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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共担
破解银行不愿贷、不敢贷难题

虽然融资需求高

但对类似创新型企业而言

贷款并非一件易事

他们普遍“缺钱”

没有土地、房产等固定资产

却又相当“烧钱”

因为科研存在太多不确定性

经过数年的政策驱动与市场培育

出现了另一种融资方式：

知识产权质押

真的一无所有吗？

答案是否定的

创新型企业最值钱的“家当”

是那一摞知识产权证书

但在知识产权质押过程中

存在的难题并不少

想让“知本”变“资本”

“不确定”性

是最大的拦路虎

企业知识产权“变现”大门

由此越开越大

与此同时

海南也在持续探索

更多可能性

比如“质押+证券化”

“活”起来的是知识产权

活跃起来的

是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同比增长20.35%今年截至9月

全省有效发明5825 件

从培育、保护到运用

一条知识产权全链条

正愈发清晰……

近年来

海南“有的放矢”破题

完善相关机制

提高政策可及性

一款新药诞生

要耗费多少时间与费用？

答案是平均6.9年、20亿美元

C
质押+证券化
知识产权“变现”之门越开越大

是否我

真的一无所有

知识产权

被侵权或维权时

我才会被想起

醒醒
出去挣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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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融资
知识产权的另一种“变现”方式

一款新药的诞生，需要耗费多少时间
与费用？6.9年、20亿美元，这是全球专业
服务机构德勤于今年年初给出的一组平
均值。周期之长、耗资之重，注定了生物
医药企业对融资的高需求。

“但在银行传统的信贷审批体系中，
我们要想拿到贷款并非易事。”尽管过去
多年来饱受融资难的困扰，海南某生物医
药企业相关负责人陈永（化名）却在换位
思考中理解了银行的谨慎，“我们没有土
地、房产、设备等固定资产，科研又存在太
多不确定性。”

生物医药企业的高风险属性，一度让
银行“望而却步”，但后者又似乎并未真的
却步。2019年底，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
分行在万宁某药企缺乏有效抵押物的前
提下，向其发出一笔1000万元的流动资
金贷款；几乎同一时间，兴业银行海口分
行也向本省一家药企放贷 2000 万元；
2018年10月至今，海南某药企更是接连
获得7笔银行授信，累计额度达5.3亿元。

竭力规避风险的银行为何态度松
动？上述3家药企给出同一“秘密武器”：
知识产权。

这一过去常常在被侵权或维权时才
会引起重视的“无形资产”，究竟价值几
何？由省知识产权局提供的一个案例可
以作为印证——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研发的专
利“高光学纯度反式-右旋奥沙利铂冻干
粉针剂及其制备方法”，曾在去年获第三
届海南省专利金奖。在转化为产品“注射
用奥沙利铂”后，该专利已累计创造经济
效益超5亿元。

“一个技术含量高的专利、一个信
誉良好的商标，蕴含的市场价值不可估
量。”在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服
务处处长李军看来，包括生物医药企业
在内，每一个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都是

“潜力股”。
随着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意识的加

强，这群“潜力股”的魅力正被越来越多人
看见。对此，海南华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倪夏有切身体会。“我们是做医疗卫生
领域的软件开发，最值钱的‘家当’就是一
摞知识产权证书。”倪夏说，每一个知识产
权转化为实际产品后，都可以创造几十万
元到上百万元不等的经济价值，“但这一

‘变现’周期至少需要1年半，在这期间，
知识产权往往处于闲置状态，技术研发却
又需要持续不断的资金投入。”

一没有固定厂房、二没有大型设备，
自2014年成立以来，该公司从未向银行
成功贷到过一笔款项。“真是破天荒的头
一次！”2021年7月，倪夏以自主知识产权
进行质押，向银行成功申请到一笔200万
元贷款，公司融资难的困境迎刃而解，也
让他第一次意识到：知识产权除了转化为
实际产品，还能有另一种“变现”方式。

·延伸

条漫文案：刘乐蒙
条漫手绘：杨千懿
条漫制作：张昕

从某个角度而言，创新型企业就像
一个“矛盾体”。

一方面，它们普遍“缺钱”，一辆车、几
台电脑、租来的办公室，几乎就已是不少
创新型企业创业初期的全部“家当”；一方
面，它们又相当“烧钱”，科研投入持续不
停，却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回报变现。

这一轻资产、高风险的特质，往往易
遭遇金融机构的各种冷遇。融资难，由
此也成为它们面临的最大发展阻碍之
一。有意思的是，大量具有这一特质的
企业，近几年却频频顺利拿到贷款——

帮助它们获得融资支持的，正是那些
曾被忽视的无形资产：知识产权。2019
年至2022年10月，我省累计为各类企业
提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额约84亿元。

“看不见、摸不着”的知识产权，究竟是
如何获得金融机构青睐，又是怎样被转化
为“真金白银”？这一过程中有太多问题值
得探讨，而伴随大量“知本”变“资本”，其意
义也绝不止于企业融资渠道的拓宽。

事实上，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并不是一个新
名词。

2006年，全国首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金
融产品在北京诞生。我省第一笔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则发生在2014年，自那时起，省内多家金
融机构便相继增设这类业务。

在拿到这笔200万元贷款前，倪夏也曾接触
过其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产品。但他注意到，上
述产品大多并非“纯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而是以

“知识产权＋固定资产”的组合担保模式放贷。
如此模式，显然依旧将不少缺乏固定资产

的中小微企业“拒之门外”。
为何金融机构迟迟不愿探索纯知识产权质

押？“不确定性”是最大的拦路虎。
“知识产权的价值如何评估？万一转化失败

或债务人违约怎么办？一旦贷款出现风险，作为
质押物的知识产权又该如何处置？”在提及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时，海南某金融机构从业者一口气
抛出“评估难”“风控难”“处置难”等诸多问题。

