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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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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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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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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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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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 � �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周倜）
湖南省第三届“蒙牛杯”少儿跆拳道大
赛23日至24日举行，来自全省33支代表
队、821名小跆拳道选手齐聚长沙师范
学院，共同享受跆拳道运动的快乐。

根据比赛规程， 比赛设品势比赛

与竞技比赛两个大项， 其中竞技比赛
以个人竞技为主， 品势比赛包含个人
品势、品势混双、品势团体以及品势王
共4个单项。 为了覆盖更多的参与群
体， 比赛根据年龄段在各项目下分设
幼儿组、儿童组、少儿组、少年组。

本次比赛由湖南跆拳道运动协
会、 湖南省健康中国与幼儿体质健康
促进研究基地主办， 湖南跆拳道高手
会分会、长沙师范学院体育科学学院、
湖南省体育科学学会幼儿体育分会等
单位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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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国高等体育职业教育
学生技能大赛

湖南体育职院
获3个团体一等奖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通讯员 彭森
记者 蔡矜宜） 历时5天的2019年全国高
等体育职业教育学生技能大赛22日在珠
海闭幕，湖南体育职业学院代表团斩获3
个团体一等奖。

本次大赛共有来自全国的38个高职
院校代表团参赛，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代表
团由院长谭焱良带领24名师生组成， 参加
了跆拳道教练技能、健身指导技能、体育营
销技能、网球教练技能等全部4个项目的角
逐。最终，湖南体育职院代表团共夺得3个
团体一等奖、1个团体二等奖，5个个人一等
奖、2个个人二等奖，并荣获“优秀组织奖”，
12名指导老师荣获“优秀指导老师”称号。

� � � �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王
亮）经过4天的角逐，“锦鲲杯”第29届
全国体育舞蹈锦标赛暨第五届中华体
育舞蹈公开赛， 今天在长沙民政职业
技术学院落幕， 本届比赛吸引了全国
20余个省市区、248支队伍、4000名选
手参加。

“锦鲲杯”全国体育舞蹈锦标赛是
我国体育舞蹈最顶尖的赛事， 本届共
设71个大项， 比赛21日开始，24日完
赛。为确保比赛公平、公正，世界体育
舞蹈联合会精心挑选了12个国家与地
区的12名国际顶尖裁判员， 中国体育
舞蹈联合会也抽调55名优秀的国家级

裁判员，共同执裁本届赛事。
23日的开幕式上上演的世界舞王

battle秀是本届赛事的一大看点，来自波
兰、俄罗斯、德国、法国的4对体育舞蹈世
界冠军选手，上演精彩绝伦的表演。他们
绚丽的舞姿、充满感染力的神态，让观众
如痴如醉，现场掌声此起彼伏。

第29届全国体育舞蹈锦标赛长沙完赛

跆拳道“少儿狂欢”星城上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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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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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峥嵘岁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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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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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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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发

“雪龙2”号完成中山站航道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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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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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11月
25日《人民日报》）

钟声

国际法不容美国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