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馬

琳、實習記者 吳
偉楠 澳門報道）由
澳門法務局、國際爭
議解決及風險管理協會

（香港）和澳門調解協會
暨澳門調解中心共同主辦的粵

港澳大灣區調解聯盟合作簽約儀
式26日在澳門舉行。該聯盟將有助

於推動大灣區建立一套完整、高效的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提升大灣區的營
商環境和風險管理水平。
今年2月頒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綱要》體現了推廣爭議解決服務的重要
性，提出要支持香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
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提倡推動非訴訟爭
議解決方式（包括仲裁、調解、協商等）
處理知識產權糾紛，完善國際商事糾紛解
決機制，並建設國際仲裁中心，支持粵港
澳仲裁及調解機構交流合作，為粵港澳經
濟貿易提供仲裁及調解服務。

利培養更多專家團隊
國際爭議解決及風險管理協會主席羅偉

雄表示，調解是國際通行的糾紛解決方
式，此次簽約成立的調解聯盟有助於運用
三地不同的資源，培養更多國際調解專家

團隊，合作推動大灣區國際法律服務和商
事爭議解決中心的建設，讓跨境商事糾紛
在灣區內可以更高效、更便捷地解決，從
而提升大灣區的營商環境和風險管理水
平。
香港律政司高級助理民事法律專員陳潔

儀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建立，涉及「一
國兩制」和三種法律體系，預計隨着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的深入推進，跨地域的商業
糾紛會不可避免地增加。調解作為一種爭
議解決方式，可以跨越不同的法律制度、
司法管轄權和適用法走向限制，因此加強
對大灣區內民商事糾紛的調解力度是非常
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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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累計支付專利費超60億美元
籲勿將知識產權政治化 每年至少將收入10%投入研發

這份白皮書名為《尊重和保護知識
產權是創新的必由之路》，詳細

介紹了華為公司在創新與知識產權保護
上實踐與貢獻。白皮書指出，創新和知
識產權保護是華為在過去30多年成功
的基礎。截至2018年底，華為累計獲
得授權專利87,805項，其中有11,152
項是美國專利。自2015年以來，華為
獲得的知識產權收入累計超過14億美
元。

倡通過法律解決糾紛
除了自身專利外，華為累計對外支
付超過60億美元專利費用於合法使用
其他公司的專利，其中近80%支付給
美國公司。華為每年還向國際標準組織
提交6,000多篇提案，以推動產業加速
發展。
宋柳平表示，知識產權是受到法律
保護的私有財產，華為主張通過法律
程序來解決知識產權糾紛。在華為的
經營和發展歷程中，沒有一宗案件被
法庭認定存在惡意竊取知識產權的行
為，華為也沒有因此被法庭判決承擔
賠償責任。
宋柳平還表示，華為每年將收入的

10%到15%投入研發，僅在去年，華為
研發投資就高達150億美元，位列全球
第五，且過去十年累計研發投入約730
億美元。截至2018年年底，華為僅在
5G的研發上就已投入超過20億美元，
這一數字超過了歐美國家主要設備供應
商5G研發投資的總和。他也表示，華
為的崛起還得益於8萬多研發人員的智
慧和汗水。

不會將專利「武器化」
眾多華為技術創新成果已融入3G、

4G和5G公開標準中，這表明華為對於
知識產權採取合作、尊重的態度。宋柳
平表示，即使有些國家的客戶沒有直接
購買我們的產品，他們事實上也在使用
這些核心專利，分享華為的技術貢獻。
宋柳平還表達了華為在專利使用上

的立場。他表示，華為不會將其專利組
合「武器化」，而將採取開放合作的態
度，按公平合理無歧視原則，與各廠商
與運營商進行專利許可和授權的討論。
宋柳平表示：「華為願意與全世

界，包括美國公司和美國消費者，繼續
分享5G等技術成果，促進產業發展和
人類進步。」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澎湃新聞報道，華為公司昨日在深

