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 济 要 闻经 济 要 闻2017年1月14日2017年1月14日 星期六星期六44

本报北京 1 月 13 日讯 记者顾阳报
道：“2016 年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值明
显下降，二季度出现企稳，三、四季度持续实
现正增长。从总体看，全年我国外贸进出口
呈前低后高、逐季回稳向好的态势。”在国新
办 13 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
闻发言人黄颂平作上述表示。

据海关统计，2016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
值 24.33 万亿元，比 2015 年下降 0.9%。其
中，出口 13.84 万亿元，下降 2%；进口 10.49
万亿元，增长0.6%；贸易顺差3.35万亿元，收
窄9.1%。其中，四季度进出口、出口、进口值
分别增长3.8%、0.3%和8.7%。

最新一期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为
37.4，已连续 3 个月实现环比回升，表明
2017年一季度我国出口压力有望缓解。

尽管 2016 年我国外贸增速仍有所下
降，但下降的幅度比2015年收窄6.1个百分
点。同时，在外贸结构优化、质量效益提升

等方面出现了新变化。
黄颂平表示，2016 年以来我国外贸在

贸易方式结构、市场分布、贸易主体等方面
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贸易结构得到持续优
化。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民营企业出口占
比继续保持首位；贸易方式更趋合理，一般
贸易进出口增长 0.9%，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55%；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稳步推进，中西部
地区加工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3.2%；国际
市场多元化取得一定进展，与部分“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贸易较快增长。

对于2017年的外贸形势，黄颂平坦言，
当前影响我国外贸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仍然
很多，支撑外贸持续向好的基础尚不牢固，
仍须攻坚克难、加倍努力。当前我国正在积
极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发达经济体大力推
进制造业回流，对我国引进高质量外资形成
挑战，更高质量的外贸对创新发展、自主形
成技术新优势提出更加迫切的需求。逆全
球化的倾向抬头，贸易保护主义升温，极大
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经过这些年的积累，我国经济以及外
贸的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力大，无论外
部市场如何波动，我们都有信心应对。”黄
颂平说。

去年外贸进出口总值24.33万亿元
较上年下降0.9%，呈前低后高、逐季回稳向好态势

本报北京 1 月 13 日讯 记者周琳报道：证监会 1 月
13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并回应当前热点问题。

针对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规范发展区域
性股权市场的有关内容，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
在发布会上表示，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有序扩大和
更加便利中小微企业股权融资，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重要举措，对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使金融更好
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
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证监会将按照要
求，抓紧制定区域性股权市场业务及监管规则，做好对省
级人民政府监管工作的指导、协调和服务工作，加强监管
协同，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防范和化解
风险，促进区域性股权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针对 ST 慧球奇葩议案事件引起市场广泛关注等问
题，张晓军表示，ST慧球奇葩议案事件是一场闹剧，性质
极为恶劣，社会影响极坏。证监会对此高度重视，立即开
展调查，坚决采取措施，依法严肃查处，维护市场正常秩
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张晓军表示，证监会已对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采取一
系列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管理措施，并对公司立案调查。
目前，针对公司及相关个人的立案调查工作都在有序进
行，有的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下一步，证监会将坚决贯彻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防控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严肃市场纪律，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在前期调查掌握情
况的基础上，证监会将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彻查ST慧
球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相关涉案人员在其他上市公司的
违法违规行为。总之，对此案将一查到底，不留死角，对于
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将从重处罚，决不姑息。

本报北京1月13日讯 记者齐慧从
交通运输部获悉：1月13日，2017年春运
正式拉开帷幕。全国交通运输系统早准
备、早部署、早落实，强化运输方式协同
配合，加大运力供给，春运首日铁路开行
图定列车 3500 余对，道路投入客运车辆
约84万辆，水路投入船舶2万余艘，民航
安排航班1.1万多班次，全力以赴满足旅
客出行需求。

全国交通运输系统特别是春运一
线，正在组织开展以“亲情伴春运、温暖
在旅途”为主题的“情满旅途”活动。郑

州、广州等地通过 12328 服务热线、微信
服务平台等，实时公布列车、航班、班车
运行情况及出行指引等信息，引导公众
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和路线，错时错峰出
行。福州开辟网络购票、自助终端机购
票、微信公众号购票等渠道，方便旅客订
票。上海、武汉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开设
春运公交专线，确保公共交通与车站、码
头、机场等重点交通枢纽以及大型活动
场所衔接顺畅。成都落实火车站夜间公
交接驳运力，科学安排值班车辆，根据客
流情况及时疏散旅客。沈阳、温州通过

