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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从一穷二白到繁荣发展，历经70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70年来，中国经济对外交往逐步加强，企业发展更加兴旺。“一带一
路”倡议，八方响应，中国从未像今天一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119家中国企业赫然在列，向全世界彰显新时代
中国企业的实力与风貌。繁荣的背后，中国涉外法律工作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从默默无闻到举世瞩目，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不断前进，为中国企业在国
际市场行稳致远保驾护航，为中国经济腾飞贡献力量。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咬定青山、砥砺奋进，中国涉外法律工作
者在新时代下必将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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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与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关于共同建立“一带一路”调解员名册的谅解备忘录签约仪式在京举行。

英文单词“intellectual property”
在我国被翻译成“知识产权”，最初
是由当时负责外贸工作的中国贸促
会工作人员翻译过来的，一直沿用
至今，已然家喻户晓。这是中国贸
促会推动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
一个光辉脚印。

中国贸促会与知识产权事业的
缘起，要追溯至 1957 年。1957 年 1
月，国务院转发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

《关于实行商标全面注册的意见》的
通知，我国开始实行商标全面注册制
度。该通知中明确规定“为了便于外
国企业办理申请商标注册手续和联
系，已商得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同意为外国企业申请商标注册的代
理人。今后，外国企业申请商标注册
一律通过该委员会办理”。中国贸促
会法律部随即成立了办理商标业务
的三人小组，开始办理涉外商标业
务。自此，“星星之火”始燃。

“至今，我们依然可以完整地看
到 1957 年中国贸促会商标代理部
为一家英国企业代理的商标案卷，
这已经成为新中国对外开展国际贸
易和经贸合作的宝贵历史资料。”中
国贸促会专商所所长马浩回忆说，
此后，中国贸促会商标代理部对中

国商标的使用、管理、注册和保护以
及商标法律制度的完善，对中国知
识产权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
献，也为推动新中国与世界各国开
展经济贸易合作提供了必要保障，
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一扇窗口。

196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
立以后，一直希望中国能够参与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活动。1973 年
11月，我国政府委派时任中国贸促
会法律部部长的任建新率团以观察
员身份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领
导机构会议。回国后，中国贸促会
代表团提交了《关于参加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会议的报告》，提出了建立
专利制度的建议。

1978年7月，中央作出“我国应
建立专利制度”的决策。上世纪 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
国开始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短短几
十年，中国政府建立并逐步完善了

《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及其
实施细则等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知
识产权事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的蜕变，逐步形成了既统一透
明、符合国际规则又适合中国国情
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华盛

顿举行的2019年度“特别301”公开
听证会上，中国国际商会法律服务
部部长谭剑慷慨激昂地说，2018年
以来，中国在知识产权立法、司法、
执法等各方面都作出巨大努力。例
如，在立法方面，中国审议了专利法
修正案（草案）、外商投资法（草案），
实施了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
司法方面，中国涉及知识产权的司
法改革取得重要成果，知识产权案
件裁判的质量、效率和一致性显著
提升。在执法方面，中国完成国家
和省级知识产权机构改革重组任
务，提高行业主管机构工作效率，继
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推
动跨部门联合执法新常态。此外，
中国大幅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发布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
清单），在 22 个领域出台了加大开
放力度的政策。

60余载，中国贸促会知识产权
工作硕果累累。

积极担当，协助企业进行海外
知识产权布局。广泛收集国内外知
识产权信息，并通过官方网站、《业
务通讯》等向广大企业发布。为企
业提供知识产权咨询并建言献策。
帮助我国企业在海外申请专利、注

册商标，进行知识产权布局，并提供
常年知识产权培训和法律顾问等服
务。组织企业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等国际组织举办的会议论坛。举
办培训班，重点讲授海外知识产权
制度。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培训中心
合作，开设中国知识产权远程培训
教育中国贸促会知识产权服务中心
分站，为企业提供免费知识产权远
程培训。

