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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记者 张
泉）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明
确要不断改革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综
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社会治理
手段强化保护，促进保护能力和水平整体
提升。

《意见》提出，力争到2022年，侵权易
发多发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权利人维权

“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的局面
明显改观；到2025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

满意度达到并保持较高水平，保护能力
有效提升，保护体系更加完善，尊重知识
价值的营商环境更加优化，知识产权制
度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作用得到更加有
效发挥。

《意见》要求，加大侵权假冒行为惩戒
力度、严格规范证据标准、强化案件执行
措施、完善新业态新领域保护制度。提出
加快在专利、著作权等领域引入侵权惩罚
性赔偿制度；探索加强对商业秘密、保密
商务信息及其源代码等的有效保护；加大

刑事打击力度，研究降低侵犯知识产权犯
罪入罪标准，提高量刑处罚力度；探索建
立药品专利链接制度、药品专利期限补偿
制度；制定电商平台保护管理标准等。

《意见》要求，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建立
健全社会共治模式、加强专业技术支撑。优
化授权确权维权衔接程序、加强跨部门跨区
域办案协作、推动简易案件和纠纷快速处
理、加强知识产权快保护机构建设。更大力
度加强国际合作、健全与国内外权利人沟通
渠道、加强海外维权援助服务、健全协调和

信息获取机制。
《意见》明确，全面加强党对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的领导。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
实知识产权保护属地责任。各地区各部
门要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资金投入力
度。鼓励条件成熟的地区先行先试，率先
建设知识产权保护试点示范区。将知识
产权保护绩效纳入地方党委和政府绩效
考核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确保各项工作
要求有效落实。

改革完善保护体系 有效提升保护能力

我国将全面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人民日报署名文章

国际法不容美国
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

钟声

美国国会通过所谓“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无视香
港暴力犯罪分子造成的破坏，企图以一国国内法干涉他国内政，
既无视人权，更遑论民主。这种蛮横的霸权干涉行径，暴露了美
国一些政客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他国内
政的真面目。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美国一些政客对完全属于中国内政的
香港事务指手画脚，妄图以国内立法的形式推行霸权主义，是赤
裸裸地置国际道义于不顾，必将为所有尊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的国际社会成员所不容。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必孤。在美国一些政客眼里，政治偏见比
法理重要，政治图谋比公理优先。他们把在香港问题上的昏招，当
成了围堵阻遏中国发展的一张“好牌”，不惜撕下面具，孤注一掷。
他们将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际责任抛置脑
后，把当年美国代表团在敦巴顿橡树园里有关不干涉内政原则的慷
慨陈词弃置一旁。事实上，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一面“照
妖镜”，美国政客挑战国际公理和正义的底线，无论其表演打着何种
幌子，言辞如何包装，都终将难掩其霸权嘴脸和险恶用心。

联合国是当今国际体系的核心，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国
际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原则
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世人所尊崇。现在全世界都看
清楚了，身为国会议员的美国一些政客，美化暴力犯罪，公然背信弃
义，无视国际公约的原则，拿公开承诺当儿戏，既挑战了国际秩序，
也带来了极大的风险。正如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所
言，美国国会这一法案对美国、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是有害的。

对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肆意践踏，是发展之灾，动乱之源，
文明之殇。回顾历史，美国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劣迹斑斑，众多发
展中国家和地区深受其害。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种干涉他国
内政的恶劣行径损人害己。就在美国参议院通过该法案后不
久，香港美国商会即发表声明表达担忧，呼吁美方认清一个最基
本的事实——唯有“一国两制”，才能支撑起香港的自由贸易和
联通；唯有“一国两制”，才能使香港保持独特优势而屹立不败。

奉劝美国一些政客，别打错了算盘！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
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
移。我们绝不会在事关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上
让步，也绝不容忍外部势力在香港问题上为所欲为。美方任何
企图干预中国内政、阻碍中国发展的把戏注定不会得逞，到头来
只会是枉费心机一场空。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关于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中央八项规定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2012 年 12月 4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
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即“中央八项规定”。

《规定》要求，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要改进调查研究，切忌走
过场、搞形式主义；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要精简会
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提高会议实效，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
话、套话。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
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要规范出访活动，严格控制出访
随行人员，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要改进警卫工作，减少
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要改进新闻报道，
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
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要严
格文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
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要厉行勤俭节约，严格执行住
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
历史担当和顽强的意志品质，从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破
题，严字当头、刀刃向内，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解决了
许多过去认为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发生了
全面深刻、影响深远、鼓舞人心的变化。

