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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随着近年来我国专利申请数量增长以及我国国内专利技术水平和版权质量水准的不断提高

，未来我国专利版权转让供给市场也会不断增长；而受我国技术发展和文化市场需求增长，

我国专利版权转让市场需求也会保持增长态势。

    2009-2014年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逐年增加，推动我国专利版权转让市场的发展。知识产权

使用费是指居民和非居民之间为在授权的情况下使用无形、不可再生的非金融资产和专有权

利（例如专利、版权、商标、工业流程和特许权），以许可的形式使用原创产品的复制真品

（例如电影和手稿）而进行的付款和收款。到2014年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将达到24785.82百万

美元。

2009-2014中国知识产权使用费

 

数据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2009-2014年中国专利版权转让数量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中国专利版权转让行业市场集中度         CR10   CR15   CR20       集中度   23.2%   28.8%   32.6%  

资料来源：中国博思数据网整理整理

    本研究咨询报告由博思数据公司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监测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

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

总署、知识产权局、博思数据中心提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

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专利版权转让市场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专利版权转让市场做了重

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专利版权转让市场趋势预测分析。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

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

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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