安排旅游车加班驳运、开展公益大巴免
费送等方式，帮助返乡民工平安回家。

2017 年铁路春运从 1 月 13 日起至
2 月 21 日止，共 40 天。全国铁路预计发
送旅客 3.56 亿人次，同比增加 3156 万人
次，增长9.7%，日均880万人次。

2017 年春运，全国铁路安排开行
3570.5 对图定旅客列车。在此基础上，
节前增开566对旅客列车；节后增开698
对旅客列车。为此，2017 年铁路春运客
运能力大幅增长，节前、节后日均运能分
别增长7.5%、7.1%。

证监会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当前热点

抓紧制定区域性股权
市场业务及监管规则

2017 年 春 运 拉 开 帷 幕
首日开行图定列车3500余对，投入客运车辆约84万辆

今天是春运首日，南来北往的旅
客迈着匆匆的脚步汇集到北京南站。
13 点 55 分，我突然接到站台工作人
员的电话：“一位老人没有上车，请
派人接一下。”我立即赶往站台，刚
到检票口就看到站台工作人员将老人
送了过来。我赶紧将老人扶到润秋爱
心服务区。

原来，老人姓贾，与老伴乘坐G397
次列车去沈阳，开车前突然流鼻血，就
独自到站台处理，结果没能上车，证件、
钱包、手机都在车上。随后，我立刻联
系G397次列车长，并请其与老人的老
伴取得联系。经过沟通，我们决定将老
人的物品通过京津城际列车车递的方
式由天津站送回北京南站。1小时后，
我们接到了老人的随身物品，并将老人
送上了后续去往沈阳的列车。临行前，
老人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丫头，多亏
了你们，感谢你们！”

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车时遇有
突发情况请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
以免耽误行程。

（本报记者 祝君壁整理）

擦肩而过的列车
2017年1月13日 晴

北京南站值班站长 司亚俪

新华社北京 1 月 13 日电 经李克强
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三五”国
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明确了“十三五”知识产权工作
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对全国知识产权
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这是知识产权规
划首次列入国家重点专项规划。

《规划》指出，要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
略，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严格知识产
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运用，提升知识产
权质量和效益，扩大知识产权国际影响
力，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
产权强国。到 2020 年，知识产权重要领
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建
成一批知识产权强省、强市，知识产权保

护环境显著优化，知识产权运用效益充分
显现，知识产权综合能力大幅提升。每万
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从 2015 年的 6.3 件
增加到12件，国际专利申请量从2015 年
的 3 万件增加到 6 万件，知识产权使用费
出口额从 2015 年的 44.4 亿美元提高到
100亿美元。

《规划》 提出了七个方面的重点工
作。一是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加快
推动专利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
法等法律法规建设，健全完善商业模式
和实用艺术品、“互联网＋”、电子商
务、大数据等相关法律制度和规则。二
是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发挥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作用，强化知识产权刑事保

护，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系建设，
强化进出口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加强传
统优势领域、新领域新业态和民生领域
知识产权保护。三是提高知识产权质量
效益。实施专利质量提升工程，实施商
标战略，打造精品版权，加强地理标
志、植物新品种等领域知识产权工作。
四是加强知识产权强省、强市建设。促
进区域知识产权协调发展，做好知识产
权领域扶贫工作。五是加快知识产权强
企建设。提升企业知识产权综合能力，
培育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完善知识产权
强企工作支撑体系。六是推动产业升级
发展。推动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完善

“中国制造”知识产权布局，促进知识产

权密集型产业发展，支持产业知识产权
联盟发展，深化知识产权评议工作，推
动军民知识产权转移转化。七是促进知
识产权开放合作。加强知识产权国际交
流合作，积极支持创新企业“走出去”。

《规划》 还明确了知识产权法律完
善、知识产权保护、专利质量提升、知
识产权强企、知识产权评议、知识产权
海外维权、知识产权投融资服务、知识
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知识产权
文化建设共 9 项工程。各地区、各相关
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制定
地方规划、年度计划和配套政策，加强
对实施情况的动态监测和评估，推动规
划有效落实。

《“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印发

到2020年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增至12件

本报讯 记者曾金华 何伟报道：财政部近日印发
《关于将铁路离岛旅客纳入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
适用对象范围的公告》，从今年 1 月 15 日起将海南铁路
离岛旅客纳入离岛免税政策适用对象范围，支持海南加
快国际旅游岛建设。