2017年 10月，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首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
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实施细
则》的颁布，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正
风肃纪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向全党全社会释放了一刻不停
歇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的强烈信号。

温铎：用生命谱写英雄赞歌
新华社广州11月24日电（记者 李雄鹰）中弹后，血流如泉，

但他仍以无比坚强的毅力、超人的意志，坚持站着，向逃跑的犯
罪嫌疑人连开三枪，并拼尽自己最后一口气大声对战友和在场
的人们喊道：“一定要抓住他！”他就是温铎烈士。

温铎，1968年出生于广东省紫金县，1988年 11月参加公安
工作，在广东省紫金县公安局任民警。1990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93年，被调到惠州市公安局南坛派出所任民警。

1995年 11月 19日早晨，温铎像往常一样按时到南坛派出
所接班。当办公室的时钟指针指到 10时 10分时，一名青年男
子急匆匆来报案说：有两个男子抢劫了一名妇女的金项链，跑去
了横江二路。

民警温铎、刘西虎带着治安员巩志刚立即出警。他们随报
案人迅速赶到横江二路。此时，两名作案人员已混入人群，伺机
作案。

在抓捕过程中，两名犯罪嫌疑人拼死挣扎，负隅顽抗。丧心
病狂的歹徒刘某七从裤袋里掏出子弹早已上膛的手枪，击中温
铎的左胸和右肩膀。

温铎在身中两弹、口吐鲜血的情况下，仍以顽强的毅力开枪
还击。但终因失血过多，倒在血泊之中。1996年 1月，温铎被
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并被公安部追授全国公安战
线一级英模。

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说，温铎热爱本职工作，忠
于职守，助人为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于坏人坏事他敢抓
敢管，敢于斗争，疾恶如仇，在强暴面前从不退缩。在与违法犯罪
分子做斗争中，温铎表现出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和
革命的大无畏精神。他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用青春和热
血，树起了一座人生丰碑，是广大公安民警一面鲜艳的旗帜。

上海公安机关：

外媒报道的所谓“中国特工”
王立强系涉案在逃人员

新华社上海11月23日电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静安
分局获悉，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报道的所谓“叛逃中
国特工”王立强，系涉案在逃人员，其持有的所谓中华人
民共和国护照和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均系伪造证件。

经公安机关核查，外媒报道的所谓“中国特工”王立
强，真实姓名王立强，男，26岁，福建南平人，无业，系涉
案在逃人员。2016 年 10 月，王立强因诈骗罪被福建省
光泽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缓刑一年
零六个月。2019年 2月，王立强虚构进口汽车投资项目
诈骗束某 460余万元人民币。2019年 4月 19日，上海市
公安局静安分局以涉嫌诈骗罪对王立强进行立案侦查。

23日，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发布消息称，“中国
特工王立强叛逃澳大利亚，供称在香港、台湾为中共从事
特务活动”，王立强自称持有名为王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护照（护照号EA6210226）、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证件号
Z780239）和一本韩国护照（护照号M35772699），并使用
这些证件从事所谓间谍工作，部分境外媒体网站转发该
报道。

2019 年 4 月 10 日，王立强前往香港。经核查，其
持有的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香港永久居民身
份证均系伪造证件。

目前，公安机关对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执法更严、赔偿更高、维权更快
——《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三大看点

加大侵权假冒行
为惩戒力度、建设侵权
假冒线索智能检测系
统、提高维权效率……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
《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
护的意见》，对我国进
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作出全面部署。

科技创新日新月
异，知识产权保护已成
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刚
需”、国际贸易的“标
配”，也是塑造良好营
商环境的重要方面。
随着一系列创新举措
的落地实施，我国知识
产权保护能力和保护
水平将进一步全面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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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美国航天局提供的
照片显示，11月22日，在国
际空间站，宇航员卢卡·帕尔
米塔诺出舱行走前往“阿尔
法磁谱仪2”的位置。

国际空间站上的两名宇
航员22日再次出舱行走，继
续修理“阿尔法磁谱仪2”。“阿
尔法磁谱仪2”2011年搭乘美
国“奋进”号航天飞机抵达空
间站。设计寿命3年的“阿尔
法磁谱仪2”已经运行超过8
年，目前保持设备恒温的4个
冷却泵只有1个能正常工作，
因此需要修理升级。

新华社发

空间站宇航员再次出舱行走修理磁谱仪

“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北京时间23日凌晨1时30分完成中山站附近的航道破冰，以连续破冰和
冲撞破冰的方式，为“雪龙”号海冰卸货开辟了一段约14海里（1海里约合1.85公里）的冰上航道。

