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第 37 届国际货币与金
融委员会(IMFC)会议在美国华盛
顿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了全球经济
金融形势与风险、全球政策议程和
基金组织改革等议题。中国人民
银行行长易纲出席会议并发言。

会议指出，全球复苏势头进一
步增强，增长基础广泛，投资和贸
易强劲回升是主要驱动因素，但经
济下行风险不容忽视。金融脆弱
性上升、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加剧、全球债务处于历史高位等对
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构成威胁。

会议呼吁各方应抓住当前经
济增长的有利时机，从货币、财政
和结构改革三方面着力保持经济
复苏势头，提高经济增长潜力和

韧性。若通胀疲弱，则货币政策
应继续保持宽松，待通胀升至目
标区间再渐进退出。财政政策应
保持灵活性以促进增长，必要时
重建缓冲，避免顺周期性，确保公
共债务占 GDP 之比处于可持续水
平。结构改革应旨在提高生产率、
增长潜能和促进就业，从而使增长
更加包容。

易纲在发言中指出，中国经
济增长势头稳中向好。经济增长
更加追求质量，更趋平衡。金融
部门整体稳健，风险可控。2017
年 非 金 融 部 门 杠 杆 率 仅 略 有 上
升，公司部门杠杆率有所下降，金
融部门内部控杠杆取得阶段性成
效。今年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四

十周年，改革开放惠及中国经济
和中国人民。中国进一步推进改
革开放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日
前中国宣布了一系列加大金融业
对外开放的措施，有明确的时间
表和路线图，将于今年年底前实
施到位。中国将继续坚持多边主
义，支持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
多 边 贸 易 体 系 ，倡 导 合 作 与 对
话。此外，中方呼吁各方展现合
作精神确保按时完成第 15 次份额
总检查，并愿继续加强同基金组
织在能力建设领域的合作。

“当前，我国金融领域改革已
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金融领
域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我国金
融市场中金融工具和参与主体的

丰富程度。金融领域的开放，特
别是银行业的开放将会对我国金
融深化发展、提升金融市场效率
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恒丰银行
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
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
淼在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表示，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有利于丰富
我国银行金融机构种类，提升市
场活力；同时，扩大银行业对外开
放，可以进一步丰富我国金融产
品种类，提升资金配置效率。

记者了解到，2001 年加入世贸
组织后，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主要
围绕着履行“入世”承诺推进，同时
采取了一系列自主开放措施。外
资银行业务经营范围逐步扩大，外

资金融机构开始以战略合作者身
份入股中资银行。例如，逐步将外
资银行人民币业务客户对象从外
资企业和外国人逐步扩大到中国
企业和中国居民，逐步放松对外资
银行在华经营的限制，取消外资银
行人民币负债不得超过外汇负债
50%的比例等，在承诺基础上逐步
给予外资银行国民待遇。

此外，董希淼认为，我国金融
业在加快引进来的同时，也要借助
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建设
等历史契机，大踏步走出去，形成
双向开放的良好局面，并在这个过
程中不断提升竞争力，构建符合新
时代需要的大国金融体系，在国际
经济治理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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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增伟出席首届中美产业合作峰会
并会见美政经界人士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即将走到
谈判桌前。4 月 22 日，中国商务部
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中方已收
到美方希望来北京进行经贸问题
磋商的信息，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但是，挑起这场贸易战的一个
缘由，即美声称中国不尊重知识产
权以及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罚
力度的不足，似乎并没有停止。

这个“理由过于牵强附会，全属
无稽之谈。”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贺化在近日刊发的《中国知识产权
保护的成就有目共睹》一文中说。

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是伴随
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建立和发
展起来的，既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产
物，又是改革开放的有力支撑。“经
过持续不懈的努力，中国知识产权
保护整体步入良好阶段，获得国内
外高度评价。”在近日举办的 2018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上，国
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说。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
王彬颖在论坛上发言时，高度评价
了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取得的成
就。他说，经过长期发展，中国知
识产权事业取得了丰硕成果，近年
来知识产权更是得到了高度重视，
这为中国知识产权体系发展带来
了新的动力，为全球知识产权保护
作出贡献。