圳舉行知識產權新聞發佈會，並發佈創新和知識產權白皮書，表

明華為在專利使用上的立場，呼籲勿將知識產權政治化。華為技

術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及首席法務官宋柳平在發佈會上表示，創

新與知識產權保護是華為商業成功的基石，沒有哪家公司可以靠

偷竊領先世界。他還透露，華為累計對外支付超過60億美元專利

費用於合法使用其他公司的專利。

華為否認與中國軍方合作

■■華為累計對外支付超過華為累計對外支付超過6060億美元專利費用億美元專利費用。。圖為圖為
第第3434屆國際超級計算大會華為公司展台屆國際超級計算大會華為公司展台。。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繼4月大幅下降後，中國工業企
業利潤在5月份反彈。國家統計局昨
日發佈數據表示，5月規模以上工
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1.1%，4月
為同比下降3.7%。1月-5月累
計，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同
比下降2.3%，降幅較1
月-4月收窄1.1個百分
點。專家指出，中
國經濟在經歷4月
小幅回落後，逆
周期宏觀調控發
力，積極財政
政策加力提
效，環保限
產 政 策 調
整，以及
鼓勵民企
政 策 的

陸續出台，經濟增長下行步伐有所減
慢，未來工業利潤有望趨於好轉。
國家統計局工業司高級統計師朱虹

表示，5月銷售增長加快，部分行業利
潤好轉，費用增速放緩，高技術製造
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利潤增速轉正，
帶動整體工業利潤增速由負轉正。一
方面，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營業收入同
比增長5.0%，4月份為下降0.7%。

6月生產或有改善
另一方面，主要裝備製造業、煤炭

行業利潤回暖。數據顯示，由於新產
品上市帶動產銷回升及需求回暖等影
響，5月電子行業利潤降幅大幅收
窄，電氣機械、通用設備、專用設備
行業利潤由下降或微升轉為大幅增
長，煤炭漲價亦帶動煤炭開採行業利
潤由下降轉為增長逾20%。上述五大
行業影響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

增速比4月份回升6.0個百分點。
此外，高技術製造業、戰略性新興

產業利潤增速亦由負轉正，5月分別
實現同比增長6.2%和6.7%，增速分
別比全部規上工業高5.1、5.6個百分
點，4月份則分別為下降 15.1%、
8.4%。不過，石油加工、汽車製造等
行業利潤仍出現較大幅度下滑，5月
分別同比下降51.3%和27.2%。
海通證券經濟學家姜超預計，本月

底即將公佈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可能微升，6月高頻數據顯示工
業生產或有改善。
姜超引述數據稱，6月上中旬，六

大集團發電耗煤同比降幅從5月的
19%收窄至9.7%，意味着6月的工業
生產或有明顯改善；38城地產銷量增
速上行至14.8%，6月前兩周乘聯會
乘用車零售增速回升至0%，需求有
所好轉。

內地5月工業利潤增速轉正

灣區調解聯盟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北京報道）美國媒體日前
報道稱，據以色列衛星拍攝畫面顯示，中國首次在西沙
永興島部署殲－10戰機。國防部新聞發言人任國強昨日
在國防部例會上對此正式回應，在自己的國土上部署設
施、開展訓練都是主權國家的正當權利，有關方面不必
大驚小怪。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近日稱，以色列情報公
司「國際衛星圖像」周三拍攝的衛星圖像顯示，中國在
西沙永興島上至少部署了4架殲－10戰機，報道稱這是
中國殲－10戰機首次在南中國海內的島嶼上部署。原美
軍太平洋司令部聯合情報中心主任舒斯特稱，中方此次
在永興島部署殲－10戰機旨在「證明這裡（永興島）是
他們的領土，可以隨時把軍用飛機派到那裡」。

西沙群島屬中國固有領土
任國強對此回應說，包括永興島在內的西沙群島是中
國的固有領土。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和毗連區法，
中國政府1996年就公佈了西沙群島的領海基線，西沙主