创新服务，帮助企业海外维
权。完善境外展会知识产权服务维
权机制，遴选重点展会，编发知识产
权工作手册，现场提供知识产权服
务，向赴境外参展的中企免费开展
专题培训，编发展会知识产权工作
指导。全力帮助中企开展反垄断维
权，帮助应对海外商标抢注、专利侵
权等行为。

加强交流，推进“一带一路”沿
线知识产权合作。今年7月份，联合
国贸法会在72届大会上通过了中国
贸促会成为贸法会长期观察员相关
事宜。联合贸法会主办联合国《纽
约公约》六十年、《和解协议公约》国
际学术研讨会等。组织召开国际工
商知识产权论坛、中欧企业知识产
权研讨会等。参加中韩自贸联委

会、香港CEPA高官会、中瑞自贸区
升级联合研究会暨产业研讨会、国
际律师协会年会等多个对外会议，
在争取争端解决领域支持和工商界
实际需求等方面积极发声。

聚智聚力，加快由知识产权大
国向强国转变。着手建设中国国际
商会法律服务平台，聚合优质法律
服务机构资源，为企业提供商事法
律基础知识、投资贸易中的商事法
律风险等普惠性的基础服务。搭建
企业与法律服务机构之间的对接平
台。积极探索促进知识产权转移转
化的有效途径，聚焦部分战略性新
兴产业，帮助企业筛选推荐好的技
术投资项目。加强知识产权服务，
做强做精知识产权代理服务，拓展
知识产权确权、维权、用权服务等业
务，继续加强与国外知名知识产权
服务机构的业务联系。

从 1950 年 的 11.3 亿 美 元 到
2018年的超过 4.63万亿美元，我国
进出口贸易总额增幅超过 4000
倍。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对
知识产权的需求与日俱增。与此同
时，知识产权也成为国家竞争力的
重要资源和经济转型的重要依托，
在国家对外开放中的地位进一步凸

显。在各方努力下，中国近年来积
极构建依法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良
好环境，得到了国内外申请人和国
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和评价。

在去年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
席发表重要主旨演讲，提出了一系
列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专门强调
要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
合作，着力营造尊重知识价值的营
商环境，全面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
律体系。

作为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
（AIPPI）首位中国会长，马浩感慨
道，“我深刻体会到我国在国际地位
和话语权上的提高。我为我们的祖
国感到自豪。同时我也深刻认识
到，参与到国际组织的活动当中，对
于我们全面参与知识产权领域的全
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
慧，提高我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
权和影响力，意义非常重大。中国
在知识产权国际舞台上不应缺席，
中国知识产权从业人士不仅要关心
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应积极参
与世界知识产权领域的全球治理体
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
和力量。”

积极担当聚智聚力创新服务硕果累累

中国贸促会知识产权服务再上新台阶
■ 本报记者 陈璐

做优商事法律服务 助力企业扬帆出海
■ 本报记者 钱颜

近年来，中国贸促会的商事法
律服务工作受到众多外贸企业和走
出去企业的欢迎和重视。这些服务
不仅能统筹协调涉案企业参与经贸
摩擦应对、保护企业合法权益，还为
企业提供涉外商事法律服务，帮助
企业防范各类涉外经贸法律风险，
进行国际商事调解仲裁等。

伴随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向
高质量发展迈进、中国企业越来越
多地进入海外市场，中国贸促会以

“促进国家外交和外经贸事业，打
造贸促会法律服务品牌”为中心，
不断增强服务社会的能力，提升各
项业务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努
力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涉外
商事法律服务机构。不仅不断拓
展和完善出证认证、商事调解、法
律顾问、海损理算等业务，还把商
事法律服务从被动解决商事争端
推向更高层次的预防国际商事争
端之路。

提升贸易便利化
助企业站上竞争C位

中国贸促会出证认证工作是一
项政策性、适应性、专业性、拓展性
较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国际
普遍代表性和认同的系统比较完整