在美国工商界，不少企业肯定

了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努
力。美国高通公司高级副总裁马
克·斯奈德说，“近年来，中国有关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系列文件
和国家政策相继出台，让我们看
到了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决
心，也极大地增强了高通这样的
外资企业在中国持续投资和长期
发展的信心。”

为了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
护制度，中国建立打击侵权假冒机
制，努力构建知识产权严保护、大
保护、快保护、同保护工作格局。5
年来，中国在行政执法方面共查处
专利侵权假冒案件 19.2 万起，商标
侵权假冒案件 17.3 万起；在司法保
护上，中国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
法院和一批知识产权法庭。调查
显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
度 由 2012 年 的 63.69 分 ，提 高 到
2017年的76.69分，提高了13分。

日益加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推
动中国成为创新大国。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是
2017 年《专利合作条约》框架下国
际专利申请第二大来源国。中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发明专利
申请量达138.2万件，超过美、日、韩
以及欧洲专利局的总和。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
将以专利法修订和改革开放 40 周
年为契机，以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建设为抓手，继续加大知识产权
保护力度，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效
果。”申长雨说，在国际上，中国将
积极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平衡有
效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中国将
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积极
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下的
多边事务，深入推进“一带一路”
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交流，积极用
好 中 美 欧 日 韩 、金 砖 国 家 、中 蒙
俄、中日韩、中非、中国—东盟等
一系列知识产权合作机制，积极
扩大知识产权双边合作，努力构
建多边、周边、小多边、双边“四边

联动、协调推进”的知识产权国际
合作新格局，同世界各国一道，努
力推动知识产权国际规则朝着开
放包容、平衡有效的方向发展，让
创新创造更多惠及各国人民，实
现互利共赢，促进共同发展。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卢鹏起则
呼吁，中国应加大海外知识产权维
权工作机制的建设工作。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最大对外投
资国之一，近年来企业走出去的步
伐持续加快，相应的遭遇的知识产
权摩擦纠纷也逐渐增多，企业海外
知识产权保护更加迫切和急需。
卢鹏起建议，要尽快构建和完善知
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工作体系，推
动政府部门、驻外使领馆、公共部
门驻外机构、商协会、企业以及调
解仲裁机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等
广泛参与，形成优势互补、协同联
动、有效高效的知识产权海外维权
援助工作机制。

4月22日，主题为“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2018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
展中心拉开帷幕，聚焦社会各界目光。图为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智慧社会分论坛——中国智慧社会发展与展望
论坛。 福州日报记者 池远 摄

加大国内保护力度 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平衡有效的国际规则

中国知识产权建设迈入新阶段
■ 本报记者 范丽敏

本报讯 近日，中国贸促会、
中国国际商会会长姜增伟率中
国企业家代表团在芝加哥出席
首届中美产业合作峰会并会见
美政经界人士。此次峰会由中
国投资责任有限公司和美国高
盛集团主办，中国国际商会和美
国保尔森基金会提供支持。中
投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屠光
绍、驻美国大使崔天凯、美国高
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戴维·
所罗门、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亨
利·保尔森、肯塔基州州长马特·
贝文、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
沃克、芝加哥市长拉姆·伊曼纽
尔等 300余位中美企业及政府代
表参会。与会代表们围绕中美
投资机遇与挑战、构建可持续伙
伴关系、加强中美省州合作等进
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姜增伟在致辞中表示，中美
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
国互为重要市场和发展机遇，两
国市场互为对方企业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宝藏”，而深化合作
是打开这个“宝藏”的金钥匙。两
国工商界要从省州和产业合作入
手，发掘更多有利于两国人民的
合作项目，以实际行动推动中美

