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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知識產權保護新規則
近年來，中國持續加大知識產權保

護力度，知識產權保護社會滿意度顯

著提升。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知識產

權保護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為做好相

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日前，圍繞

「網絡環境下的知識產權法律保

護」，全國政協副主席汪永清率全國

政協社法委和民革中央聯合調研組，

赴安徽、浙江開展專題調研。汪永清

指出，互聯網在我國不斷發展和運用

的豐富實踐，對網絡環境下知識產權

保護提出了新挑戰新要求，要深入探

索體現互聯網思維和特點的知識產權

保護規則，推動創新發展和知識產權

戰略實施，為世界網絡環境下知識產

權保護貢獻中國智慧。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王曉雪北京報道

——全國政協調研「網絡環境下的知識產權法律保護」

調研組在安徽合肥、浙江杭州分別召開
座談會，聽取相關部門、企業、知識

產權權利人的意見建議。汪永清指出，黨和
國家始終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習近
平總書記多次就知識產權保護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為做好相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黨
的十八大以來，立法、行政執法、司法等各
個環節不斷加大工作力度，知識產權保護工
作取得新的成就。
汪永清充分肯定安徽、浙江知識產權保護
工作取得的成績。他指出，兩省認真貫徹實
施創新驅動戰略和知識產權戰略，着力打造
知識產權發展良好生態，取得顯著成效。兩
省結合實際深入推動網絡環境下知識產權保
護實踐，積極探索創新，積累了不少好經
驗、好做法，以實際行動展示了中國加強知

識產權保護的堅定立場，為經濟社會文化發
展營造了日益良好的創新環境、營商環境。
互聯網在中國不斷發展和運用的豐富實

踐，對網絡環境下知識產權保護提出了新挑
戰新要求。汪永清強調，需要在積極實踐基
礎上，深入梳理研究網絡環境下知識產權保
護的特點和規律，把我們的制度優勢和先進
科學技術結合起來，深入探索體現互聯網思
維和特點的知識產權保護規則，推進制度體
制完善和執法司法能力提升，推動創新發展
和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為世界網絡環境下知
識產權保護貢獻中國智慧。

推進案件審判「三合一」
「我們在網絡知識產權審判中遇有許多具

體的問題，有些是審判業務上的爭議，有些

是法官知識結構上的缺失，有些是制度銜接
上的障礙。這些具體的問題正在通過我們的
努力逐步得以改善和解決。」 合肥市中級
人民法院副院長、合肥知識產權法庭庭長徐
艷陽在座談會上表示。為構建知識產權司法
保護的大格局，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探索機
制創新，組建合肥知識產權法庭，集中管轄
全省轄區內有關專利等技術性較強的知識產
權案件，推進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審判
「三合一」。
知識產權屬於無形資產，評估難、處置
難，維權面臨舉證難、周期長、賠償數額
低、成本高、效益差等問題，專利訴訟也面
臨「贏了官司，輸了市場」「贏了官司，賠
了錢」等尷尬局面，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
創新主體的維權動力和積極性。

「面對網絡環境給知識產權審判帶來的挑
戰，法院着力破解網絡知識產權案件中長期
存在的『舉證難、賠償低、周期長』難
題。」全國政協委員、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
副院長汪利民指出，經驗證明，「三合一」
工作有利於提高審判質量，完善知識產權司
法保護制度，提高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整體
效能，實現知識產權的全方位救濟。

延伸保護範圍加強跨界聯動
在知識產權案件中，技術事實查明無疑是

耗時最長的環節。對此，徐艷陽建議延伸知
識產權保護範圍，加強跨界聯動。「加強知
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等部門在網
絡空間的配合與銜接，確保網絡空間法律監
管不缺位。」

徐艷陽認為，知識產權審判涉及各領域高
端技術，加之與網絡技術疊加，要提升網絡
知識產權案件的審判質量、克服專業盲區，
還需向各個領域優秀專家「借智」。

完善網絡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
據介紹，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出台了系列

