。还有一些对于化学品分类和

标签的重要措施将从 2015 年 6 月 1 日开始实施：

根据欧盟 CLP 法规，需根据要求对于物质重新分类以及标注；对于混合物的

“再适应技术进步”的介绍；在 CLP 标准下的几个部门法规的缓冲期将结束，包

括洗涤剂，油漆，电子电气设备以及工人的保护。对于化妆品产品法规的附录也

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法规会从 2015 年 4 月 16 日第一次生效，法规内容包括，

对于常规化妆产品，对羟基苯甲酸丙酯和对羟基苯甲酸丁酯的被允许的最大浓度

将会降低，同时，该两个物质将在作为“驻留型产品”的婴儿的尿布中被禁止使

用。同样的，甲基氯异噻唑啉酮和甲级异噻唑啉酮的混合物（MCI/MI）的使用将

会从 2015 年 7 月 16 日以后，在身体乳之类的“驻留型产品”中被禁用，但是对

于可冲洗掉的产品，在一定的浓度限制内仍然可以使用。

在欧盟法规对于食品接触塑料的条款中，对于在塑料层或者瓶盖和瓶塞的塑

料图层中除了塑化剂之外的添加剂的法规将会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开始实施。

（化贸秘）

【协会工作】

市经信委召开系统协会年度工作暨业务培训会议
2014 年 12 月 29 日—30 日，市经信委在九龙山庄召开市经信系统协会年度

工作暨业务培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市经信委主任林克宇、副主任鲁章敖、企

管处处长徐瑞君、副处长王寅宇及市经信委相关处室负责人和系统各协会秘书长

等 120 余人。

会议主要内容：

一、传达市经信委甬经信企管【2014】388 号文件，通报表彰 2014 年度宁

波市经信系统协会工作先进单位。我会荣获三等奖，同时也受到表彰。

二、徐处长通报 2014 年系统协会考评情况及作 2014 年系统协会工作总结。

三、市经信委主任林克宇与副主任鲁章敖分别讲话。着重对 2015 年的协会

工作作了部署，并提出了要求与希望。

四、举办“社会团体政策及工作实务”培训，主讲人为市民管局翁晓晖老师，

翁老师的授课通俗易懂、虚实结合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化贸秘）

我会经市民政局复评再次达标 4A级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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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接市民政局甬民发【2014】129 号文，根据《宁波市社会组织评估管

