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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务院公开发布了《知
识产权对外转让有关工作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办法》）。在我国
实际利用外资创造历史新高的背
景下，《办法》的发布不免会引发相
关行业从业者的担心：这是否意味
着对“技术出口”一轮从新、从严的
限制？

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占科
认为，《办法》本身并非构建了一套
全新的审查制度，仍是对当前我国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
管理条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
术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规建立起
来的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审查制度
的完善。《办法》特别明确了在技术
出口审查以及外国投资者并购境
内企业安全审查时的审查机制，更
突出了相应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
职能介入。

“完善”不等于“从严”

“《办法》第一条、第二条对审查
范围及审查内容作出了规定——即
本《办法》针对的是一种能够对我国
国家安全、我国重要领域核心关键
技术创新发展能力产生影响的知识
产权对外转让行为。”李占科分析，
体现在知识产权类型上，是技术出

口、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等活
动中涉及的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
设计专有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植
物新品种权等知识产权；体现在行
为类型上，则是对外转让行为，指中
国单位或者个人将其境内知识产权
转让给外国企业、个人或者其他组
织，包括权利人的变更、知识产权实
际控制人的变更和知识产权的独占
实施许可。

虽然相应的审查材料、审查流
程、审查时限等具体工作实操事项
有赖于相关部门制定更为详细的审
查细则，但《办法》已经对主管部门
的审查职能做出了提纲挈领的规
定。李占科认为，《办法》所确定的
审查机制是对我国现有知识产权对
外转让审查制度的完善。而“完善”
并不意味着“从严”。

找准“部门”是关键

对于处在转让过程中的企业或
个人而言，更需要关注的是如何针
对不同的专利类型找准主管部门，
达到顺利转让的目的。

在“涉及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
设计专有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和
植物新品种权”四种专利类型中，植
物新品种权有其独特性。李占科分

析，《办法》对植物新品种权的规定
基本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
新品种保护条例》中要求审批机关

（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的审查方式，但增加了两点补充：一
是明确了需要经过批准的情形，即

“实际控制权人的变更”以及“独占
实施许可”两种；二是明确了审查重
点，即“拟转让的植物新品种权对我
国农业安全特别是粮食安全和种业
安全的影响”。

而另外三种知识产权的对外转
让则相对宽松。涉及专利权、集成
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转让，地方
贸易主管部门应将材料转至地方知
识产权管理部门，由其审查并向地
方贸易主管部门出具书面意见书，
同时报国务院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备
案。涉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转
让，则由地方贸易主管部门和科技
主管部门进行审查。

技术国家安全更受重视

《办法》对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
内企业安全审查中涉及知识产权对
外转让的相关事宜，明确审查原则
为“根据拟转让知识产权的类别，转
至相关部门征求意见”，且说明外国
投资安全审查机构应当参考相关主

管部门出具的书面意见书，按照有
关规定作出审查决定。

主管部门分别是谁？李占科解
释道，在这一审查机制中，涉及专利
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由
国务院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负责；涉
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由国家版
权主管部门负责；涉及植物新品种
权的，由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和林
业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别负责。

此外，《办法》还特别规定，知

识产权对外转让涉及国防安全的，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不适用本
办法。

“本《办法》的施行标志着我国
对于技术国家安全和国家创新能力
的重视，也赋予了知识产权管理部
门针对关键技术的专业审查职能。”
李占科表示，当然，对于不涉及国家
安全、关键创新能力的技术出口审
查，仍然按照《技术进出口管理条
例》等规定办理。

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将宽严有度
■ 本报记者 姜业宏

本报讯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
部近日表示，就世界贸易组织

（WTO）争端解决小组有关韩国
禁止进口福岛水产品违背规则的
裁决在世贸组织提起诉讼。

2011年日本大地震导致福岛
核泄漏事故后，韩国全面禁止从
日本福岛附近8个县进口水产品，
但日本政府2015年5月向世贸组
织申诉。今年2月底，世贸组织就
韩日福岛水产品禁令作出裁决，
裁定韩国败诉。世贸组织裁定，
韩国政府起初采取这些措施尚属
合理，但至今仍维持禁令的行为
违反世贸组织的《实施卫生与植
物卫生措施协议》，禁令本身缺乏
公正性和透明性。

