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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 22日在白俄罗
斯国立大学附属中学举办 2021 年-2022 年

“中国大使奖学金”颁奖仪式，80名白俄罗斯
学生获此奖学金。

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谢小用在致辞中
向获奖学生祝贺并指出，自2016年中国驻白
使馆设立“中国大使奖学金”以来，已有 228
名成绩优异的白俄罗斯学生获得这份荣
誉。奖学金的设立激发了白俄罗斯学生学
习中文的热情，助力他们实现人生价值和梦
想，也为中白关系发展播下希望的种子。他
鼓励同学们为两国互利合作和传统友好世
代相传贡献力量。

白俄罗斯教育部副部长鲁德表示，“中

国大使奖学金”颁奖仪式的举行不仅是对中
文优秀的白俄罗斯学生的鼓励，也体现了两
国教育领域合作关系的高水平。白方高度
重视在国内推广中文学习并为此制定了教
学战略计划。目前，白俄罗斯已有35所中学
和11所高校开展了中文教学。

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们纷纷表示将努力
学好中文，争做白中友好使者，为两国深化
各领域合作贡献力量。

当天，谢小用还为 10 所获得 2022 年中
文教学工作示范学校荣誉称号的白俄罗斯
学校校长颁发证书和奖品。颁奖仪式期间
还穿插了中白两国学生表演的中国武术、民
乐和传统舞蹈等。 鲁金博

▶11 月 23 日，满载家电产
品的中欧班列在西安国际港站
等待发车。

当 日 ，满 载 家 电 产 品 的
X8151 次中欧班列从西安国际
港站驶出开往欧洲。这是中国
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
的首趟中欧班列家电出口专列，
同时也标志着陕西中欧班列
2022年开行突破 4000列。此次
中欧班列家电出口专列的开行，
为助力国内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推动“中国智造”走向欧洲，促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互通
起到积极作用。 李一博 摄

这是11月23日拍摄的卡哈洛金沙江大桥施工现场（无人机照片）。
目前，由四川路桥承建的卡哈洛金沙江大桥建设正有序推进。卡哈洛金沙江大桥位

于川滇两省交界，横跨金沙江，是四川沿江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建成后将成为连接
四川沿江高速和云南大永高速的主要通道。 胥冰洁 摄

高速数字马达是智能清洁领域的关键技
术之一。近年来，一家孵化自清华大学学生科
技组织“天空工场”的企业通过在空气动力学、
材料学、精密制造等领域不断创新，让高速数
字马达的“临界速度”一次次突破。“当国外同
行做到每分钟5万转、10万转的时候，我们要做
到每分钟15万转，甚至是18万转，用底层技术
突破带动扫地机、吸尘器、吹风机等产品创
新。”追觅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俞浩说。

目前，追觅科技已在高速数字马达、流体力
学、机器人控制、即时定位与地图等方面构建了

“专利矩阵”。截至今年11月中旬，追觅科技在
国内外累计申请专利3306件，其中，发明专利申
请1184件，PCT国际专利申请306件，累计获得
授权专利1875件，产品销售额达到数十亿元。

与科技创新同频共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
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实
现大发展大跨越大提升，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
知识产权发展之路。10年来，我国累计授权发
明专利 395.3 万件，累计注册商标 3556.3 万
件。截至 2022年 9月，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为
408.1万件。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的排
名由 2012 年的第三十四位，上升到 2022 年的
第十一位，连续10年稳步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
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科技评价改革，加大多
元化科技投入，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
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

阔步新征程，知识产权部门将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统筹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
设纲要和“十四五”规划实施，加强知识产权法
治保障，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的创造质量、运用
效益、保护效果、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以中国
式现代化为指引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科技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综合实力显著
提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加快推进科
技自立自强，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一万亿元
增加到二万八千亿元，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
员总量居世界首位。”

非凡十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
综合实力显著提升，有效发明专利实现量质齐
升，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知识产权

激励全社会创新创造更加有力。10年来，我国
授权发明专利年均增长 13.8%；战略性新兴产
业有效发明专利占国内总量的比重超过三成，
维持年限超过 10 年的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
39.5万件；截至2022年7月，国内拥有有效发明
专利的企业达到32.6万家，拥有有效发明专利
208.6万件。

深圳蛇口港码头上，岸桥林立。以前塞满
贴牌电视机的集装箱，如今装载的是TCL等企
业生产的高端电子元器件。作为高科技制造
业企业，TCL在全球拥有 43个研发中心，研发
人员超过 1.86万名。截至今年 9月底，TCL累
计申请专利 97703 件，其中 PCT 专利 17021
件。TCL在量子点电致发光显示领域公开专
利数量为1987件，居全球第二。

“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持续坚定在创新
方面加大投入，勇于向产业链上游攀升。10多
年来，TCL 科技在半导体显示产业累计投入
2600多亿元，推动国产面板在半导体显示领域
追赶超越，实现多项突破创新。”TCL创始人、
董事长李东生说。

法律制度不断完善，保护力度持续增强
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是塑造良

好营商环境的重要方面，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
护创新。10年来，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不断
完善，保护力度持续增强。民法典确立了依法
保护知识产权的重大法律原则，专利法、商标
法、著作权法完成新一轮修改，建立了国际上
最高标准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严保护、大保
护、快保护、同保护”各项工作统筹推进，集快
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于一体的知识产
权快速协同保护体系加快建设。我国知识产
权保护社会满意度从2012年的63.69分提升至
2021年的80.61分。