理办法》（甬民发【2013】106 号）和《关于开展 2013 年度社会组织年检及 2014

年度评估工作的通知》（甬民发【2014】12 号）的有关规定，经社会组织自评、

专家实地考评、复核委员会复核、评估委员会审核、媒体公示等程序，2014 年

度市级社会组织评估工作（含 2012 年度获评 4A以上社会组织的复评）已圆满完

成。我会经市民政局复评再次达标 4A级社会组织，具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

买服务资质。

（化贸秘）

我会召开换届筹备小组工作会议
根据支会换届工作计划，2015 年 1月 10 日支会换届筹备小组工作会议在宁

波和丰花园酒店召开。出席会议的换届筹备小组成员（委托人）有：会长席伟达、

副会长袁俊杰、洪尉明、理事张源仁、朱莹（全部到会），支会秘书长张华生列

席会议。围绕会议各项议程，经与会者认真讨论，达成如下共识：

一、审议通过支会章程修订稿及章程修订说明；

二、审议通过支会六届一次会员大会选举办法；

三、审议通过支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监事、秘书长、监事长、副会长、会

长候选人推荐名单；

四、审议通过拟聘请的支会第六届理事会名誉会长、顾问推荐名单；

按章程规定，以上各项议案提交 2015 年 1月 22 日将召开的支会五届五次理

事会作进一步审议、通过。

（化贸秘）

2014 年工作总结与 2015 年工作计划

一、2014 年工作总结

2014 年在市经信委和市贸促会的正确领导下，我会继续坚持“服务立会、服

务办会、服务兴会”的指导思想，在展览服务、贸促服务、培训服务、信息服务、

转型服务、专题调研、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又有较大的长进。现将主要工作简要

总结如下：

（一）、展览服务：

1、2014 年初，我会通过中国贸促会化工行业分会、中国化工信息中心等多

渠道，经认真筛选，收集到适合我会员企业的国内、外主要化工展览计划 27 项，

并于 1 月份书面发至各会员，由企业自由选择、自愿参展。据统计，2014 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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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企业参加国内外各类专业展览 36 期，参展面积 567 平方米，合同成交 13847

万元人民币，其中：国内展展出面积 495 平方米，合同成交 8052 万元人民币。

2、积极参与首届 2014 中国（宁波）国际新材料科技与产业博览会的筹备工

作。一是参与展会总体方案的筹划、商洽工作；二是承担展会的招商招展工作。

首届 2014 中国（宁波）国际新材料科技与产业博览会 2014 年 10 月 16 日-10 月

18 日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出面积达 2.2 万平方米，折标摊 825 个，设

置 4 大展馆，有来自国内著名的新材料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来自美、英、

德、韩、日等 15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内外团组（企业）参展，参展商共计 369 家。

同期还举办国际化工新材料论坛等 10项配套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展会期间现

场签约合同额达 5870 万元，同时展会还达成几十项技术成果转让项目意向，涉

及金额达 15.2 亿元。首届新材料展的规模及参展企业数均居国内新材料展首位，

实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圆满成功。

（二）、贸促服务：

贸易促进是我会的强项也是主要职能之一。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坚持“纵向

主动对接，横向联合互动”行之有效的方法，努力为企业开拓市场提供贸促服务

平台。2014 年我会组织的主要贸促活动有 6 项即： 2014 年 4月 18 日的“企业

走出去：由新加坡通往第三方市场研讨会”、6 月 8 日的“宁波—立陶宛经贸合

作大会”、“中国宁波—中东欧国家企业对接洽谈会”、6 月 25 日的“上海 2014

国际泵管阀展和第七届国际污水处理展”、10 月 24 日的“全球网络营销与跨境

电商大会”、11月 18 日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东盟新商机报告会”。参与的企业共

有 104 家次，人数达 110 人次。这些活动拓宽了企业视野，提高了企业知名度，

为企业赢得了商机，得到了企业的认可。

（三）、培训服务：

2014 年 4 月 25 日，5月 16 日和 8月 23 日，我会组织会员企业先后举办或参

加了“企业法律事务”、“外汇金融知识”和“合同法律风险的识别与防范”三个

培训班。参培人员均为我会员企业的分管领导、外贸、技术、品管、营销等部门

骨干，共计参培企业近 40 家次，人数达 120 余人。培训班主讲人分别是资深律

师、市外管局领导等。主讲人均从法律与法规、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对主题进行了

详细的解读，同时还留有互动提问时段，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主讲人均耐心的做

了解答。总之，三期培训班办的很成功，正如某会员企业刘总所说“培训班办的

挺好，我们学到了不少新东西。”

（四）、信息服务：

1、2006 年我会创办的“宁波化工贸促信息”期刊、至今已出 51 期，内部共



55

发行 4800 余份，起到了宣传政策，传递信息的作用，架起了我会联系会员的桥

梁与纽带。

2、全面改版“宁波化工贸促网”，配套建立企业信息员队伍，配备专职信息

员，做到网站信息“天天更新”，信息量不断增加，点击率逐月上升，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网站点击率已突破 113 万次。据信息台账统计，2014 年我会网