公告指出，年满16周岁的铁路离岛旅客凭个人离岛
车票及有效身份证件，可在三亚海棠湾免税店或者通过三
亚海棠湾免税店和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的网上销售窗口
购买免税商品。离岛时凭本人火车票、购物凭证、身份证
件等在海口火车站提货点提取所购免税商品并携带离岛。

公告明确，同一旅客在同一年度内乘飞机和乘火车
免税购物合并计算，且不得超过离岛免税政策的额度限
制规定。

铁路离岛旅客纳入海南离岛免税

（上接第一版）
——联动创新一级政府管理体制，实现符合市场经

济规则的政府职能转变新突破。充分发挥上海自贸试验
区管委会与浦东新区政府合署办公的优势，着力提升一
级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能力。

记者了解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普华永道等第三
方评估机构认为，上海自贸区创新政府管理经济方式，实
现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政策服务体系已
经覆盖企业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改革溢出效应不断
显现。

综合监管平台完善事中事后监管

上海自贸试验区率先实施先照后证、“证照分离”改
革后，事中事后监管成了考验政府部门管理智慧的一道
难题。为此，浦东市场监管局开发建设了事中事后综合
监管平台，为各部门在实施综合监管过程中的协同联动
提供支撑。

浦东市场监管局副书记、副局长吴伟平告诉记者，综
合监管平台的建设运行，一方面推动建立政府综合监管体
系，加强信息共享、协同监管，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执法
协作联动机制。另一方面，推动建立社会共治应用体系，
推进“互联网+监管”，为市场主体自律、业界自治、社会监
督提供有效支撑。让政府部门掌握的监管信息“走出去”，
方便公众知情监督。同时，把社会组织和第三方机构掌握
的、可用于监管的信息“请进来”，探索平台与行业协会、专
业化服务机构的业务对接，推进社会力量参与监管。

“政府体制改革后，效率大大提升，2015年全局检查
食品企业6.7万户次，同比上升21.56%；检查药品零售企
业、化妆品企业、医疗器械经营企业户次分别是改革前的
3-6 倍，特种设备的监察员现场检查数是改革前的 13.8
倍，食药、质监等案件查处数为改革前的2倍多。”浦东新
区市场监管局党委委员张建华说，主要监管数据的明显
提升，显示了综合执法体制的优势以及综合监管平台的
实效。

吴伟平说，下一步，浦东将继续推进综合监管平台建
设，不断深化功能开发，提高各部门在行政管理、公共服
务的各个领域对综合监管平台的使用率，推动监管方式
的创新，提升事中事后监管效能。

图图①① 11 月月 1212 日日，，南昌开往北京西南昌开往北京西

ZZ6666次列车上次列车上，，工作人员为旅客表演节目工作人员为旅客表演节目，，

营造营造温馨温馨的氛围的氛围。。 鲍赣生鲍赣生摄摄

图图②② 11 月月 1212 日日，，太原铁路公安处太原铁路公安处

乘警文艺小分队在乘警文艺小分队在 14851485 次列车上给旅次列车上给旅

客演唱歌曲客演唱歌曲《《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梁梁 敬敬摄摄

图图③③ 11月月1313日日，，陇南火车站工作人陇南火车站工作人

员在母婴候车室和小旅客做游戏员在母婴候车室和小旅客做游戏。。兰州兰州

铁路局陇西车务段重点打造亲情服务台铁路局陇西车务段重点打造亲情服务台、、

重点旅客候车室和母婴候车室重点旅客候车室和母婴候车室，，为旅客提为旅客提

供贴心服务供贴心服务。。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琛奇李琛奇摄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本报讯 记者马洪超报道：1月12日，湖北省大冶市
人民政府与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举行仪式，
签约合作共建“创新驱动转型示范市”。根据协议，双方
将实施特种机器人项目“产品和产业双落地”战略，在大
冶市建立特种机器人生产基地，逐步实现在大冶及周边
地区消防、化工、电力、市政建设及工程管理、公共安全、
铁路交通等各种危化场所“用机器人替代人”，以有效提
高经济社会综合效益。

开诚智能消防系列机器人曾在北京、洛阳、大庆、保
定、沧州等地参加危化品消防演练、大跨度钢结构厂房消
防演练等，并凭借出色表现赢得了良好的口碑。目前，开
诚智能消防系列机器人已成功“入驻”北京、昆明、大亚
湾、沧州、洛阳、绍兴、宁波、唐山以及中石化集团消防支
队，参与到日常消防演练和备勤工作当中，而且参加了抢
险救援，替代消防官兵进入火灾现场进行侦察、搜救、灭
火，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生命财产损失。

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落子湖北大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