“雪龙”号沿着这段冰上航道，到达更靠近中山站的预定卸货点，冰面雪地车运输和空中直升机吊运
等南极冰上联合卸货全面展开。 图为“雪龙2”号在进行破冰作业（11月22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摄

““雪龙雪龙22””号完成中山站航道破冰号完成中山站航道破冰

中国驻埃及使馆
发布安全提醒

新华社开罗11月24日电（记者 吴丹妮）中国驻埃
及大使馆 24日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
除沙姆沙伊赫市以外的西奈半岛地区以及包括黑白沙
漠在内的吉萨省巴哈利亚地区。

公告说，自 2019年 11月起，埃及进入新一轮为期 3
个月的紧急状态。近来，西奈半岛地区、吉萨省巴哈利亚
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鉴于当前情况易给当事人带来
巨大安全风险，并使驻埃及使领馆难以提供有效协助，因
此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除南部沙姆沙伊赫市以外
的西奈半岛地区，以及包括黑白沙漠在内的吉萨省巴哈
利亚地区。此次安全提醒有效期至2020年 5月 31日。

自 2017年 11月起，中国驻埃及使馆根据埃及安全
局势4次发布暂勿前往西奈半岛和吉萨省巴哈利亚地区
的安全提醒，最近一次提醒有效期至2019年 11月。

力度空前 知识产权保护
水平将全面提升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取得显著成效。2018年，我国知识产
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进一步提升到 76.88
分，再创历史新高。

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有力带动创新
环境和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
告显示，中国排名提升至第14位，位居中
等收入经济体首位。在世界银行发布的
《2020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营商环境
在全球排名提升至第31位。

但与此同时，“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仍
存在侵权赔偿标准低等问题，要建立知识
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进一步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确立知识产权‘严保护’的政
策导向，健全‘大保护’的工作体系，打通

‘快保护’的工作链条，构建‘同保护’的国
际格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说。

对此，《意见》作出针对性部署。《意
见》共 99条，在“强化制度约束”“加强社
会监督共治”“优化协作衔接机制”“健全
涉外沟通机制”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创新举
措。并明确提出，力争到2022年，侵权易
发多发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权利人维权

“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的局面
明显改观；到2025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
满意度达到并保持较高水平，保护能力有
效提升，保护体系更加完善。

专家表示，《意见》是第一个以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出台的知识
产权保护工作纲领性文件，将以前所未有
的力度推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和保
护水平全面提升。

为确保各项工作要求有效落实，《意

见》明确，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落实知

识产权保护属地责任，各地区各部门要加

大对知识产权保护资金投入力度，并将知

识产权保护绩效纳入地方党委和政府绩
效考核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

打好“组合拳”形成知识
产权保护合力

《意见》明确，要不断改革完善知识产

权保护体系，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

技术、社会治理手段强化保护，促进保护

能力和水平整体提升。

今年 4月 23日公布的商标法修改决

定中，明确将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
数额，由修改前的三倍以下，提高到五倍
以下，并将法定赔偿额上限从300万元提
高到500万元，惩罚性赔偿额度达到国际
较高水平。

在此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加
快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的修改完
善，大幅提高侵权法定赔偿额上限，加大
损害赔偿力度。这必将对侵权行为形成
有力震慑。

专家表示，此次《意见》出台，突出了
社会治理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作用，提出
充分发挥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和社会监督
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作用，充分调动行业

协会、商会、律师等法律服务队伍、志愿者
等多方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知识产权保护
治理。

此外，《意见》对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的“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技术手
段”等进行了明确。

“知识产权保护涉及多环节、多方面，
《意见》着重综合施策，意在用好知识产权
保护政策‘工具箱’，打好‘组合拳’。”国家
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说。

加强合作 搭建国际创新
合作桥梁

加强与国内外行业协会、商会、社会
团体等信息交流，积极回应国内外权利人
关切，构建海外纠纷协调解决机制……
《意见》要求，更大力度加强国际合作、健
全与国内外权利人沟通渠道、加强海外维

权援助服务、健全协调和信息获取机制。

我国将知识产权合作视为国际创新

合作的桥梁，截至目前，加入了几乎所有

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与全球 60多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签订了多双边合

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与 50个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成员国建立正式合作关系。

在此过程中，中国对中外企业知识产

权一视同仁、同等保护，注重加强对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优势领域知识产

权的保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中

国将坚定不移做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坚

定维护者、重要参与者和积极建设者，并

将致力于同世界各国一道构建普惠包容、

平衡有效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促进合作

共赢，实现共同发展。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