站发布各类信息共 5160 条、其中：原创信息 190 条。经多年的努力，目前我会

已建成上下连接、纵横贯通的三级信息服务平台。

（五）、转型服务：

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企业转型升级是 2014 年工业经济的重中之重，

我会紧紧围绕该项重点工作，为会员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一是为

企业开发新产品搭桥牵线，当好参谋；二是积极推广“电商换市”，有的企业电

子商务销售已占总额的 30%；三是积极推进企业专利申请、技术贯标等工作。

2、进企业，开展技术服务（交流）活动。2014 年 7 月 31 日与 9 月 4 日，我

会组织宁化贸技专委专家，分别到会员企业宁波新安东橡塑制品公司、宁波顺泽

橡胶公司开展技术服务（交流）活动。活动 一般先由公司老总介绍企业概况及

存在的技术问题，然后由大家对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并提出一些方向性的整改

建议。进企业，开展技术服务（交流）活动得到了会员企业的充分肯定和欢迎。

(六)、专题调研：

2014 年我会承接了市经信委下达的“绿色发展是宁波化工行（企）业转型

的必由之路”的调研课题。通过走访园区和企业，基本搞清了我市石化行（企）

业绿色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加快我市石化行（企）业绿色发展

的建议，2014 年 9 月完成该调研报告。报告分三个部分，共 8600 多字，内容丰

富、层次清晰，对促进我市石化行（企）业绿色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七)、加强自身建设：

加强自身建设是形势的需要，也是提升支会服务能力的前提，2014 年我会

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继续建立、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各项

规章制度，完善支会法人治理机制，进一步规范内部管理，使支会有章可循、有

序运转；二是发展了宁波保税区锐科化工公司等 5 家新会员，同比 2013 年增长

7%以上。壮大会员队伍，提升支会实力。

二、2015 年工作计划

（一）指导思想：

2015 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

高水平开放的关键之年。我会应围绕全市经济工作重点，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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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的总体

要求；坚持以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

服务宗旨，拓宽服务领域，规范自身建设；努力开创化工贸促工作的新局面，使

我市化工行业提质增效、持续稳定发展。

（二）主要工作：

1、展览服务：

（1）、根据会员需求，通过多种渠道主动收集 2015 年国内外主要化工专业展

览计划，帮助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争取 2015 年 1月底前书面发至各会员单位，

供企业自主选择，自愿参展。

（2）、积极参与第二届 2015 中国（宁波）国际新材料科技与产业博览会的筹

备工作。同时主动对接市经信委和市贸促会举办的相关会展项目和经贸活动，为

会员企业拓展市场、寻找“商机”提供服务。

2、培训服务：

在了解会员企业培训需求的前提下，2015 年计划组织 1-2 个免费培训项目，

以进一步提高会员企业经营者与业务骨干的素质与能力。

3、技术服务：

（1）、充分发挥宁化贸技术专家委员会的作用，加强技术专家力量，扩大技

术专家队伍，继续组织专家“进企业开展技术服务（交流）”活动，切实帮助会

员企业解决一些生产中的技术问题。

（2）、继续帮助会员企业调整产品结构、转型升级，在“产学研结合”、“校

企合作”方面积极为会员企业搭桥牵线，当好“红娘”。

4、信息服务：

继续办好“宁波化工贸促”期刊，着重提高办刊质量。继续加强门户网站

的建设与管理，进一步做好有效信息的收集、发布工作，进一步健全三级网络体

系，把我会网站办成有特色、专业化的信息服务平台。

5、专题调研：

主动承接市经信等政府部门下达我会的调研课题，为政府部门加强行业管

理提供参改。

6、加强自身建设：

（1）、认真贯彻中央组织部中组发【2014】11 号文件和省、市组织部门通

知和要求，有公务员身份的领导干部辞去支会领导职务，同时支会提前换届，召

开支会六届一次会员大会选举产生支会新的领导班子，实现平稳过渡。

（2）、修改支会章程，健全民主监督机制，增设监事会。进一步健全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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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为核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完善法人治理机制，使支会自身建设再上新台阶。

（3）、继续做好新会员发展工作，2015 年确保新会员发展同比增长 5%以上。

上述 2014 年工作总结与 2015 年工作计划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化贸秘）