上诉机构需在上诉之日起90
天内作出裁决，但由于世贸组织上
诉机构部分法定官员空缺，导致判
决结果将晚于预期。

（孔庆玲）

美国裁定继续对华
蜂蜜征收反倾销税
日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

会（USITC）对进口自中国的
蜂蜜作出第三次反倾销日落复
审产业损害肯定性终裁：在合
理可预见期间内，若取消涉案
产品的反倾销税，涉案产品的
进口对美国国内产业构成的实
质性损害将继续或再度发生。
在该项裁定中，4 名委员均投
肯定票。根据以上肯定性裁定
结果，对华蜂蜜的现行反倾销
措施将继续有效。

印尼对进口瓷砖
发起保障措施调查
日前，印度尼西亚保障措

施委员会发布公告，对进口瓷
砖产品发起保障措施调查。各
利益相关方可在公告发布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填写问卷，并向
调查机关提交。

欧亚经济委员会延长
对华无缝钢管征税期限

欧亚经济委员会日前决
定，延长对原产自中国、马来西
亚的冷轧无缝钢管征收反倾销
税期限，至 2019 年 1 月 18 日，
反倾销税率为 19.15%。根据
相关企业提交的申请复审调查
材料，委员会认为，如终止征收
上述反倾销税，则存在中国和
马来西亚继续向欧亚经济联盟
国家倾销无缝钢管的可能。在
此次调查过程中，确认存在中
国产钢管通过马来西亚转口以
规避反倾销税的事实。

印度对华充气轮胎
发起反补贴立案调查

日前，印度商工部发布公
告称，应印度国内组织代表 4
家生产商提交的申请，对原产
于或进口自中国的卡车和客
车用充气轮胎进行反补贴立
案调查，补贴调查期为 2016年
10月至 2017年 9月（12个月），
损害调查期为 2014 年至 2015
年、2015 年至 2016 年、2016 年
至 2017年以及补贴调查期。

利益相关方应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40 日内向印度商工
部反倾销局提交本次调查有关
信息的纸质版文件和调查问卷
答卷等。

（本报综合报道）

自 3 月起，人们只需要在欧洲
专利局递交一份专利申请，便可以
在横跨欧洲、北非以及东南亚地区
的44个国家获得专利保护。

除了欧洲专利组织的 38 个成
员国以外，人们在向欧洲专利局支
付指定费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向欧
洲专利局缴纳额外的官费以便能
够在一些国家中得到专利保护，并
且在欧洲专利局授予专利后便可
在这些国家中对专利登记工作进

行确认。
在1993至2009年间，欧洲专利

局与位于欧洲地区但却不是欧洲专
利局成员国的 10 个国家签订了合
作协议。尽管其中大部分国家自那
时起就拥有了完全的成员国地位，
但是现在人们仍需使用这些协议在
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获得
保护。而欧洲专利局将这些国家称
为延伸国。

近期，欧洲专利局还与不少距

欧洲大陆更加遥远的国家签订了协
议，欧洲的专利申请也可以在这些
国家生效。例如，2015 年，欧洲的
专利已经可以在摩洛哥和摩尔多瓦
共和国生效。2017年12月，突尼斯
则成为另一个生效国。而近期，欧
洲专利局与柬埔寨签订的有效性协
议也已生效。根据这些协议，欧洲
专利就可以像在某一个欧洲成员国
中那样在这些国家境内获得几乎完
全相同的保护。

据了解，欧洲发明专利在柬埔
寨获得保护的费用为 180 欧元，缴
费期限为自欧洲检索报告公布之日
起 6 个月内，不过在 PCT 申请进入
欧洲阶段的情况下，该缴费期限与
进入欧洲阶段所需各项条件的达成
期限的截止时间相同。如未能在前
述期限内按时缴纳费用，申请人仍
可在两个月宽限期内通过额外缴纳
滞纳金来完成补缴。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医药产品