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目前，中国贸
促会出证认证的代表业务包括签发
原产地证明/转口证明书、出具不可
抗力证明书、认证涉外单据、国际商
事证明书、自由销售证书和中国出
口商品品牌证明书等，在维护国际
贸易秩序、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促
进经济贸易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中国贸促会原
产地证书成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开展
经贸往来的“破冰”工具。改革开放
前，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
和禁运，中国除了与当时的社会主
义国家开展易货贸易外，与西方国
家的经贸交往几乎为零。中国贸促
会于国家艰难时期，担起了签发出
口货物原产地证书职能，为我国与
西方国家开展经贸往来扫清障碍、
铺平道路。

随着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迅
速发展，中国贸促会办理出证认证
业务数量大大增加，范围也不断扩
大。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贸
促会出证认证业务在摸索中前进，
一步一个脚印，逐步探索出一条适
合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业务发展
的道路。目前，中国贸促会的出证
认证业务范围涵盖货物贸易、服务

贸易、技术贸易、投资及国际承包
工程、国际文化技术交流及知识产
权等领域，年签证量近 500 万份，
年服务企业数达 20 余万家。2019
年实施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和原
产地证企业备案“两证合一”后，中
国贸促会将为全国 1000 多万家涉
及进出口业务的企业服务，在服务
国家改革开放、实施经济全球化及

“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贸促会出证认证业务在促
进贸易便利化方面成效显著。全力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全面推
行“五分钟政务”，全国已有2.1万多
家企业实现了“不见面办公”，通过
原产地证书自主打印服务，享受着
完全“不跑腿”的实惠，自主打印证
书量已占总签证量的六成。积极配
合国家口岸办、地方政府推进国际
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原产地证书
申报功能在国家“单一窗口”成功上
线运行，为企业提供了更多便利服
务的选择。配合海关和国家口岸
办，积极开展贸促会提升京津沪三
地原产地领域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
工作，中国贸促会原产地证办证时
间及综合贸易成本被世界银行采
集，助力中国在世行《2019 年营商

环境报告》中的跨境贸易便利化全
球排名由去年的第 97 位跃升至第
65位；圆满完成首届中国进口博览
会 ATA 通关保障工作；积极打造
进博会保障工作的“前沿阵地”，完
善 ATA 业务网站进境备案功能，
来自日本、德国、美国等 20 多个国
家凭 ATA 进境的展品通过中国贸
促会备案后高效、快捷完成报关手
续。认真落实国务院要求，联合商
务部、海关总署推进对外贸易经营
者备案和原产地企业备案“两证合
一”工作，实现商务部对外贸易经
营者备案系统与海关总署、中国贸
促会原产地管理系统的互联互通、
业务协同和流程优化，并发布联合
公告在全国实施推广，进一步提升
贸易便利化水平、优化营商环境。

助企业维权
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

“此次美国‘双反’案件以无损
害结案，真是有些出乎意料，整个传
动件行业都为之振奋。感谢一年以
来的辛勤工作以及对涉案企业高度
关注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也借此机
会感谢贸促会公平贸易处、法律事
务部全体同仁的大力支持！”

2016 年 11 月 29 日，石家庄凯

普特动力传输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销
售经理刘昂向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
部发送了一封感谢信。

信中所说的美国“双反”案件，
是美国对华发起的铁质机械传动部
件“双反”案件。当时，虽受美国大
选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大环境
的不利影响，但中国应诉企业在中
国贸促会的帮助下大获全胜，没有
被征收“双反”关税。这是中国近年
应对美国钢铁类产品“双反”案件一
次难得的胜利。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全球遭
受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
救济调查最多的国家，严重影响了
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公平竞
争。其中，有些案件涉案金额小，但
应诉意义大；有些案件涉及企业商
业秘密，组织应诉难度大；还有些案
件是应诉中“难啃的硬骨头”，企业
自身应诉能力弱、信心不强，这些都
容易形成应对工作的“真空区”。

