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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

益，坚决依法惩处侵犯外商合法权

益特别是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提高

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引

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显著提高违法

成本……习近平主席进博会开幕

式主旨演讲在第15届上海知识产

权国际论坛暨全球知识产权保护

和创新发展大会上引发热议。

专家们认为， 从近年来我国

知识产权工作发展趋势看，知识产

权保护力度与营商环境便利度呈

现正相关，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力度势在必行。

中国积极推动知识
产权保护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

朗西斯·高锐对中国近年来在知

识产权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印

象深刻。他说，中国拥有仅次于美

国的世界第二大知识产权专利申

请量，其增长速度还在不断加快，

同时中国还是国际商标注册增长

速度最快的国家。

这一切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分不开。 近年

来， 中国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摆

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将其作为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建设创新

型国家的基本保障和重要支撑，

印发《“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

护和运用规划》 等一系列重要政

策文件， 推动中国跻身创新大国

和知识产权大国行列。

为何国家如此积极推动知识

产权保护工作？ 商务部部长助理

李成钢有一个贴切的比喻，他说：

“营商环境就像空气，空气清新才

能吸引更多投资和贸易， 打造国

际一流营商环境离不开强有力的

知识产权保护。”

多年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成

效已然显现， 据世界银行10月31

日发布的 《2019年营商环境报

告》，中国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大

幅上升三十多位， 从去年第78位

上升到第46位， 首次进入世界排

名前五十经济体之列。

李成钢还透露， 今年前三季

度，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45922

家， 实际使用外资977.6亿美元。

在知识产权密集的高技术制造业

领域，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067家，实际使用外资98.7亿美

元，均已接近甚至超过去年全年水平。

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形成震慑力

据悉， 我国将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

度。世界知识产权战略专家谢旭辉认为，这次国家在保护

知识产权方面奏响了“最强音”。他给记者打了个比方，如

果一家公司侵犯另一家公司的知识产权并造成对方500

万元损失，按照当前的法律，侵权方只要赔偿对方500万

元就行了，一旦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那么侵权方除了要

赔偿500万元之外，还需要拿出一定的惩罚金额。

“惩罚赔偿是多少，各国法律规定不一样，但至少是侵

权金额的两倍以上，最高可达200倍。”谢旭辉说，引入惩罚

性赔偿制度意义在于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形成震慑力。

香港理工大学企业发展院院长黄亮也表达了类似看

法， 他认为， 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后， 侵犯知识产权案

件的数量会显著下降， 因为惩罚力度高了， 想侵权的人

不敢做了。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全球化的世界，知识产权越来越成为核心经济活

动。” 弗朗西斯·高锐说，“每年PCT申请以及马德里商标

申请增幅达8%至10%，比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翻了一番。”

然而， 尽管去年中国对外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已

经是2001年的15倍， 但中国企业在高密度知识创新能力

上和国外企业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对此，谢旭辉认为，不能永远把中国企业保护在温室

里，特别是在创新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关键词的当下，如果

仍然给中国企业设置一层层保护网，那么，它们将永远处

于制造业低端。“把‘高水平玩家’放进来一起竞争，正是

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步。”他说。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后， 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在网上

免费下音乐、看视频等习惯也将有所改变，未来不管是在

网上还是现实中， 需要花费才能购买的产品将会越来越

多，谢旭辉认为，这是中国企业走向高端的路途中必然会

发生的，消费者需要转变观念。

■本报记者 沈湫莎

为世界提供一个无差别“公共产品”

当前， 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激烈国际竞争， 中国想要在国际竞争中

进一步赢得优势， 还需依靠更发达的服务

业。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

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一直留心中国服

务贸易的发展。 他特别赞赏此次进博会为

服务贸易辟出了单独展区， 让全球最优质

服务贸易提供商和中国采购商有了面对面

的对话机会。

李俊表示，引入更多海外服务贸易提供

商可以助力我国制造业往产业链中高端环

节进发，更好支撑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服务贸易进口并不消耗国
内购买力

以往相当长时间内， 服务贸易并没有

引起人们足够重视， 这从国内每年举办的

大大小小博览会主题便可窥见一斑。“几乎

所有的博览会上，货物总是主角，服务贸易

仅仅占据一角。”李俊说。当然，这与当今中

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不无关系。 经过几十

年的稳步发展， 我国货物贸易已步入成熟

阶段，无论是贸易额，还是政策配套均已走

上正轨。反观服务贸易，尚处于发展初级阶

段， 与一些服务贸易领先国家相比存在不

小差距。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

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5313.3亿元，同比增长

8.5%。其中，出口8415.7亿元，增长13.6%；

进口16897.6亿元 ，增长6.1%；逆差8481.8

亿元。贸易逆差的长期存在，或许能解释服

务贸易为何较少被人提及与关注。然而，李

俊认为，此次进博会的“不一般”之处就在

于特意为服务贸易预留一个展区， 这表明

了中国扩大服务贸易的决心与勇气。

国内部分人担心服务贸易扩大开放、

扩大服务进口，会消耗国内市场的购买力，

但李俊认为， 服务业扩大开放和海外服务

提供商的引入， 可与国内服务业企业良性

竞争，促使国内企业重新审视自身，继而不

断改进提升服务水平。同时，国外高品质服

务进口可以培育一批“挑剔消费者”，从而

在引导国内服务消费升级中发挥作用。

中国拥有发展服贸的天然优势

李俊注意到，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

易逆差规模较上年同期收窄26.6亿元 ，这

也是2010年以来首次半年度逆差收窄。“这

表明中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正在稳步提

升，尤其是新领域、新业态、新模式服务贸

易发展迅速。”