【会员风采】

宁波石化开发区举办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讲座
12 月 5 日下午，宁波石化开发区组织开展了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专题讲座。

镇海区委宣讲团成员、区委党校调研室副主任赵红伟通过大量的热点案例分

析,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构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部署及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三方面，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和《决

定》的重要内容，对全会精神的法治内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解读，并特别阐释

了此次全会提出的新观点、新提法，通俗易懂地讲述了如何依法行政,推进法治

政府建设。

管委会各局（办）、中心、下属直属企业、部分园区企业的党员干部共计 100

余人参加了集中学习。

（化贸秘）

洪大进出口公司参加 2014 广州国际涂料展收获颇丰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涂料展于 2014 年 12 月 3-5 日在广州举办，宁波洪大进出

口公司组织 20 余人的精干业务团队参加了此次行业盛会。展会期间，前来参观

洽谈的客户和展商络绎不绝，本着“深入了解、全面展示、广泛交流、真诚合作”

的目的，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客户进行全方位洽谈交流，获得了大量行业信息和客

户需求，达成了新的合作意向，为未来公司业务进一步拓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化贸秘）

镇洋公司管理体系通过年度外部监督审核

12 月，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作为第三方对镇洋公司 SO9001:2008 质量管理

体系、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OHSAS18001:2007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进行了为期 4 天的年度监督审核和体系成熟度评价。

专家组针对体系实施的有效性、适宜性以及生产作业现场进行了全面审核，

范围覆盖公司全部业务内容。最后一致认为公司“三标一体”管理体系总体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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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有效，满足国际标准规定要求，仅对个别内容提出了整改意见。

镇洋公司对此次体系评价审核十分重视，主动要求专家组加大监督力度，

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同时，要求各部门举一反三，严格落实专家整改建议，夯

实各项基础管理工作。

（化贸秘）

宁波巨化公司荣获省第五批能源计量示范单位
11 月下旬，宁波巨化公司被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授予浙江省第五批能源计量示范单位。

近几年来，宁波巨化公司贯彻落实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节能降耗的总体部

署，积极开展节能降耗活动，积极参与能源计量示范单位创建活动，不断完善节

能降耗的措施，实施能源耗用计量办法，全公司形成“关注能源计量，促进能源

降耗”的良好氛围，使公司节能降耗工作走在前列，曾获浙江省节能先进集体，

宁波市“十一五”节能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化贸秘）

德泰化学公司荣获省级 3A 级“守合同重信用”称号
根据《浙江省工商企业信用等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认定管理办法》的规

定，宁波德泰化学公司通过各相关部门的考核，被认定为浙江省 3A 级“守合同

重信用”单位。

即将迈入第十个年头的德泰，一直以来都秉承着“以信为德，以新求泰”的

理念，坚持诚信经营，共同发展的道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重视与所有利益方

的协商，形成良好的合作模式，并努力发展企业的信用机制，加强合同信用的管

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今后的发展当中，德泰化学将进一步重视企业的合同信用管理，提高合同

信用管理的水平，为促进社会和谐，推进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化贸秘）

宁波天源科技公司成功实现“腾笼换鸟”
宁波天源科技公司是家以生产造纸化学品为主的中型企业，原地处鄞州中

心区甬南北路。因城市建设需要，2012 年 4 月起步实施“腾笼换鸟”项目，2014

年 1 月峻工验收合格并正式投产，现公司新址为鄞州区瞻歧滨海工业园区。通过

“腾笼换鸟”，该公司扩大了厂区、优化了产品、增加了产能、提高了效益，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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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今年公司产值可达 3000 万元，同比 2013 年增长 30%以上。该公司王总颇有体

会的说：“腾笼换鸟确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之一。”

