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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10日讯 记者黄晓芳
报道：自然资源部10日召开发布会介绍
全国矿产资源储量情况。据介绍，截至今
年4月份，我国累计页岩气探明地质储量
已经超过万亿立方米，勘查新增探明地质
储量超过千亿立方米的页岩气田有两个，
分别为四川盆地涪陵页岩气田和威远页
岩气田。

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工作小
组召集人鞠建华表示，近年来，我国实现了
页岩气勘探开发重大突破。据悉，从2014

年9月份开始，我国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
在四川盆地探明涪陵、威远、长宁、威荣4个
整装页岩气田，页岩气累计新增探明地质
储量突破万亿立方米，产能达135亿立方
米，累计产气225.80亿立方米。

鞠建华表示，我国已经创新形成了适
合页岩气开发特点的系列清洁生产实用
技术，实现了气田勘探开发全过程清洁生
产，同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页岩气成
藏理论、核心勘探开发技术等，为我国页
岩气产业快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依据资源评价结果，我国页岩气有利
区的技术可采资源量达 21.8 万亿立方
米，目前探明率仅4.79%，资源潜力巨大。

据介绍，2017年我国石油、天然气和
煤层气勘查新增探明地质储量呈现下降
趋势。2017年石油勘查新增探明地质储
量从 2012 年的 15.22 亿吨降至 8.77 亿
吨，天然气从9610亿立方米降至5554亿
立方米，煤层气从 1274 亿立方米降至
105 亿立方米。鞠建华表示，近年来，我
国多数矿产查明资源储量保持增长态势，

但增速放缓，这是因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矿产资源
安全高效供应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2017年我国煤炭勘查新增查明资源
储量有所回升。2017年煤炭勘查新增查
明资源储量 815 亿吨，明显高于 2016 年
的 607 亿吨、2015 年的 390 亿吨。2017
年全国煤炭勘查新增超过50亿吨的煤炭
矿区3个，全部分布在新疆。黑色金属矿
产中，2017 年我国锰矿查明资源储量增
长19.1%，过去5年年均增幅超过10%。

我国累计页岩气探明储量超万亿立方米
已实现气田勘探开发全过程清洁生产

美国白宫《中国的经济侵略怎么威胁
美国和世界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报告称，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通过不遵
守全球规则的侵略行为、政策和实践取得
的，并妄言中国的“经济侵略”不仅威胁到
美国经济更是威胁到了世界经济。从报
告指责的内容来看，可谓子虚乌有，无稽
之谈。相反，中国是国际规则的保护者、
自由贸易的捍卫者、便利投资的先行者、
知识产权的保护者以及全球经济的推动
者。中国的发展不仅没有威胁到世界，还
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国际贸易的复苏作
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是国际规则的保护者

中国是现有国际规则的参与者、制定
者、执行者，更是强有力的保护者。

坚决维护世贸组织规则。自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
组织规则的坚定保护者。17 年来，中国
遵守世贸组织规则，承诺国民待遇，承诺
开放市场，坚定履行承诺。事实证明，只
有遵守世贸组织规则，才能得到全球包括
政府和商业界的信任，只有承诺遵守规
则，才可能在国际经济贸易交往中得到信
任；只有成为被信任的一员，才可能成为
全球经济贸易中迅速发展的一员。未来，
中国将会继续遵守全球规则，成为全球规
则一个好的参与者和执行者。

坚决维护其他国际规则。中国不仅遵
守并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国也是其
他多边、区域、次区域国际规则的参与者、
遵守者和保护者。当前，中国已经签订的
自贸协定有16个，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
有13个，正在研究的自贸协定有10个。

中国是自由贸易的捍卫者

中国坚决履行“入世”承诺，持续大幅
削减关税，大幅取消贸易壁垒，为世界贸

易自由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坚决履行“入世”承诺。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以来，中国大幅降低进口关税。截
至2010年，中国货物降税承诺全部履行
完毕，关税总水平由 2001 年的 15.3%降
至 9.8%。显著削减非关税壁垒，截至
2005 年 1 月底，中国已按承诺全部取消
了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和特定招标等非
关税措施，涉及汽车、机电产品、天然橡胶
等424个税号产品；对小麦、玉米、大米、
食糖、棉花、羊毛、毛条和化肥等关系国计
民生的大宗商品实行关税配额管理。全
面放开外贸经营权，自2004年7月起，中
国对企业的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改为备
案登记制，极大地释放了民营企业的外贸
活力，民营企业进出口发展迅速，份额持
续扩大。

持续大幅削减关税。在履行“入世”
承诺的基础上，中国进一步大幅削减关
税。从2018年7月1日起，中国将税率分
别为 25%、20%的汽车整车关税降至
15%；汽车零部件关税降至 6%。此次降
低进口关税涉及1449个税目，平均税率
由15.7%降为6.9%。

中国是便利投资的先行者

中国持续大幅改善外商投资环境，全
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外商投资便利
化水平进一步大幅提高。

