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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6月18日电（记者王
俊岭） 由人民网主办的“2019电商
知识产权峰会”日前在人民日报社
新媒体大厦举行，数十位业界人士
围绕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加强电商
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从政
策、学术和电商平台角度展开深度
交流与讨论，共商如何破解线上线
下造假难题。

在本次峰会上，人民网舆论与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版权渠道部联
合发布 《中国电商知识产权保护创
新实践研究报告 （2019）》。报告分
析认为，经过多年探索实践，主流
电商平台已形成一些行之有效的打
假新模式。如阿里巴巴打假联盟等

“平台品牌”的打假共同体模式，阿

里巴巴打假特战队、京东线下团队
等“线下团队警方权利人”的职业
打假模式，阿里巴巴知产保护科技
大脑、京东天鉴系统等“大数据人
工智能”的技术打假模式。

报告指出，电商知识产权保
护还存在一些有待深入研究和解
决的新老问题。报告建议，政府
监管部门、知识产权权利人、电
商平台、新闻媒体和公众共同努
力，形成电商知识产权的社会共
治机制。业界诚恳期待依法治理
电子商务，以更加包容、审慎的
监管方式，推动电商行业加快知
识产权保护的创新实践，不断挤
压侵权违法空间，以达成保护与
发展的动态平衡。

电商知识产权峰会在京举行电商知识产权峰会在京举行

本报北京6月18日电（记者邱
海峰） 日前，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
司在京召开文化纲要暨可持续发展
报告发布会，发布 《中国华电 2018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这是中国华电
连续第12年发布这一报告。

报告显示，中国华电以“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为重点，国际业务
水平和经营水平持续提升。截至
2018年底，中国华电海外业务遍布
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在建在
运 装 机 403.2 万 千 瓦 ， 运 行 维 护
944.9万千瓦。

报告还显示，中国华电推动降
杠杆减负债，截至2018年底，公司
资产负债率 77.58%，较年初下降
3.13 个百分点，近十年来首次降到
80%以下；聚焦定点扶贫，2018 年
直接投入扶贫资金9340万元，同比
增长 50%；提升清洁能源比重，截
至2018年底，公司清洁能源装机占
比39.7%。

中国华电还发布了 《华电文化
纲要》、首份“一带一路”报告、

《第四届优秀社会责任案例集》 及8
本直属单位可持续发展报告。

中国华电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国华电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本报北京6月18日电（记者李
婕） 记者日前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了解到，为贯彻落实全面建成
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完善
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人社部和财
政部牵头，正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
制定养老保险第三支柱政策文件，
目前进展顺利。

据 人 社 部 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拟考虑采取账户制，并建立统一
的信息管理服务平台，符合规定
的银行理财、商业养老保险、基
金等金融产品都可以成为养老保
险第三支柱的产品，通过市场长
期投资运营，实现个人养老金的
保值增值。

多类金融产品可参与养老保险

本报北京6月18日电（记者徐佩玉） 在国
新办日前举行的吹风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
长朱鹤新介绍，中国已建立全球规模最大的征
信系统，在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促
进金融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
认可。

目前，征信系统累计收录 9.9 亿自然人、
2591万户企业和其他组织的有关信息，个人和
企业信用报告日均查询量分别达 550 万次和 30
万次。

朱鹤新介绍，在世界银行 《营商环境报
告》中，“信用信息指数”是其中一项重要的评

价指标。2007 年中国信用信息指数仅为 3 分。
随着征信体系建设深入推进，中国信用信息指
数已经连续3年达到满分8分，领先于部分发达
国家。

征信系统广泛应用于金融机构的贷前审
批、风险定价和贷后风险管理等环节。仅 2018
年，21家全国性银行机构应用征信系统，在贷
前审查环节拒绝高风险客户申请9117亿元，在
贷后预警高风险存量贷款 13028 亿元，清收不
良贷款1594亿元。

在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征信
系统通过广泛的信息共享，有效缓解金融市场
中的信息不对称难题，提升了小微与民营企业

融资的便利程度。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企业
征信系统中 53%为小微企业，其建立的动产融
资登记公示系统和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也
主要是为小微与民营企业融资提供服务。此
外，中国人民银行推动地方建立中小微企业信
用数据库，补足征信服务短板。目前累计为260
多万户中小微企业建立信用档案，其中约55万
户获得信贷支持，贷款余额达11万亿元。

朱鹤新表示，未来将以高水平开放切实增
加征信市场化有效供给，同时坚持中国现代征
信业的人民性，继续加大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力
度，全面加强征信信息安全管理，创造安全、
放心的环境。