（化贸秘）

宁波新安东橡塑公司召开 2015 年工作会议
2015 年 1月 16 日下午，宁波新安东橡塑制品公司 2015 年工作会议暨春节联

欢晚会在北仑戚家山宾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新安东公司董事长陆慰星、总经

理张莉萍、部分兄弟单位、供应商、经销商负责人及全体员工共 250 余人。我会

张秘书长应邀出席会议。

会议主要内容：

一、陆慰星董事长作工作报告，陆董简要回顾了 2014 年公司的生产经营情

况，重点提炼、诠译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十六字”企业精神----“稳健创新、敢

闯敢拼、永争第一、合作双赢”。并对 2015 年的工作作了部署，同时还向全体员

工提出了新希望和新要求。

二、表彰、奖励了 2014 年的十大优秀员工及先进个人；

三、来宾代表发言。我会张秘书长发言时对公司 2014 年的工作予以充分肯

定，尤其对去年工作中的三大“亮点”给予高度评价。一是在去年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的情况下，公司的经济效益取得了显著增长；二是审核通过了 TS16949 认证，

取得了汽车橡胶类配件的通行证；三是获国家级 2013-2014 国优工程配件类密封

条抽捡评比第一名与国家级金轩奖密封材料第三名，密封条第一名的殊荣。

（化贸秘）

瑞福特气体储运公司开展新安全法宣贯培训
为切实做好新《安全生产法》的宣贯工作，落实石化区安委办根据《宁波市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新安全生产法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精神和要

求，结合宁波瑞福特气体储运公司实际，该司 HSE 部于 11 月 20 日下午开展新《安

全生产法》宣贯培训活动，公司各部门员工积极参加。

活动开始后，副总经理殷建华首先就新安全法的宣贯工作表示了高度的重

视。然后 HSE 部经理向大家讲解了新安全法宣贯的活动方案，宣导新安全法的文

件精神，为大家逐条比对了新老安全法的不同之处，着重强调了与宁波瑞福特气

体储运公司相关的安全法条款内容。随后，各部门员工就新安全法的相关内容进

行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和与会者进行了分析讨论。

本次新安全法宣贯培训活动强调，要以宣传贯彻学习新修订的《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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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为契机，进一步强化落实新安全生产法的新理念、新精神，公司各级要依照

法律法规切实履行安全生产职责，认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巩固安全生产基础工

作，确保公司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化贸秘）

【展览计划】

发布2015年国内外24项主要化工专业展览计划
据会员单位要求，现发布我会多渠道收集到的2015年国内外24项主要化工专

业展览计划(见附件1）。请各单位结合实际自主选择参展，在报名截止日前，提

出申请，盖好公章，邮寄我会，以帮助落实展位。如需进一步了解某展览项目，

欢迎来人来电咨询。电话：0574—87367176，联系人：张华生。

（化贸秘）

附件1： 2015年国内、外主要化工专业展览计划表

序号 展会名称 时间 地点 类别 报名截止期

1
2015（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化工

展览会
9月16-18日 上海 国内展 7月1日前

2
中国国际精细化工及定制化学品

展览会
11月12-13日 上海 国内展 9月1日前

3
第二届欧洲农用化学品峰会及

展览会
6月 德国·柏林

农用化学品

类
3月1日前

4
第八届中国（巴西）农用化学品

展览会
8月 巴西·圣保罗

农用化学品

类
5月1日前

5
第28届非洲及中东地区国际农业

展览会
9月 埃及·开罗

农用化学品

类
6月1日前

6
第三届中国（澳大利亚）农用化

学品峰会及展览会
10月 澳大利亚·悉尼

农用化学品

类
7月1日前

7 2015俄罗斯食品配料展 4月27-29日 俄罗斯·莫斯科 食品配料类 2月1日前

8 2015欧洲健康食品展 5月5-7日 瑞士·日内瓦 食品配料类 2月1日前

9
2015美国天然、健康和创新

原料展
10月7-8日 美国·拉斯维加斯 食品配料类 7月1日前

10 欧洲食品配料展 12月1-3日 法国·巴黎 食品配料类 9月1日前

11 欧洲精细化工展览会 6月24-25日 德国·科隆 精细化工类 3月1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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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土耳其精细化工展览会 9月9-10日
土耳其·伊斯坦布