在这一数字的背后，李俊更看到了支撑

服务贸易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作为一个人

口大国，中国拥有发展服务贸易最具优势的

基础资源———人才。“我们可以轻松地在国

内找到特定领域的专才，这是许多其他国家

所不具备的优势条件，也是人力资源大国参

与国际分工的独特优势。”他说。新兴行业如

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企业对于各类人才的

需求范围也越来越大，这对一个国家人力资

源市场的多元性和兼容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服务经济的本质是城市经济，涉及到

社会各个行业、领域，包括科教文卫、旅游

文化、物流等方方面面。”李俊表示，中国所

具有的庞大人才资源和消费市场， 正是服

务经济赖以生存的重要根基， 也是中国发

展服务贸易的天然优势所在。

李俊将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比喻

成中国为世界提供的一个无差别 “公共产

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

要有兴趣就可以来这个开放平台展示自己

的最新技术、产品和服务。之前，许多国家

的优秀品牌因为缺乏成熟的营销模式、出

口渠道不畅、物流成本较高等因素，没有机

会来到中国市场。对于这些“养在深闺人未

识”的品牌和企业而言，此次进博会是一次

难得的机会，可以与欧美知名大企业、大品

牌同台比拼。对于中国消费者而言，这也是

一个可以“买全球”的优选平台。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会期只有短短六天， 但其溢出效应将在展会结束后持续发挥作用。 图为进博会最后一天， 最后一批观众陆续步出展馆。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本报记者 王嘉旖

■ 几乎所有的博览会上，货物总是主角，服务贸易仅仅占据一角。

此次进博会的“不一般”之处就在于特意为服务贸易预留一个展区，这表
明了中国扩大服务贸易的决心与勇气

■ 对于那些“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品牌和企业而言，此次进博会是
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与欧美知名大企业、大品牌同台比拼。对于中国
消费者而言，这也是一个可以“买全球”的优选平台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专家观点

溢出效应持续促进产业和消费升级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犹如一场世

界商品与服务的 “集体狂欢”：172个国家、

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 超过3600家企业把

最优质产品带到了进博会，装满“四叶草”

整整30万平方米的展示空间。

中国通过举办本届进博会， 向世界宣

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那么，进一步扩

大进口应关注哪些方面、哪些领域？进博会

六天会期后， 还有哪些支持扩大进口的政

策需跟进？ 中国贸促会国际贸易研究部主

任、研究员赵萍就此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关注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

根据中国国际商会、德勤、阿里研究院

不久前共同发布的 《中国进口消费市场报

告》， 中国消费品进口市场展现出巨大潜

力。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对

于进口商品的需求正在悄然变化。

在赵萍看来， 中国在扩大进口的过程

中，应该注重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从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出发，扩

大引进高精尖产品。比如，世界各国高新技

术、关键零部件，以及很多重要的生产性服

务，都是中国需要积极引进的内容，这些领

域有进一步拓展进口的需求。

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需求变化， 也是

中国在扩大进口过程中应着力的方向。赵

萍认为，顺应消费升级需要，中国要积极引

进世界各国高品质的知名品牌和特色优质

产品， 从而为国内市场补上高品质消费品

供给不足的短板， 使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不断得到实现。与此同时，通过积极扩

大进口，还能够使消费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进一步引导上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促使

产业适应消费市场的需求，不断转型升级，

促进中国经济实现更有质量的发展。

让进博会成果尽快落地

进博会会期只有短短六天， 但其溢出

效应将在展会结束后持续发挥作用， 广大

消费者“买买买”的脚步不会停歇。在赵萍

看来， 进博会之后， 我们更需要思考和关

注：还有哪些扩大进口的政策需要跟进？

她认为，两方面相关政策必不可少。首

先，需要继续坚持稳定、积极的扩大进口政

策，“进博会是我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

局的一项重大举措， 也是积极扩大进口政

策的一个重要载体。因此，进博会成功举办

并不意味着积极扩大进口政策已实施完

毕，未来仍应以‘一带一路’倡议为重点，通

过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通过进一步推

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

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其次，进博会结束之后，中国实际上需

要出台更多贸易促进政策。赵萍解释说，贸

易促进政策就是要根据市场需求， 提供更

好的营商环境， 使得进博会相关成果能够

尽快落地。那么，有哪些贸易促进政策需要

跟上？赵萍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进出口信

息的供给， 可以让进出口企业的信息更加

畅通；进博会上买卖双方达成了各种意向，

未来需要我们进一步拓宽进口渠道， 特别

是贸易新业态向跨境电商方向发展， 也需

要有相应的新政策跟进， 从而使进口渠道

更加顺畅。

她同时认为， 在贸易便利化方面也应

再出台更加有保障的措施， 从而使贸易便

利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本报记者 徐晶卉

专家观点 ■ 进博会成功举办并不意味着积极扩大进口政策已实施完毕，

未来仍应以 “一带一路” 倡议为重点， 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通过进一步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形成陆海内外联动、 东西双向互
济的开放格局

■ 进博会结束之后，中国实际上需要出台更多贸易促进政策，根
据市场需求，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使得进博会相关成果能够尽快
落地

———中国贸促会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