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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里寄相思

“在澳大利亚，逢年过节，我们中国人会邀请关系
好的外国朋友一起吃饭，庆祝节日，给他们介绍中国
的传统习俗，让他们品尝中国菜。”在澳大利亚生活多
年的刘莹琦表示，中秋前后，悉尼唐人街张灯结彩，
各家华人超市早早把月饼摆放在醒目的位置，节日氛
围十分浓厚。

在马来西亚留学的张柯，每年中秋节都会请同学
们聚餐、喝茶、赏月，他还会告诉外国同学：月饼形
状是圆形，有“阖家团圆、幸福安康”之意。

德国人托马斯的妻子邹俊芳是一位华人，托马斯
也因妻子的缘故爱上了中秋节。邹俊芳说，每年的中
秋节，她都会从华人面点师那里定制月饼，分给亲戚
朋友一起品尝。托马斯尤其喜欢吃月饼，他说：“我了
解到中国人中秋节吃月饼的原因，我知道了嫦娥的故
事，还有桂花树、吴刚，甚至知道了广寒宫。”

■ 人间好时节

天上明月高悬，地上彩灯千盏。刚入学的研究生高一帆
要在香港度过他今年的中秋节。他告诉笔者，小区物业提前
一个礼拜就布置好了嫦娥奔月的灯景，还有猜灯谜的活动，

“晚上灯光亮起后非常美，节日氛围特别浓郁。”
佳节至，特有的中秋“摆塔”民俗再现福州裴仙宫，吸

引民众前来观赏、祈福。供桌上，乌塔、白塔遥遥相望，民
间传说中广为流传的福、禄、寿及“八仙”形象栩栩如生。
福州市民陈女士，时不时用手机拍摄展示区内丰富多彩的

“摆塔”陈列品。“很难得，又回到儿时过中秋节的时光，勾
起许多回忆；我要把这些‘摆塔’习俗照片带给家中小孙子
看，将传统习俗留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今年，受光照和气温的影响，颐和园
在中秋期间迎来桂花的最佳观赏期。北京市民张翔家住附近，9
月12日“颐和秋韵”桂花展开幕当天，他和家人便前来观看。百
年古桂，傍晚的香气尤为浓郁，让他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 传承谱新篇

传统与创新的碰撞，正让中秋变得更有意义。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万建中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丰富的
文创产品，有助于年轻人对中秋文化形成认同，增加节日
氛围；多彩的活动，将科技融入中秋习俗，让人们既享受
中秋文化，又体味温馨快乐。

中国民俗学会理事梅联华认为，“传统节日不是越土越
好，也不是越古越好，应该融入更多的现代气息。中秋节也可
以加入时尚的元素，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张勃对笔者说，尤值一提的
是，最迟在南宋末年，中秋节的团圆内涵已从一人的悲欢
离合上升到国家层面，刘辰翁 《水调歌头》 云：“看取横
江皓彩，犹似沈河白璧，光气彻天浮。举首快哉去，灯火
见神州。”就承载着对收复故国的渴望。而如今，海内外
中华儿女对祖国统一的期盼之情，亦寄托于中秋明月，包
蕴于中秋团圆的内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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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记者从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相关方面获
悉，日前美方已决定对拟于 10月 1日
实施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措施做
出调整，中方支持相关企业从即日起
按照市场化原则和WTO规则，自美采

购一定数量大豆、猪肉等农产品，国务
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将对上述采购予以
加征关税排除。中方有关部门表示，中
国市场容量大，进口美国优质农产品前
景广阔，希望美方言而有信，落实承诺，
为两国农业领域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对新的美国农产品
采购实施加征关税排除

据新华社北京9月 13日电 （记
者胡喆） 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快速辅
助定位系统，填补了我国移动通信领
域卫星导航辅助定位服务技术空白，
用户已突破3亿规模。

这是记者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近日召开的 2019 年科技工作
会议上了解到的消息。

据了解，兵器工业集团建成了技
术领先、自主可控的“全国一张网”

（国家北斗地基增强系统） 和“一个
服务平台”（千寻高精度位置服务平
台），实时动态亚米级服务已覆盖全
国 ， 北 斗 高 精 度 服 务 在 战 略 性 行
业、区域经济和大众市场得到推广
应用。

北斗快速辅助定位系统用户规模破 3 亿北斗快速辅助定位系统用户规模破 3 亿

本报北京9月 13日电 （记者叶
晓楠）“骏彩华章——民建中央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艺术作
品展”日前在北京开幕。民建中央主
席郝明金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民建中
央常务副主席辜胜阻主持开幕式。