还不能根据欧洲专利局所签署的有
效性协议在柬埔寨境内获得专利保
护。这是因为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WTO）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的豁免，
柬埔寨的医药产品已排除在该协议
之外。不过，人们仍可以选择在柬
埔寨境内递交医药产品的专利申
请，因为他们可以选择对申请延期
直至上述豁免规定到期（该豁免规
定有望于2033年1月到期）。

（陈力霏）

欧专局将欧洲专利保护地域范围延伸至44国

近期以来，由美国挑起的中美
贸易摩擦持续受到全球关注。国际
舆论指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不再
与美国打太极拳，针对美国的关税
措施以及出台更严厉制裁的威胁，
中国寻求扮演负责任的全球贸易体
系守护人。

华盛顿的矛盾信号：
紧张局势会否升级？

新加坡《亚洲时报》称：“特朗普
团队每天传递矛盾的信号，财政部
长斯蒂芬·努钦和白宫经济顾问库
德洛称可能达成协议。与此同时特
朗普则威胁称，将采取更严厉的制
裁措施。”

该报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莽
撞的政策可能导致美国与中国之间
的艰难谈判更难进行。来自华盛顿
的矛盾信号使中国通过外交途径解
决问题的努力变得困难，因为“无法

弄清，美国政府中谁被授权代表政
府说话”。

美联社评论称，美中经济关系
的紧张，似乎在考验特朗普的“双轨
外交战略”。外界担心，美中之间的
紧张关系或进一步激化，美国财政
部正制定计划限制中国科技企业在
美国的投资。而对特朗普来说，美
中之间的贸易争议还可能冲击他的
减税措施所带来的良好经济效果，
而这正是今年中期选举共和党人希
望获得选民支持的中心议题。

俄罗斯卫星网发表文章称，在
这场贸易摩擦中，中美及其在亚洲
的伙伴都将蒙受损失。专家预测，
目前世界贸易平均关税是 2.7%，

“如果两国真的以目前模式爆发贸
易战，那么有很大的可能，世界平均
关税将超过 10%。其结果是，世界
贸易额下跌将超过2.7万亿美元”。

当地时间 3 月 22 日，美国贸易

代表莱特希泽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
的听证会上，阐述美国总统特朗普
的贸易政策。

守护全球贸易体系：
中国展示“中国范儿”

日本新华侨报网发表评论文章
指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不再与美
国打太极拳，而是直言表达自己的
立场，追求的是平等，抗衡的是霸
权。中国不愿意与美国打贸易战，
但是中国也不怕与美国打贸易战，
中国一旦反击，就要打到美国的痛
处。可以说，这是中国政府对中美
贸易战的基本战略。这次应对中美
贸易摩擦，中国发出自己的声音，展
示出“中国范儿”。文章强调，“希望
靠一种贸易战争让中国束手就缚，
只能是一种远逝的梦想”。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称，针对
美国的关税措施以及出台更严厉制

裁的威胁，中国寻求扮演负责任的
全球贸易体系守护人。《纽约时报》
评论指出，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对美
国征收新关税的宣布所做出的回应
相对克制，只承诺要对美国政府的
行动做出相应的回应。

荷兰国际集团（ING）国际贸易
分析主管拉乌尔·利灵对英国《金融
时报》表示，特朗普正在“玩一场危
险游戏”。专业的新兴市场基金公
司安石研究主管简·德恩则称，特朗
普单方面征收关税，再现了 1929年
美国股市崩盘之后贸易关系崩溃的
开始。德恩说：“美国似乎决意放弃
一直是西方繁荣关键支柱的自由贸
易。”他补充称，欧洲经济也可能因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而受到损害。

谈判的开局策略：
重新确定贸易规则

法国媒体援引法国亚洲问题研

究中心主任让·弗朗索瓦·迪·梅利
奥指出，威胁不断升级的目的是要
重新确定贸易规则。迪·梅利奥说：

“在 5 月 23 日也就是各种惩罚措施
及各种关税实施之前，是一个艰苦
的对话期，目的是要重新确定贸易
规则，而不是为了开战。因为如果
开战，双方都是输家。”