经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崔天凯在致辞时表示，我们

应当倡导双赢思维而不是零和思
维，中美双方应以前瞻性思维和
建设性方式，做大合作蛋糕，积极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贸易带来互
利、冲突导致两伤，中方欢迎美国
政府、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框架
下的项目合作，希望中美工商界
充分共同努力消除分歧，共享机
遇，共同繁荣。

保尔森表示，未来，中国将成
为全球最大的市场，这对美国既
是挑战也是机遇，中美需要通力
合作、相互调整适应，妥善解决贸
易分歧、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问
题，调整全球经济治理的结构与
方式。

与会期间，姜增伟先后会见
了芝加哥市市长伊曼纽尔、高盛
集团董事长布兰克梵、保尔森基
金会副主席戴青丽、威斯康星州
州长沃克和肯塔基州州长贝文。
各方均对中国国际商会率团访美
表示欢迎，并指出进一步加强中
美省州和产业合作是保证中美经
贸关系继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愿
为推动中美工商界合作不断作出
努力。 （毕佳佳）

本报讯（记者 钱颜）由中国
贸促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与北京
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共同发
起的全国企业合规委员会成立
大会将于 5 月 4 日在京举行。会
议将发布全国企业合规倡议，确
定合规委员会成员单位和领导
机构，并就全球企业合规发展趋
势、企业合规体系建设、合规监
管等问题进行专题研讨。中国
贸促会会长姜增伟担任合规委
员会主席。

在全球化进入新阶段，企业
竞争进入到全球价值链的背景
下，强化合规经营已成为企业发
展的普遍共识。近日备受关注的
中兴通讯事件暴露出中国企业管
控合规风险能力滞后、合规管理
体系存在明显漏洞等众多问题。
我国许多企业缺乏完善的合规管
理体系和植根于企业员工的合规
文化，管理人员对合规的理解还
停留在贿赂等基本问题上，以至

风险发生后再来寻求弥补之道，
为时已晚。

合规委员会的成立，恰恰是
为了加快提升我国企业合规水平
和能力，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世界一流企业提供有力保障。今
后，合规委员会将充分发挥政企
沟通平台和企业服务平台作用，
组织企业与中外政府及监管机构
沟通，反映企业合规方面的诉求
和意见，促进企业间互鉴合作，组
织开展国际交流，提供企业合规
服务，培养合规管理人才，着力推
动我国企业合规体系建设，提升
企业合规经营水平。

据了解，合规委员会成立得
到商务部、工信部、国资委等政府
部门大力支持，众多企业积极响
应。目前已有中国石油、中国移
动、中国中铁、中兴通讯、微软、
IBM、西门子等 50 多家世界知名
企业成为合规委员会成员单位，
更多企业正陆续申请加入。

全国企业合规委员会成立大会将举行

本报讯 近日，中国贸促会
副会长张伟在京会见安徽省人
民政府副省长周喜安。双方就
加强中国贸促会与安徽省人民
政府间机制化合作、支持安徽省
品牌展会提质增效、指导安徽省
贸促会深化改革等交换了意见。

张伟表示，安徽省贸易投资
促进工作近年来成绩显著。中
国贸促会愿与安徽省人民政府

务实合作，大力开展贸易投资促进
工作，助力安徽省开放经济发展。

周喜安对中国贸促会一直
以来给予安徽省的大力支持表
示感谢。他希望中国贸促会继
续在机制化合作、重大经贸活
动、展会论坛等方面给予安徽省
更多支持。

中国贸促会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陪同会见。 （刘文）

张伟会见安徽省副省长周喜安

本报讯（记者 苏旭辉）近日，
2018 中国国际特色小镇生态与投
融资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
中心举办。本次博览会由中国投
资协会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
公司共同发起主办，汇聚了百余家
政府和特色小镇相关单位参展，集
中展示特色小镇项目及相关产业
的发展，涵盖特色小镇产业特色、
功能定位、阶段性成果及未来发展
规划。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伟在开幕

