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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人民日报海

外网德国频道在柏林就

中德贸易以及数字化发

展等问题专访了刚到任

不久的中国驻德国特命

全权大使吴恳。他表

示，中方一直秉承开放

共享的理念，同包括德

国在内的欧盟多国，在

智能制造、自动驾驶等

应用领域的务实合作，

拥有广泛共同利益。

中国获世界关注
前所未有

“我每天都会在德国报
刊新闻中读到大量的涉华
报道。可以说，当今世界
对中国的关注度达到了前
所 未 有 的 高 度 。” 在 专 访
中，吴恳表示，改革开放
以来尤其近 30 年来中国经
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一
系 列 举 世 瞩 目 的 发 展 成
就，推动西方对中国认知
的根本性转变，中国日渐
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

“在 2018 年大众集团全
球 销 售 的 1080 万 辆 车 中 ，
其中 420 万辆是在中国市场
销售的，占全球总销量的近
40%。这些数字足以说明德
国在欧洲的分量以及中德关
系的重要性。”吴恳表示，
德国是欧洲的核心大国，也
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
伴和投资来源国。“中德双
边贸易额约等于中国与英
国、法国、意大利三国贸易
额的总和，占中欧贸易总额
的近三成。”

加强5G
重点领域合作
不久前，美方以情报

合作要挟德国禁止华为参与 5G 建设，此举引
起了德国社会的强烈不满。吴恳表示，正如默
克尔总理公开表态所说，德国不会“简单地将
某一企业排除在外”，会独立、负责任地作出
决定。

“一段时间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
士对中国科技企业参与5G建设表明了公正的态
度。中方也衷心希望德方能够坚持独立自主、
公平公正的立场，同中方在包括5G建设在内的
未来重点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唱响互利合作光
明论，避免陷入某些国家的阴谋论。”

德国对于数字化发展的争议声音一直不
断，一方面，有人认为中国数字化的快速发
展，是以牺牲民众隐私和数据安全为代价的；
另一方面，由于越来越严格的欧盟数据保护法
和其他各方面原因，有人忧虑德国的数字化发
展进程已经渐渐滞后于全球数字化发展趋势。
对此，吴恳表示，中方一直秉承开放共享的理
念，支持企业参与全球产业界5G发展合作。“我
们同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多国积极推动企业开
展5G标准、研发合作，在智能制造、自动驾驶
等应用领域的务实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拥有广
泛共同利益。”

全力支持在德留学人员

据吴恳介绍，目前，中国在德各类留学人
员总数已经超过 6 万人，中国留学人员成为德
国外国留学人员中的最大群体。“近几年来，
全德已有 212 位同学入选国家‘青年千人计
划’，入选人数仅次于美国。由此可见，德国
已成为向中国培养和输送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基
地之一。”

作为驻德国大使，吴恳通过海外网德国频
道向留德人员表达了期望：一是化爱国之情为
爱国之行，踏实勤奋、刻苦钻研，努力攀登科
学高峰；二是将个人梦想与中国梦的实现结合
起来，在服务国家发展的同时也能有更大的空
间发挥个人价值；三是充分利用留学德国的资
源优势，积极发挥桥梁作用，为促进中德两国
的教育交流和科研合作做出贡献；四是希望各
位留德人员做好民间大使，促进中德人文交
流，增进两国人民理解和友谊。

吴恳表示，驻德国使馆将一如既往地为留
德优秀人才回国或为国服务牵线搭桥，提供全
力支持。“我们将通过在德中国学生会、校友会
以及专业学会为我们在德留学人员提供全方位
服务，让大家实现‘平安留学、健康留学、文
明留学、成功留学’。”

重拳整治高仿山寨

如今，在网上购买产品已经日渐成为
人们最为重要的交易形式之一。特别是对
于日常消费商品领域而言，拿起手机，轻
轻一点就能拥有自己想要的产品。然而，
随之出现的问题也令人烦恼，有时寄来的
商品是“山寨”、“高仿”，既给消费者造
成了不小的困扰，也令知识产权权利人苦
不堪言。

随着《实施办法》的出台，对网购和
进出口领域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将起到一
定的遏制作用，这对权利人来说是捍卫自
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一柄利器。行业分
析人士指出，出台 《实施办法》、下大力
气保护知识产权，体现了政府部门对网购
侵权绝不手软的态度，也将有利于重塑风
清气正的网购环境。

《实施办法》 指出，要大力推进行刑
衔接，“行政执法部门与公安机关要加强
协作配合，发挥各自在检验鉴定、侵权判
断、调查取证等方面优势，提高执法打击
效能。”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
主任、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

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将网
购产品侵权纳入刑事处罚，提高了相关网
购侵权的违法成本，也将在今后对不法分
子的侵权行为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

网店资质从严审核

借助于网络的隐蔽性，也让打击网购
侵权像一场“猫鼠游戏”。朱巍认为，目
前，网购产品侵权和知识产权保护的难
点，主要体现在对于责任主体的鉴定和对
侵权行为的判定上，“客观上来看，侵权
责任主体的确定有时的确存在困难，在相
关部门的执法过程中，侵权人可能已经无
迹可寻，也或许用‘小号’掩藏身份。”
他说。

不容忽视的情况是，不法分子通过虚
假身份证件和营业执照来开办网店的案例
时有发生，责任主体的隐蔽也增大了侵权
认定的难度。对于平台来说，由于从中抽
成获利，当侵权产品溯源存在困难时，也
应承担部分责任。如何进一步审核网店资
质、为知识产权保驾护航，还需要在实践
中不断总结经验。