迪·梅利奥说，“出现僵局不是
不可能的，但是，出现僵局的概率要
比重新确定贸易规则的概率要低，
我认为会悬崖勒马的。”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贝莱德全
球首席投资策略师理查德·特尼尔
的话称，美国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
行动“是谈判的开局策略”，而不是
全面贸易战的开始。

外媒指出，无论如何，中美贸易
谈判离结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投
资商们希望，最终协议将比现在公
开讨论的内容要更理想些。

国际热评中国要做全球贸易体系守护人
■ 庄百万

本报讯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Facebook（脸书）用户信息泄露事件
可能引发美国政府对于谷歌、亚马
逊、苹果等科技公司更严格的监
管。这些监管不仅涉及到这些公司
如何处理用户信息，也可能涉及那
些可以搜集用户信息的设备。“过去

10年，包括脸书在内的上述四大科
技公司发展迅猛，一定程度上免于
重大的政府监管和隐私管理，但将
来这一切将会改变。”

据华尔街日报统计，从 2008年
至 2017年，四大科技公司年收入增
长超 4 倍。其中，谷歌母公司年收

入增长409%，苹果公司年收入增长
502%，亚马逊年收入增长 828%。
脸书从 2011 年开始计算，6 年来年
收入增长996%。

在欧洲，被称为严格的隐私管
理 法 规《通 用 数 据 保 护 条 例》

（GDPR）将于5月25日生效。该条

例规定，根据犯罪情况（包括对个人
数据的错误处理以及未将儿童排除
在年龄不合适的服务或内容之外），
罚款可高达公司全球收入的 4%。
且对于欧洲市民而言，无论居住或
旅行至何处，都需遵守这一法规。

报道称，近期，美国民众对于保
护隐私的呼声越来越高，可以预见
在不久的将来，美国执法者也将制
定与欧洲类似的条例。

与脸书一样，上述大型科技公
司大多采用搜集用户数据的广告
模式。谷歌从 2012 年开始搜集用
户搜索历史、地点，其 YouTube 平
台也跟踪用户对于媒体的口味。
谷歌也在为遵守《通用数据保护条
例》而努力，但并不打算将《通用数
据保护条例》扩大到所有运行谷歌
的地方。

苹果公司总裁库克近期表示，
苹果绝对不会陷入“数据门”这样的
丑闻。但华尔街日报暗示，脸书事
件苹果公司也有责任——大部分人
是用苹果手机或安卓手机来访问脸
书的，两者都有泄露用户位置数据
的潜在危险。

报道称，未来的监管可能不仅
涉及到这些公司如何处理用户信
息，也应该涉及那些可以搜集用户
信息的设备。 （杨斌）

谷歌、苹果等将迎来个人数据更严格监管？

▼贸易预警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商务部
获悉，2017 年 8 月 30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对原
产于美国、欧盟和新加坡的进口
卤化丁基橡胶进行反倾销立案调
查。应利害关系方申请，为保证
调查程序的公平、公正、透明，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
第二十条以及商务部《反倾销调
查听证会暂行规则》的规定，商务
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决定于 2018
年 5 月 3 日在商务部召开卤化丁
基橡胶反倾销案听证会。

（毛雯）

商务部将召开卤化丁基橡胶
反倾销案听证会

首批中国有效专利
在柬埔寨登记生效

本报讯 日前，首批中国有
效专利在柬埔寨登记生效证书颁
发仪式举行。此次首批在柬登记
生效的中国专利分别来自同方威
视/清华大学、中兴通讯和华为公
司，共计20件。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
长雨在颁发仪式上指出，首批中
国专利能够如此高效地在柬登记
生效反映了中柬知识产权部门对
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来自
产业界的迫切需求。这是中柬知
识产权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也是

“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的标志
性成果。

柬埔寨王国国务大臣兼工业
及手工业部部长占蒲拉西肯定了
中柬开展专利审查合作，特别是
中国有效专利在柬登记生效的重
要意义。他对中国知识产权事业
的高速发展表示赞赏，并希望未
来有更多的中国有效专利到柬埔
寨登记生效。

（张亚宁 邱隽畅）

韩国就世贸组织裁定
禁运日水产品违规提起上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