中国建立全球规模最大征信系统

不久前，美国辉瑞制药将旗下非传染病板块“辉瑞
普强”全球总部落户中国上海。这不仅是跨国药企在中
国设立的首个全球总部，也是外商持续加码布局中国市
场的又一最新缩影。分析人士指出，外资的实际行动表
明，中国经济巨大的内在韧性、增长潜力、市场需求、开
放举措，让世界各国企业坚定看好来华发展的机遇。

外资来华势头不减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吸收外资主
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实际使用外资持续保持平稳增长。1—5 月全国新
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6460家，实际使用外资3690.6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6.8%，折合美元546.1亿元，同比增
长3.7%。

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均呈较大增
幅。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1128.9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12.4%；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501.1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 4.2%。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47.2%，占比达到 28.5%。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4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2%。

中西部地区、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继续稳步增
长。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25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5.2%，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285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 25.2%，自贸试验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7.4%，
占比为11.9%。

主要投资来源地投资增长态势良好。主要投资来
源地中，韩国、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对华投资分
别增长 88.1%、18.9%、7.5%、9.2%和 100.8%；欧盟实
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29.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指出，从投资来看，中国
依然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热土。“2018年中国制造
业实际利用外资达到了 412 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
22.9%。今年前 5个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按美元计算
的话，同比增长了 3.7%。这充分显示了外国投资者对

中国经济和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他说。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最多跑一
次”改革，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
资管理制度，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减并工商、税务、社
保等流程……世界银行发布的 《2019 营商环境报告》
显示，中国营商环境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从上一年度
的第七十八位跃升至第四十六位。

与此同时，更多优化营商环境与对外开放的措施
将陆续落地。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介
绍，目前 2019年版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和鼓励外
商投资产业目录修订工作正在进行过程中。在今年底
前，将全面取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限制性的规
定，确保市场准入内外资标准的一致。与此同时，中
国将进一步扩大鼓励外商投资的行业和领域，特别是
对中西部地区会有进一步鼓励的措施。“中国将继续坚
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创造更加开放、友好的投资环
境，加强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欢迎外商来华投
资发展。”孟玮强调。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系主任彭支伟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今年 1—5月中国吸收外资呈现数
量稳中有升、质量不断提高、区域更加均衡的特点。
这一方面源于中国国内巨大的市场与增长潜力，另一
方面也与中国主动扩大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息息相关。

“无论是法制化建设，还是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其
实都是外商关注的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
外商关切的领域持续拿出有效举措，无疑有助于外商
做出来华投资兴业的重要决定。”彭支伟说。

市场前景备受看好

事实上，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商看好中国市场发展
前景。中国欧盟商会近日发布的 《商业信心调查
2019》报告显示，62%的受访企业将中国视作当前和未
来排名前三的投资目的地，56%的受访企业考虑今年扩
大在华业务。

以当下最受关注的5G为例，毕马威电信行业中国
主管合伙人陈俭德表示，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布局
5G，全球 5G 商用进程超出预期。中国的 5G 市场拥有
巨大潜力，包括华为在内的设备生产商在5G技术研发
领域的投入规模，相对其他国家的设备生产商而言更
大且更超前。

德国英飞凌科技大中华区总裁苏华对本报记者表
示，英飞凌受益于中国的对外开放，也一直致力于为
这一过程做出贡献。自 1995年进入中国以来，英飞凌
的业务发展十分迅速。2018 财年，英飞凌在中国大陆
的营收占英飞凌总营收的25%左右。目前，英飞凌已经
建立了服务于中国市场的整个价值链，涵盖研发、制
造、销售、营销和技术支持。

彭支伟表示，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增大了全球经济的
不确定性，但中国经济在中高速增长下，只要能保持市
场规模和消费需求增长态势以及对外开放政策不发生
变化，那么中国就始终是外商投资兴业的一片热土。

前5月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2.4%

中国始终是外商投资兴业热土
本报记者 王俊岭

山西省运城盐湖产盐历史悠久，是全国著名的化工原料基地。眼下，运城盐湖进入一年一度的铲盐期，工人们采用传统工艺加紧铲
收原盐，盐湖里一派繁忙景象。图为工人们在运城盐湖里铲收原盐。 薛 俊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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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江苏省如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西城幼儿园开展安全宣传活动，通过安全知识抢
答游戏，让小朋友们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了解食品安全、产品安全等相关知识。图为工作人员在给
小朋友们讲解食品安全知识。 徐 慧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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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8 日，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组织民间艺人在民族文化广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活
动。仫佬族剪纸、刺绣、草编等仫佬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现场秀技，让市民零距离感受
非遗魅力。图为仫佬族民间剪纸艺人在传授剪纸技艺。 蒙增师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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