感觉自己买到了假货，但是又如何证

明呢？事实上，对于侵权行为的判定也并
不容易。不少企业并不提供验货渠道，消
费者在网购平台里面购买的产品，若想在
实体店中验证真假，很可能碰壁。在这种
情况下，如何认定侵权行为也是打击侵权
行为过程中的另一难题。

技术监管主动出击

《实施办法》 中明确，要“充分发挥
投诉举报热线作用，畅通社会投诉举报渠
道，完善投诉举报受理处置和激励机制，
鼓励社会公众积极举报侵犯知识产权违法
线索”，这对于充分有效地发挥社会监督
无疑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也能够拓宽
相关侵权事件的线索来源渠道。

与此同时，通过技术手段的应用，发
挥网络监测信息化平台的作用，在执法监
管中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也能
够提高网络交易数据的分析研判和违法线
索的筛查发现能力。由之前出了问题后

“亡羊补牢”，到如今“主动出击”、将
“闸门”收紧，监管机制的强化也给知识
产权保护打了一剂“强心针”。“以前侧重
于问题的事后解决，现在则是事前监管，

把每一个普通的互联网用户也纳入其中，
共享共治，提高监管强度。”朱巍说。

此次 6部门联合出击，密切配合，将
有效提高知识产权的执法能力，也将进
一步保护权利人和消费者的权益。专家
认为，多部门联合执法、联合惩处的处
理模式，很可能也会成为未来趋势。强
化执法协调联动，发挥彼此优势，对侵
犯知识产权行为开展全链条查处，“放心
买、不怕假”，也必将成为消费者网购时
的常态。

打造信息产业集群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正紧抓构建大
开放、大通道、大港口、大产业、大物流
新格局，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培
育发展“互联网+”产业，大力发展云计
算、大数据等产业，提升城市管理信息化
水平，努力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港口智慧
物流中心、大数据处理中心。

发展信息产业集群，龙头企业引领作
用必不可少。广西泰嘉超薄玻璃基板深加
工项目首批设备抵达钦州港，泰嘉项目计
划投资约 100 亿元人民币，选址在中马钦
州产业园区内，项目达产后将实现年产值
和销售额 15亿美元。项目主要承接韩国三
星超薄玻璃基板深加工产业转移，从事液
晶显示器的生产。泰嘉项目将成为钦州打
造千亿元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龙头，成为
吸引工业显示器、电视、笔记本电脑等先进

制造业落户钦州的“梧桐枝”和“样板房”。
“目前我们的手机盖板和保护屏已通

过韩国三星公司核验，将进入其东南亚的
生产线。”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内的公司
展厅，广西鑫德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廖德艺边展示产品边说，公司将在此建
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设备生产基地，
面向东盟、辐射全球。

创新创业狠抓落实

在推动创新创业工作中，园区狠下工
夫，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引向深入。鼓励
更多社会主体创新创业，拓展经济社会发
展空间，加强全方位服务。

园区先后成立企业直投资金、产业股
权投资基金和厂房建设基金，支持慧宝源
医药、鑫德利光电、凯利数码电子、科艺新
能源、保利协鑫分布式能源等重大产业项
目建设，推进一批高技术项目落户园区。

园区鼓励科技创新，按照“政府搭
台，园区支撑，企业运作，项目带动，
利益共享”的合作模式，高起点、高标
准规划建设创业孵化基地。2018 年，由
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与广西民族大学合作
共建的科创基地投入运营。通过公共开
放空间的营造，鼓励不同资源领域、企
业之间、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交
流，更加人性化、景观化、适度娱乐化
来激发创造性思维，从而实现科创基地
的孵化器作用。

努力发展新兴产业

2012 年 4 月、2013 年 2 月，中国—马
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马来西亚—中国
关丹产业园区先后开园，开创“两国双

园”国际合作新模式，成为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中马经贸合作的
标志性工程。

截至目前，园区总投资超过 150 亿
元，开发范围超过 22 平方公里，注册企
业超过 350 家，引进产城项目超过 140
个，初步形成了以电子信息技术、新能源
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
造、节能环保六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发展
格局。

作为中国与外国政府合作的第三个国
际园区，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正利用园区的
区位、交通、港口、开放平台等多重优
势，积极拓展与东盟国家贸易、投资、港
航、金融、人文等领域的合作，在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中率先迈出步伐、收获
成果。

海外网直击

网购从此放心买
孙亚慧 姜在辉

为加强网购和进出口领域知识产权执法，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

部、海关总署、国家版权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制定并印发了《加强网购和进出口领域

知识产权执法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针对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线上线下

一体化、跨区域、链条化等特点，提出了6方面工作措施，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查处

力度，切实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中马钦州产业园区：

产业升级有“硬核”
本报记者 王丕屹

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列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成果清单中，蓬勃发展的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又迎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刚刚，该园区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新一代电子信息

产业已经成为园区的“硬核”项目，总投资100亿元的泰嘉超薄玻璃

基板深加工项目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相继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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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园区中中马国际科技园马国际科技园 黄其党黄其党摄摄

商海春作 新华社发

5 月 13 日，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王家庄
街道中心卫生院医务人员在永发社区为老年
人进行免费智慧健康体检，建立动态更新的
电子健康档案。

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利用人工智能及大
数据技术，开展智慧健康服务，对农村和城
镇居民建立动态更新的电子健康档案，让卫
健部门健康管理更科学、更高效，政府卫生
健康资源分配更合理，让基层卫生工作者有
更多时间为群众提供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摄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摄

智慧健康体检真方便

吴恳大使接受采访吴恳大使接受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