不容忽视的是，上述问题无法完全依靠市
场自发解决。破题，还需从一系列政策支持的

“有的放矢”开始——
聚焦“评估难”，省知识产权局于2019年10

月制定出台《海南省知识产权资产评估若干规
定》，明确评估范围、评估主体、委托方式和办理
流程等内容，完善知识产权评估评价体系。同
时，引导社会化评估机构相继落户，为企业提供
便捷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服务。

聚焦“风控难”，省知识产权局、省财政
厅、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10月共
同制定《海南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管理办
法》，明确一旦债务人违约，金融机构、担保机
构、保险机构每年每家将获得最高500万元的
风险补偿。补偿资金由海南省级财政预算安
排，从海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知识产权专
项资金中支付。

聚焦“处置难”，我省在知识产权转让、运用等
方面开展制度创新，探索建立海南国际知识产权
交易所，逐步完善知识产权交易体系与交易机制。

这一过程中，我省逐步构建起“多方参与、
各尽其责、权责对等”的风险共担与补偿机制。

“其中，政府扮演的角色是推动者与引导者。”在
李军看来，这一推动与引导，不仅针对金融机
构，也包括各类企业——

一方面，为提供纯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
的金融机构，每家提供最高300万元的补贴，以

此激发它们的参与积极性；一方面，与金融机构
建立战略合作，通过线上线下开展政策宣讲会、
银企对接会，为银行和企业“牵线搭桥”。

但即便机制足够健全、政策可及性足够高，
耗时较长、流程复杂等操作层面的不便利性，依
旧可能成为影响银行和企业参与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的现实障碍。为打通这一“堵点”，省知识
产权局特地开辟“绿色通道”，实现知识产权质
押登记的即到即办、快速处理。

今年6月14日，北京鑫开元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海南分公司向省知识产权局申请办理知识
产权质押登记。当天，该公司仅用了2个小时，
便顺利拿到质押登记通知书。而在过去，这一
办理时间至少需要7个工作日。

政策与服务双拳发力，无疑大大提升企业、
金融机构参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积极性。
2019年至2022年10月，我省累计为各类企业提
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额约84亿元。

从 2019 年的 6.7 亿元，到 2020 年的
24.94 亿元，再到 2021 年的 25.98 亿
元，经过持续数年的政策驱动与市
场培育，我省知识产权“变
现”之门正越开越大。

不久前，倪夏还清了这笔200万元贷
款。甩掉债务包袱的同时，该公司今年又
新增了一批“家当”：2项专利和10项软件
著作权。“没了资金掣肘，技术研发顺利很
多，目前我们共拥有47项知识产权。”尽管
部分知识产权还未完成转化，但他知道，这
些看似闲置的资产随时能“活”起来。

“活”起来的是知识产权，活跃起来的
是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去年，我省专利授权量13632件，首次
突破一万件，同比增长58.92%。截至今年
9月份，全省有效发明5825件，同比增长
20.35%。

成效有，瓶颈也有。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目前，我省开展

的纯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多集中在海
口。这得益于海口利用中央财政支持资金
2000万元和市级财政1000万元，设立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资金池，通过“政
府＋银行＋评估＋担保”四方分险，推出的

“海知贷”业务。
“这一模式下，政府部门可以风险补偿

资金的方式承担50%的融资风险，有效缓
解了银行不愿贷、不敢贷，担保公司不愿
担、不敢担的问题，评估机构也因为承担风
险，对知识产权的评估更加谨慎，评估结果
更为客观。”但李军坦言，并不是所有市县
都有能力设立这一风险补偿资金池。

如何将“海知贷”模式因地制宜地复制
到各市县，是职能部门正在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省也持续探索着“知识产权+
金融”的更多可能性。

在2019年出台的《海南省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管理办法》中，适用于质押融资的知
识产权被限定为专利和商标两类。就在不
久前，新锐恒丰（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以植物新品种权作为质押物，从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拿到一笔贷款，
意味着我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覆盖范围再
一次扩大。

知识产权“变现”，不仅限于质押。当
它进入资本市场，打开的则是一条“2.0版
本”的融资新路：知识产权证券化。“通俗来
讲，知识产权证券化就是以知识产权的未
来预期收益为支撑，发行可以在市场上流
通的证券进行融资。”李军解释，二者的不
同在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是单一渠道的
融资，而知识产权证券化是面向社会公开
融资，相当于“升级版”。

质押与证券化，两种知识产权融资模
式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不仅进一步打通融
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也持续改善着市场
主体创新发展环境。“知识产权价值最大化
的前提，是拥有足够的创新能力。”李军表
示，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省企业创新创
造能力相对不足，拥有的高价值专利数量
不多，知识产权运用转化率低，知识产权公
共服务供给不充分，与先进地区仍存在一
定差距。

好在，一系列举措正在给出。
从深入实施专利质量提升工程，推动

知识产权类保险落地，到鼓励市县及园区
创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机制，再到做好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和运营服务体系建
设，为社会创新主体提供知识产权“一站式”
服务……不难发现，在海南，一条知识产权
培育、保护与运用的全链条，正愈发清晰，也
愈发高效。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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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银行不愿贷、不敢贷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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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定谔的“虎”

长路漫漫
“挥金如土”

“2.0版本”

融资新路

视频文案：李萌
视频制作：吴文惠

扫一扫看条漫
《唤醒沉睡的“家当”》

扫一扫看MG动画
《知产在海南如何“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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