中 国 贸 促 会 法 律 事 务 部 自
2015年成立以来，以艰苦扎实的工
作努力填补“真空区”，打了不少漂
亮仗：成功应对中韩自贸区设立以
来对华“第一案”——钛白粉反倾销
案，迫使起诉方撤诉；印度对华粘胶
长丝第二次反倾销日落复审案完
胜；破冰涉案金额小但社会意义大
的案件，助行业打赢新西兰对华镀
锌板卷反补贴第一案；变被动为主
动，化不利为有利，引导行业打赢澳
硝酸铵反倾销案；从公共利益的角
度游说巴西，使巴西鞋类产品反倾
销日落复审终裁税率降低了 26%；
双汇波兰并购案取得胜利，令该案
成为反垄断领域标志性案件，企业
为贸促会送来锦旗……

“中国贸促会为企业提供整链
条、全覆盖的经贸摩擦应对服务。
在立案前，与国外商协会沟通开展
产业对话，增进理解，消除分歧；在
案件应对期间，组织行业企业积极
开展游说应对工作；在我国企业受
到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措施后，帮助
企业走出去，引导企业在全球布局，
并且帮助企业在国外法院提起司法
救济诉讼，代表行业向国外政府反
映情况。”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副
部长刘超总结道。

在对众多贸易救济调查案件进
行分析后，刘超发现，贸易摩擦的根
源于行业、企业之间，无数案例证
明，充分发挥业界、工商界的作用对
于纠纷的最终解决至关重要。面对
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中美
经贸摩擦的严峻挑战，贸促系统勇
立潮头，以国际贸法规则精准运用，

通过积极争取，为企业开展海外业
务、应对复杂形势保驾护航。去年
10月，中国国际商会代表中国行业
产业对自澳大利亚进口大麦提起贸
易救济调查申请，并成功立案。

深化改革
力促我国对外贸易走稳

中国贸促会为适应新形势对商
事法律服务工作的要求，积极推动
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加强队伍建
设，努力打造更全面更高效的法律
服务体系。

不遗余力帮助企业，积极奋战
在中美经贸摩擦应对第一线，多次
参加美方“301”“特别 301”等听证
会，代表工商界提交数千页抗辩意
见，指导并代表多家受影响企业申
请产品排除，承接开展中国对自美
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排除工作。帮助
中企开展反垄断维权，维护中国企
业利益。启动“一带一路”国别法律
研究项目工作，先后发布共计61个

《“一带一路”国别法律研究丛书》，
涵盖俄罗斯、印度、匈牙利、巴基斯
坦、以色列、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有
关外商投资、贸易、税收、金融、土
地、劳工等方面的实用法律信息，为
区域内投资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设立 200 家经贸摩擦预警机构，开
发建设预警机构管理系统，为企业
发布预警信息。成立中国贸促会全
国企业合规委员会，指导培训 3000
多家企业建设合规体系，与山东、武
汉贸促会合作开展企业国际化经营
合规风险排查试点工作，并在全国
范围内进行推广，为企业进行“全面
体检”。

同时，积极开展商事调解工作，
突出国际性、专业性、权威性优势，
充分发挥贸促会构建和谐经贸关系
的独特作用。始于 1969 年的海损
理算业务接受国内外航运公司的委
托，根据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船舶
保险单中的有关规定，办理了千余
件共同海损和单独海损理算案件，
所编制的海损理算书为国内外航运
界、保险界和贸易界广泛接受。

下一步，中国贸促会将针对问
题推进改革，加大保障补齐短板，按
照政府所想、企业所需、贸促会所能
的原则，建立完善商事法律服务平
台和工作体系，注重体现其国际化、
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突出针对
性、有效性。做好规划、制订好方
案，抓好工作落实，将服务做到细
致、精致、极致，努力取得新成效，释
放新动能，迈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