辦法，選聘200多名智庫專家和50人技術調
查官隊伍，在深度介入立案前的訴前調解和
立案後的證據查取大顯身手，從而提高了結
案率。專家團隊曾在VMI荷蘭公司訴訟某
企業侵害發明專利案件中贏得了認可，也在
美國磊若軟件公司訴訟多家合肥企業侵害著
作權糾紛案中，獲得了廣泛讚譽。
「不過，由於互聯網技術日新月異，侵犯
網絡知識產權的行為日益繁雜，對於實踐中
不斷出現的新問題，仍需不斷完善我國網絡
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汪利民向調研組
建議，還應立足現行立法，完善著作權法、
專利法、商標法等法律中有關知識產權的規
定，同時適時出台相關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
作為補充。
此外，還應加強審判專業化隊伍建設，積

極吸納兼具互聯網知識和知識產權法知識的
人才進入審判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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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寶龍：敢做「先鋒幹將」甘當「幕後英雄」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第十三屆
全國政協黨組理論學習中心組近日以
「當前國際形勢」為題舉行第三次集體
學習。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
主席、黨組書記汪洋強調，中共十八大
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堅強領導下，我國對外工作攻堅克難、
砥礪前行，取得了歷史性成就。2018年
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成功舉辦，展現

了中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堅定
奉行多邊主義的誠意和擔當，彰顯了中
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獨特風範。
當前，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

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新機遇新挑戰
層出不窮，機遇大於挑戰。人民政協要深
入學習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外交思想，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
和角色觀，培養戰略思維，把握時代脈

搏，拓寬國際視野，在應對複雜多變的國
際形勢中發揮好凝聚共識的獨特作用。
汪洋指出，人民政協作為中國共產黨領

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機構，要進一步
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
自覺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對國際形
勢的判斷上來，統一到黨中央對外方針政
策和決策部署上來。要進一步加強理論學
習，密切關注國際形勢發展變化，冷靜分

析各種國際現象，準確把握世界格局演變
中我國的地位和作用，提高為新時代對外
工作建言資政的水平。要進一步發揮政協
人才薈萃、界別構成、公共外交資源等優
勢，積極開展對外友好交往，廣交深交海
外朋友，注意介紹中國發展道路及參與全
球治理的原則和主張，介紹中國的政治優
勢和制度優勢，講好中國故事，增進國際
社會對中國的認知和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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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年來持續加大中國近年來持續加大
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圖圖
為廣州知識產權法院為廣州知識產權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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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籲建三江源生態補償長效機制

■■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主席崔波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主席崔波
香港文匯報寧夏傳真香港文匯報寧夏傳真

■■全國政協機關召開全國政協機關召開20182018年半年工作總結會議年半年工作總結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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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培養戰略思維 講好中國故事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全國
政協機關6日召開2018年半年工作總
結會議，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

機關黨組書記夏寶龍強
調，要繼續保持奮發有
為的精神狀態，發揚求
真務實的工作作風，努
力建設新時代模範機
關，不斷開創全國政協
機關工作新局面。
夏寶龍指出，建設新

時代模範機關，要有絕
對忠誠的政治品格，在
大是大非面前始終保持

清醒頭腦，做到立場堅定、旗幟鮮
明、毫不動搖；要有勇於擔當的精神
脊樑，既要有血性，敢做「先鋒幹

將」，又要有韌性，甘當「幕後英
雄」；要有甘於奉獻的價值追求，發
揚政協機關無私奉獻的優良傳統和優
良作風，兢兢業業幹好本職工作；要
有苦幹實幹的行動自覺，擼起袖子加
油幹，以幹好工作的實際成效論英
雄；要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努力
做到業務知識精通、文稿起草精準、
服務管理精細、工作銜接精密；要有
開拓創新的蓬勃朝氣，做好「加減乘
除」文章，在解決一個又一個實際問
題中，不斷推動政協機關工作創新；
要有團結奮鬥的幹事氛圍，以團結凝
聚奮鬥合力，以奮鬥鞏固團結局面；

要有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用「比學
趕超」根治「慵懶散鬆」，牢記底線
紅線，做到乾淨幹事、清正廉潔。
夏寶龍強調，要把握當前和今後一