權沒有任何爭議，在自己的國土上部署設
施、開展訓練是主權國家的正當權利，合
法、合理、合情，有關方面不必大驚小怪。
軍事專家曹衛東也表示，中國在固有領土部

署武器裝備首先是以保衛國家領土安全為前提的
合法軍事活動，是再正常不過的行動。永興島距
離海南主要機場距離約400公里，需要在那部署
殲－10這樣信息化程度、作戰能力相對應的戰機。
殲－10應該是中國海軍航空兵和空軍的主戰飛機，將
主戰飛機部署在自己的領土上無可厚非。「用好裝
備、新裝備來維護自己國家的領土安全，本就沒什麼
值得大驚小怪的。」
此外，有媒體報道，國產航母已開始吊裝更換位於左

舷的玻璃鋼救生筏，顯示其服役期臨近，網傳國產航母
將於10月正式入役。
任國強稱，中國第二艘航母正在按計劃開展各項試

驗，目前各項工作順利推進。至於服役時間，需要視它
的建造進展和試驗情況綜合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針對美國國
防部發佈《印太戰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展
示出美國準備加大用台灣問題牽制中國的力度，國防
部新聞發言人任國強昨日在國防部例會上回應，任何
戰略都不應逆時而動。就美官員表示中國要取代美國
並成為亞洲的主導力量，使台灣的戰略地位顯得更加
重要，任國強回應，中國無意與美爭奪所謂的世界主
導權。
《報告》首次以國防部名義推出「印太戰略」系

統論述，談及中國時，一方面把和中國的經濟關係
同「對中國的安全防範」直接掛鈎，另一方面展示
出美國準備加大用台灣問題牽制中國的力度。

對話才能找到出路
任國強表示，堅決反對報告中有關涉華的消極內

容。他談了三點看法：第一，任何一種戰略都不應該
逆時而動。當今時代是一個和平、發展、合作、共贏
的時代，任何封閉排他性的戰略構想，都不合時宜，
注定失敗。
第二，任何一種戰略都不應該損害世界各國人民的

福祉。中國一貫主張，世界各國應該各美其美、美美
與共，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個戰略要想受歡迎，
應反映各國人民的美好意願和共同利益。任何滿足
一己私利的構想，最終也會損人損己。
第三，任何一種戰略都不應該突出對抗。實踐

證明，對抗解決不了問題，對話才有可能找到
出路。
任國強強調，台灣問題事關中國核心利

益和中國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來
勢力干涉。中國將堅定維護國家主權
和領土完整。他奉勸美方一些人認
清形勢，摒棄冷戰思維，停止通
過炒作中美戰略競爭誤導世
界、輿論及自己，停止插
手中國內政，以實際
行動推動兩國兩
軍關係健康
穩 定 發
展。

回應美國印太戰略 中方：不應逆時而動

■■內地內地 55 月月
規模以上工規模以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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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輛 生 產車 輛 生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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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商業衛星拍攝到
的殲-10照片。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環球網、 路透社報
道，彭博周四報道稱，過去10年中，華為技
術有限公司幾名員工至少在10個研究項目中
與中國軍方人員有過合作，涉及人工智能、
無線通信等領域。對此，華為表示對這些合

作並不了解。「華為不了解員工以個人身份
發表的研究文章。」華為發言人Joe Kelly
稱，公司並未與中國人民解放軍下屬機構進
行任何研發合作。「華為只開發和生產符合
全球民用標準的通信產品，並不為軍方定製

研發產品。」
國防部新聞發言人任國強表示，對於一般
學術研究我們不做評論，「華為公司是一家
自主發展的民營企業，沒有所謂的軍方背
景。」此前在5月底6月初新加坡舉行的香格
里拉對話會上，中國國防部部長魏鳳和也表
示，華為是一個民營企業，不能因為華為的
老總曾是軍人就認為和軍方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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