据悉，此次展览共展出作品 280
件，由民建艺术家会员创作，涵盖中
国画、书法、油画等多个艺术种类。

参展作品描绘了 70 年来中国共产党
带领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奋斗历
程，反映了民建与中国共产党同心
同行的光荣历史，体现了民建会员
对祖国、对时代、对人民和对民建
的深深之爱、拳拳之情，展示了民
建坚守合作初心、践行合作初心的
坚定理想信念。展览从9月11日持续
到9月16日。

民建中央举行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艺术作品展

据新华社香港9月13日电（记者周文其、方
栋）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2日晚间在个人
社交媒体上透露，特区政府将在政府宪报刊登实
施空置税的条例草案。刊宪完成后，自己去年 6
月公布的六项房屋政策新措施将全部到位。

林郑月娥当日强调，空置税的法案需要特区
立法会审议通过，但是房屋是民生头等大事，政
府增加房屋供应的措施只会陆续出台，绝对不会
不算数。

根据林郑月娥去年的表述，特区政府准备修订
相关法例，向空置的一手私人住宅征收“额外差

饷”。差饷即香港对不动产保有环节的一种税收。
“发达经济体开征空置税已经非常普遍，对房

价遏止作用明显，如果特区政府能够处理得当，
将有助于遏止房价过快上涨。”香港经济学家、丝
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说。

去年6月，林郑月娥还提出了其他五项房屋新
政，包括将9块原本计划用于私营房屋的土地改作
兴建公营房屋；修改住宅预售制度，防止地产商“挤
牙膏”式卖房；成立过渡性房屋专责小组，加快推进
各个项目等。目前，这五项措施正在实施之中。

在香港，房屋是民众最关注的民生议题之

一，也易引发社会深层次矛盾。梁海明表示，六
项房屋新政可以说既考虑了基层家庭的需求，也
兼顾了市场，特区政府目前的做法是集中精力进
行类似保障性住房、廉租房的建设，解决基层民
众的住房问题。商品房住宅市场则更多依靠市场
调节，避免“好心办坏事”。

博大资本国际行政总裁温天纳指出，行政长
官房屋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努力使土地供应和房屋
价格都处于合理水平，让整个市场的运作更加平
衡、健康，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香港市民多层次的住房
需求。目前看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值得称赞的
是，这些措施都在市场可接受的范围内进行操作。

香港最大政团民建联日前发表声明，表示土
地房屋问题是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之一，建议特
区政府积极引用 《收回土地条例》 收回土地作公
共用途，增加土地供应，大量兴建公营房屋，满
足市民住房需求。

林郑月娥六项房屋新政均到位
香港专家评价积极

本报北京9月13日电 （记者叶
紫） 据人社部消息，9月 9至 12日在
西藏召开的人社部和全国人社系统
17 个对口援藏省 （市） 调研座谈会
透露，人社系统援藏工作取得了积极
成效。“十三五”以来，17个援藏省

（市） 和 16 家援藏中央企业共提供
4.6万余个就业岗位，近 1000名高校
毕业生在区外就业。目前西藏已发放

社保卡295万余张，预计2019年底基
本实现人手一卡的目标。第三批西藏
特培工作计划从 2019 年到 2023 年，
将为西藏培养600名少数民族专业技
术人才。全国 16 所技师学院开展对
口帮扶西藏技师学院，实现了西藏技
工教育“零”的突破。人事考试电子
化考场和信息化建设成果结束了“西
藏除外”的历史。

本报纽约9月 12日电 （记者李
晓宏） 当地时间 9 月 11 日晚上 9 时，

“taoray taoray 2020 春夏大秀”在美
国纽约曼哈顿的春天工作室登场。20
套“非遗”彝绣缀饰的潮牌新品亮相

“2020纽约春夏时装周”。
“taoray taoray” 品 牌 的 云 绣 彝

裳，是上海东方国际集团与云南楚雄
地方政府合作的扶贫项目，由设计师
王陶和她的团队进行设计。

“这种文化转化，不仅有助于文化
遗产的发扬光大，也将加快当地民众
的脱贫步伐。”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委
常委、州委宣传部部长徐晓梅介绍说，
目前，楚雄州有 7 万多名绣女、400 多
家绣厂，年均 1.5亿元产值。王陶的品
牌如同一条“渡船”——让楚雄走向纽
约，让传统遇见时尚，将民族文化蕴藏
的魅力转换为可观的经济潜力，或将
带动山区绣女走出一条致富路。