個時期的重點任務，一步一個腳印抓
好落實，不斷開創政協機關建設新局
面。要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提升
機關黨建整體水平；以提高能力素質
為重點，切實加強幹部隊伍建設；以
增強執行力為突破口，解決「最後一
公里」問題；以基礎設施建設為抓
手，着力改善機關幹部工作生活環
境；以推進文化建設為載體，不斷增
強機關向心力凝聚力。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
刊訊（記者 王曉雪 綜合報
道）6日至10日，以全國政
協副主席馬飈為團長的全國
政協考察團，就河北省推進
「十三五」重大工程項目的
實施，到承德、張家口、雄
安新區進行考察調研。
連日來，考察團成員對塞

罕壩生態環境修復、可再生
能源發展、2022年冬奧會重
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雄安
新區規劃建設進行實地考察
調研。
馬飈表示，河北省委省政
府堅決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
黨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貫徹
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河北的
重要指示要求，建立健全重
大工程項目建設推進機制，

重大工程項目建設順利實
施。他指出，要充分認識
「十三五」重大工程項目實
施的重要意義，堅定不移推
動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落地
見效，下大力推進京津冀協
同發展、雄安新區、冬奧會
等重大工程項目實施，不斷
提高政治站位；堅持以改革
創新的精神來推動各項工作
再上新台階，展現新擔當、
新作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的發展思想，用新發展理念
統領發展全局，切實推動綠
色發展。
河北省政協主席葉冬松表

示，省政協將以此次考察為
契機，進一步深化思想認
識，發揮政協優勢，為加快
推進「十三五」重大工程項
目實施作出更大貢獻。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王尚勇寧夏
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寧夏港澳台僑辦公室獲
悉，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近日召開「港澳台僑企業
發展情況及『放管服』改革成效及問題」專題協商
會。
此前，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組成5個調研小組深
入企業開展調研並召開座談會，通過深入分析研究
形成了《從在寧港澳台僑企業發展情況看寧夏「放
管服」改革成效及問題專題協商報告》。從調研情
況看，近幾年，寧夏推進「放管服」改革取得一定
成效，精簡審批制度取得重要進展，「互聯網+政
務服務」新模式正在積極構建。
寧夏推進改革以來，在寧港澳台僑企業發展得到

較快增長，2017年港澳台僑企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
249億元，同比增長27.8%；規上企業利潤總額40
多億元，同比增長95.1%，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
和社會效應。港澳台僑企業是寧夏引進外資、技術
合作、經營管理模式和外部市場配置的重要來源，
具有特定的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較為客觀地
反映出寧夏在構建開放型經濟體制、培育外向型產
業體系、優化營商環境方面存在的問題。
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主席崔波表示，「放管服」改

革是推動寧夏經濟發展、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理念
的重要舉措，也是優化營商環境和提升區域競爭力的
重要舉措，是一場政府刀刃向內、推動政府職能轉變
的深刻變革。要充分認識「放管服」改革的重要意義
和取得的成效，堅定不移繼續推進，切實解放思想，
勇於改革，運用好互聯網+等新技術，久久為功，扎
扎實實做好每項工作。要堅持問題和需求導向，更進
一步發揮政協委員主體作用，深入調查研究，就深化
寧夏「放管服」改革，打造一流營商環境等建言獻策，
為更好服務寧夏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作出努力。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王曉雪北京報道）民革中央5日召開第
四次中山議政會——建立三江源生態補
償長效機制座談會。三江源地區是中國
重要的生態屏障，是中國重要的水源涵
養地和影響範圍最大的生態功能區。
民革中央副主席張伯軍指出，要把
三江源控制污染和生態修復建設一起納
入三江源生態補償長效機制中去。同
時，在建立三江源生態補償長效機制中

要形成科學體系，在資金整合、考核機
制和技術指導等方面進行改進，打造出
一個三江源生態補償機制的試驗區。
座談會上，來自國家發展和改革委
員會、財政部、自然資源部、生態環境
部、水利部、農業農村部、國家林業和
草原局等單位的專家們表示，建立三江
源生態補償機制，要將建立長江、黃
河、瀾滄江流域協同保護三江源生態環
境共建共享機制作為深化改革重要內
容，進一步完善草原獎補、公益林補償
等政策措施。
專家們指出，要將青海納入長江經

濟帶範疇，以水資源補償為重點，不斷
加大中央財政轉移支持力度，形成長效
的生態補償機制，完善全流域協作聯動
機制，實現生態保護和民生改善、地方
經濟社會發展的共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