尔
精细化工类 6月1日前

13 俄罗斯国际化工展览会 10月 俄罗斯·莫斯科 精细化工类 7月1日前

14 越南国际化工展览会 12日 越南·胡志明市 精细化工类 9月1日前

15 2015南美 CPhI 8月25-27日 巴西·圣保罗 医药原料类 5月1日前

16 2015印度 CPhI 12月1-3日 印度·孟买 医药原料类 8月1日前

17 2015韩国化妆品原料展 6月15-16日 韩国·首尔 化妆品类 3月1日前

18 2015巴西国际化妆品原料展 9月 巴西·圣保罗 化妆品类 6月1日前

19 南非涂料展 CFA2015 5月11-13日 南非·约翰内斯堡 涂料类 2月1日前

20 亚太涂料大会 ACC2015 5月12-13日 越南·胡志明市 涂料类 2月10日前

21 亚太涂料展 APCS2015 9月17-18日 马来西亚·吉隆坡 涂料类 6月10日前

22 中东涂料展 MECS-Cairo2015 10月7-8日 埃及·开罗 涂料类 7月1日前

23 西班牙涂料展 Eurocoat2015 10月 西班牙 涂料类 7月1日前

24

2015德国国际化学工程、环境保

护和生物技术展览会

（阿赫玛设备）

6月15-19日 德国·法兰克福 化工装备类 3月1日前

【会员之窗】

隆源知识产权集团是由一批具有丰富从业经验的资深知识产权专业人士组

成的，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一揽子知识产权问题解决方案。集团总部北京隆源智信

咨询公司设在北京海淀区，毗邻国家知识产权局及复审委员会，在宁波、佛山、

深圳设有分公司，与集团旗下北京隆源天恒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共同努力，为客

户提供高质量的基础性知识产权申请及维权服务。并在日韩和欧美设有驻外分支

机构，为客户代理主要发达国家的国际专利申请事务。

 隆源核心业务

一、 系统贯标

隆源借助多年的知识产权管理咨询、培训、代理经验，在为企业提供贯标服

务的过程中，将灵活、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模式和方法引入企业。同时依托多年

为国家局课题在规范企业知识产权体系的同时，确保企业最终通过贯标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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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隆源为十多家企业开展贯标服务，其中不乏上千人的大型集团公司。

二、 优化布局的专利申请

优化布局的专利申请是隆源极具特色的一项核心业务。主要表现在：

1）撰写前对专利技术挖掘、分解、布局、检索、分析，明确最优布局，评

定新创性程度，形成专利可行性分析报告，提高专利申请的授权率和实用性；

2）在授权基础上，考虑防止侵权设置，确保专利实用性和稳定性的进行专

利撰写；

3）撰写完成后，提供专利申请预检索报告，以备企业下一步研发提供技术

参考；

4）充分巧妙利用专利申请过程中的程序设置（主动修改提示、要求优先权），

最大限度的为客户解决问题。

隆源为代理的发明专利授权率高达 90%以上,优势领域：材料、软件、机械、

电子等。

三、 灵活有效的专利维护

隆源通过多年来大量为客户开展维权服务的经验积累，为客户提供灵活多样

的纠纷处理方式，力求实现客户的真实要求，最大限度维护企业的利益。

 隆源核心价值观 乐于分享、努力成长、敢于担当

 选择隆源智信的五大理由

规范化管理、 专业化人员、 精细化服务、 前瞻性视角、 创新型态度

宁波隆源联系方式:

地址：宁波市菁华路 188 号甬港现代铭楼 313 室（315040）

联系电话：0574-27898332/8847 Email:nb@lonyuan-ip.com

负责人：户肖媛（13806676194） Email:lonyuan-amy@foxmail.com

（化贸秘）

mailto:nb@lonyuan-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