“今年前 7 月，国外申请人在中国提
交的发明专利申请达 9.2 万件，同比增长
8.3%；在中国提交的商标注册申请达到
14.9 万件，同比增长 13.1%。”9 月 12 日，国
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甘绍宁向记者介绍。

当日，数十名中外媒体记者走进国
家知识产权局，与一线审查员和相关负
责人面对面，了解中国知识产权工作的
最新进展。

专利审查员总数达1.4万人

“这是一件新的申请，申请人是一家
日本公司，它们对手术机器人的机械臂
结构进行了改造。”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
利局审查协作北京中心，审查人员正在
电脑上演示专利审查的过程。

第一次审查结束后，审查员会撰写
审查意见通知书，申请人也可以根据意
见继续提交陈述。通常要沟通几个来
回，才能最终做出授权或驳回的认定。

数据显示，从 2013 年到 2018 年，国
外来华申请发明专利和商标数量累计达
79.8 万件和 108.8 万件，年均增长分别为
3.9%和10.5%。与数量增长同步的，是知
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的提升：今年上
半年，中国发明专利审查周期为 22.7 个
月，而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则压减到5
个月以内。

专利审查离不开审查人员。据介
绍，除北京中心以外，国家知识产权局
还在江苏、广东、河南、湖北、天津、
四川等地建成了 6 个京外审查协作中心，
目前审查员总数已达1.4万人。

北京中心主任郭雯介绍说，“中心设

立 18 年以来，发明实审结案总量已经由
200 余件增加到 200 万件，审查业务也从
发明实审拓展到实用新型初审、外观设
计初审，实现了技术领域的全覆盖。”

推动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
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国经济
竞争力最大的激励。在专利申请量不断
增长的同时，中国正在加快修订知识产
权法律法规，大幅提高侵权违法成本。

甘绍宁说，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强
化“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
护”，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扩大开放
的重大举措和塑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
方面。

近年来，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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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底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营商环
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在全球排名
从2017年的第78位大幅跃升至第46位；

最近，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
2019 年度 《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 显
示，58%的美国企业认为，过去一年中国
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创下 2011 年开展
该调查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商会全球知识产权中心发布的
《2018 年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不仅
将中国排名比前一年提升了两位，还对
中国在专利权和著作权领域的改革效
果、各级政府和执法机构对知识产权的
重视、研究机构和个人的知识产权意识
及运用能力给予积极评价。

人社系统援藏工作成效显著

“云绣彝裳”走秀纽约助力楚雄脱贫

专利是这样“炼成”的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得到国际认可

本报记者 刘 峣

“妈妈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月

饼！”在北京民俗博物馆，8岁的王佳

乐接过大厨手中的月饼模子，“乒乒乓

乓”地在铁砧板上砸起来。几秒钟的

工夫，一块印有“福”字的月饼成功

制成。北京民俗博物馆信息中心主任

朱羿告诉笔者，除了做月饼、描兔

爷，博物馆还精心准备了表演，身着

传统服饰的佳人将上演“天上宫阙”

及“人间欢喜”两幕场景，为中秋节

营造出满满的仪式感。

“天将今夜月，一遍洗寰瀛”。9月

13日是今年的中秋节，一夜乡心九州

同，全球华人庆佳节。

多彩活动，点亮中秋。图为浙江宁波月湖西广
场举行赏灯猜谜活动。 沙燚杉摄 （人民视觉）

9 月 13 日，2019 年“月圆京城 情系中华——卢沟晓月 中华圆梦”中秋文艺演出在北京园博园倾情上演，演出中以
“月”为主题的节目传递出家国团圆、国富民强的中秋祝福。图为演员正在表演歌舞诵读《又见嫦娥》。本报记者 贺 勇摄

9 月 13 日，2019 年“月圆京城 情系中华——卢沟晓月 中华圆梦”中秋文艺演出在北京园博园倾情上演，演出中以
“月”为主题的节目传递出家国团圆、国富民强的中秋祝福。图为演员正在表演歌舞诵读《又见嫦娥》。本报记者 贺 勇摄

9 月 13 日晚，山东台儿庄古城景区推出“火
龙闹中秋”非遗表演。 高启民摄 （人民视觉）

9 月 13 日，广西河池市凤山县乔音乡晚稻日渐
成熟，丰收在望。一片金黄的高山田园云雾缭
绕，宛若仙境，美不胜收。图为乔音乡同乐村田
园风光。 周恩革摄 （人民视觉）

广西凤山：

丰收秋色美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