会上指出，过去几年中，特色小镇的
建设逐步推进。伴随着行业的发
展，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
措施，对行业发展进行规范和指导，
防范和解决所出现的问题。大家在
此共聚一堂，就是为特色小镇的未
来发展集群策、汇群力，探讨发展思
路，提出发展方案。

张伟表示，中国贸促会作为全
国性对外贸易投资促进机构，支持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携手中
国投资协会，共同创办特色小镇生

态与投融资博览会，为特色小镇发
展搭建国内外交流、沟通协作平台，
持续助力特色小镇发展，将本土特
色文化、特色产业、特色产品向“一
带一路”沿线推广，并广泛吸收其他
国家的先进经验。今后，中国贸促
会将充分利用丰富的国内外网络体
系，对外充分展示和推广业内实力
企业的形象，并争取更多的海外商
协会组织和企业的支持，积极引进
先进经验，为特色小镇整体提升发
挥更大作用。（相关报道见5版）

2018中国国际特色小镇生态与投融资博览会举办

加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年底前实施到位
■ 本报记者 宗赫

本报讯 近日，第六届中国
（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
“外经论道”主题论坛上，中国国
际商会与中企万博集团签署合作
协议，中企万博（上海）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成为 2020 年迪拜世博
会中国馆市场开发合作伙伴。中
企万博与中国国际商会形成合作
机制，积极配合宣传和推介迪拜
世博会中国馆，举办 2020年迪拜
世博会中国馆推广相关活动，开
启中国企业、中国品牌进入迪拜
世博会中国国家馆的快车道。

中企万博集团董事长王慧介
绍说，中企万博自成立以来一直
专注参与国际顶级展会、赛事和
活动的运营与合作，通过世界舞
台展现中国企业与中国品牌的力

量。“中国企业联合馆”早在 2015
年就开始布局迪拜，并在 2016年
与迪拜投资促进署、上海对外投
资促进中心签署合作备忘，打造
永久性的迪拜中国企业联合馆，
现在已经做好了服务中国优质企
业、优秀品牌走向 2020年迪拜世
博会的准备。在谈及如今的“中
国企业联合馆”发展时，王慧表
示将会更多聚焦“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

据悉，今年俄罗斯足球世界
杯期间，中企万博将与中俄合作
伙伴在莫斯科建立 2018 俄罗斯
世界杯中国企业馆，并在莫斯科
红场古姆中心举行中俄品牌与
合作高峰论坛等活动。

（沈文敏）

本报讯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
事阿泽维多近日发表书面声明，
呼吁各经济体通过世贸组织加强
全球合作，以缓和当前贸易紧张
局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决
策机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
21 日在华盛顿结束第 37 届部长
级会议。阿泽维多在当天提交给
此次会议的书面声明中说，全球
合作对于缓和贸易紧张局势和维
护经济强劲增长非常重要，世贸
组织可在其中发挥作用。

阿泽维多表示，如果没有世
贸组织，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可
能会引发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措
施，令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显著
恶化。他强调，一个以规则为基
础的多边贸易体系为全球商贸平
稳运行提供了必要的稳定性和可
预见性，从而能充分支持全球经
济增长。

阿泽维多说，在贸易议题方
面应继续通过世贸组织加强全球
合作，这对于避免当前贸易摩擦
升级以及支持全球经济增长和就
业至关重要。他表示，如果当前
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全球可能会
迎来一系列单边和针锋相对的贸
易措施，这将给全球经济和贸易
增长增添不确定性。

阿泽维多表示，全球主要经
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破裂会破坏
全球经济复苏，对当前的经济扩
张构成威胁。

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一年
召开两次会议，讨论全球经济形
势并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工
作建议。 （辛华）

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市场开发启动

世贸组织总干事呼吁加强
全球合作缓和贸易紧张局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