“今年以来，江苏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累
计处理知识产权纠纷调解1010件，平均处理周
期 23.4天，为当事人提供了高效、便捷的知识
产权公益调解服务，助力知识产权维权走上了
快车道。”江苏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维权援助
部部长刘迷迷说。近年来，江苏加快建设知识
产权快速协同保护体系，着力打造以省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为牵引，13个设区市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全覆盖，若干个县（市、区）知识产权快速
维权中心协调联动的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
体系，为创新主体提供专利快速预审、快速确
权、专利运营、专利导航以及知识产权快速维

权等公益服务。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最大
的激励。截至 2022年 9月，我国高价值发明专
利审查周期压减至13个月，发明专利平均审查
周期压减至16.5个月，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
稳定在 4个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已在 27个省
（区、市）布局建设96家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
心，维权援助机构总数达到1300余家……既通
过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又要通过权利的平衡保护，
使创新成果更多惠及人民。

运用效益加速显现，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更
加有力

非凡十年，我国知识产权运用效益加速显
现，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更加有力。10年来，我
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金额累计达 1.3万亿元，
年均增长 27.2%；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总额
累计 2.19万亿元，年均增长 13.7%；2021年，全
国专利转让许可次数 42.2 万次，是 2012 年的
4.8 倍；截至 2022 年 9 月，我国有效商标注册
4152.3 万件，累计批准地理标志产品 2495 个。
核心专利、知名商标、优质地理标志产品等持
续增加，创新型经济、品牌经济、区域特色经济
和开放型经济加快发展……

“这一棚有 2 亩地，能出 5000 多公斤大叶
香菜，今年行情好，又是丰收年。”在山东德州
市庆云县东辛店镇的东锐果蔬种植基地，负责
人谢俊军拔起一株大叶香菜，一股清香袭来。
2019年，庆云大叶香菜获批农产品地理标志认
证。目前，全县年种植面积 6000余公顷，年产
量在10万吨左右，已成为当地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主导产业之一。

一个农产品地理标志，带动一个产业，富
裕一方百姓。截至 2022年 9月，我国地理标志
专用标志使用市场主体达 2万家，地理标志产
品年直接产值超7000亿元，有力促进品牌经济
和特色经济发展。

创新驱动的“源头活水”不断注入，高质量
发展动力加速释放。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要以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
要和“十四五”规划为抓手，以建设中国特色、
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为目标，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决策部署，
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更好服务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大局。 谷业凯

记者 23日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民政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印发通知，组织开
展 2022年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
录申报工作。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举
旨在释放“科技+养老”效应，让“智慧养老”
助力“老有所依”。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智慧健康养老相
关产业发展。不久前，工信部等五部门发布

《数字化助力消费品工业“三品”行动方案
（2022—2025 年）》，明确围绕健康、医疗、养
老等大力发展“互联网+消费品”。市场上，
聚焦智慧健康养老的创新同样活跃。天眼
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有 1800余家智
慧健康养老相关企业。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鼓励用科技提

升老年人生活品质，工信部、民政部、国家卫
生健康委组织开展 2022年智慧健康养老产
品及服务推广目录申报。

申报范围有以健康管理类智能产品、老年
辅助器具类智能产品等为代表的智慧健康养
老产品，以及包括个性化健康管理等在内的智
慧健康养老服务。申报的产品应在功能性、易
用性、可靠性、安全性等方面具备较高的技术
水平。申报的服务应能精准对接老年人健康
和养老服务需求，深度整合线上线下资源。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政策
主要方向是推动企业以数字化研发设计促
进产品更新，以自主创新创造引领消费升
级，不断满足消费者多层次、个性化、高品质
消费需求。 张辛欣

中国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同联
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向老挝提供粮食援
助项目启动仪式，22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

作为全球发展倡议在老挝落地的首个
项目，中方将向世界粮食计划署及老挝教育
和体育部国家校餐计划援助 930 吨大米和
120 吨鱼罐头，为老挝 8个省 1400 多所小学
超过13万名学生提供校餐，助力老挝基础教
育发展和儿童营养保障。

中国驻老挝使馆首席馆员项方强参赞
在致辞中说，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全球发展倡
议聚焦深化国际发展合作，致力解决发展中

国家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开放包容的全球
公共产品。中方将同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一
道继续支持老挝可持续发展和民生保障，为
全球发展合作事业作出贡献。

老挝教育和体育部部长普·辛马拉冯及
世界粮食计划署驻老挝代表让·德尔巴尔在
致辞中高度赞赏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感
谢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对老挝教育和
减贫事业的支持，并期待在全球发展倡议框
架下继续得到中方支持，结合联合国机构专
业能力，共同为老挝减贫、教育等基础民生
事业发展作出努力。 章建华

10年来我国累计授权发明专利395.3万件——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加快推进

三部门加大力度推广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

中国同联合国机构合作在老挝启动全球发展倡议项目

80名白俄罗斯学生获“中国大使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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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2020）瑞金市不动产权
第 0097050 号（房屋坐落于
瑞金市云石山乡陂下村岺
子下组）不动产登记证明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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