大幅改善投资环境。中国积极营造
宽松有序的投资环境，放宽外商投资准
入，进一步简化外资准入管理程序，加强
投资促进与投资保护，进一步提升外商投
资环境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水平，让中
国市场更加透明、规范，促进外资增长，提

高利用外资质量。截至 2018 年 3 月，中
国全面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与2013年
3月相比，削减行政审批事项44%。中央
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数量累计
减少 90%。全面改革工商登记、注册资
本等商事制度，全面推行注册资本认缴登
记制，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压缩了
87%，企业开办时间缩短三分之一以上。

全面实施负面清单。今年6月28日中
国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2018年版）》，并自7月28日
起施行。2018年版负面清单，由原来63条
减至48条，推出了一系列重大开放措施。

中国是知识产权的保护者

为保护知识产权，中国构建完善法律
体系，持续加强执法力度，知识产权的保
护力度得到进一步提升。

构建法律体系。加入世贸组织后，中
国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与多个国
家建立知识产权工作机制，积极吸收借鉴
国际先进立法经验，构建起符合世贸组织
规则和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近年来，修订《商标法》，增加了惩罚性赔
偿制度；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进一步
完善了商业秘密的保护，同时明确市场混
淆行为，引入标识的概念，拓宽对标识的
保护范围。目前，正在加快推进《专利法》

《著作权法》等法律修订。
加强执法力度。中国持续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司
法主导作用，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
完善执法力量，加大执法力度。在北京、
上海、广州设立3家知识产权法院，在南
京、苏州、武汉、西安等15个中级法院内

设立专门审判机构，跨区域管辖专利等知
识产权案件。加大行政执法力度，针对重
点违法领域，开展系列专项行动。

增强保护程度。知识产权保护效果
明显。从2001年起，中国对外支付知识
产权费年均增长 17%，2017 年达到 286
亿美元。2017 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
达到138.2万件，连续7年居世界首位，申
请者中近 10%为外国单位和个人；国外
来华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 13.6 万件，较
2001年3.3万件的申请量增长了3倍。

中国是全球经济的推动者

中国的发展不仅没有威胁到美国和
世界的经济安全，还进一步拉动了世界经
济增长，带动了全球贸易复苏。

自2002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
长的平均贡献率接近 30%，中国对世界
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发达国家之和，对世
界经济的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和推动
作用。中国已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世界
经济稳定之源”。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等前所未有的困
难和挑战，中国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
努力促进对外贸易回稳向好，带动了全球
贸易的整体复苏。2017 年，中国在全球
货物贸易进口和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分
别达到 10.2%和 12.8%。自 2009 年以
来，中国一直是最不发达国家第一大出口
市场，吸收了最不发达国家五分之一的出
口。今年11月，中国还将举办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将进一步扩大中国从世界的
进口规模。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
究院研究员）

中国“经济侵略”？子虚乌有，无稽之谈！
梁 明

本报北京7月10日讯 记者郭静原报道：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10日发布2017年度全国认证认
可检验检测服务业统计信息和认证认可强国建设有关情
况。据介绍，我国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服务业继续保持较
强增长态势，认证认可行业的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一。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认证认可检验检测
机构达到 36797 家，数量较 2016 年底增长 9.44%；认证
认可检验检测机构实现营业收入共计2632.52亿元，较
上年增长13.51%。据介绍，2017年，我国认证认可检验
检测服务业“放管服”改革成效明显，从业机构数量和营
业收入快速增长，科研投入显著加大，市场活力不断增
强，高技术服务业的行业属性日益凸显。

“从认证类别看，服务认证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传统产
品及管理体系认证，反映出服务业等新行业领域的认证
需求显著增加，认证促进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
作用进一步显现。”国家认监委副主任董乐群表示。

认证认可检验检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
更 趋 合 理 。 认 证 认 可 企 业 类 机 构 达 442 家 ，增 长
22.44%，占机构总数的 94.04%，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民营检验检测机构增长最快，占增长总数的79.78%。在
产业实力方面，我国认证认可行业的产业规模领先世界
其他国家，居世界第一。2017年我国颁发的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85.49万张，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统计的全球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数量的一半；质量管理体系证书数 48.91
万张，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认证认可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一
服务业等认证需求显著增加

本报北京7月10日讯 记者李芃达
从国家知识产权局10日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主要知识产权
指标实现较快增长。其中，我国发明专利
申请和授权量分别达到75.1万件和21.7
万件，商标注册申请量358.6万件。

截至6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
发明专利拥有量共计147.5万件，较上年
同期增长19.5%；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
量达到10.6件，较2017年底提高0.8件。
同时，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划分的35个技
术领域中，国内发明专利拥有量高于国外
来华发明专利拥有量的领域达到32个。

“数量上的超越并不意味着在质量上
也占有优势，国内维持10年以上的有效
发明专利在上述 35 个领域中有 28 个在
数量上少于国外，特别是光学、电机电气
装置、计算机技术等6个领域，我们与国
外差距较为明显。”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划
发展司司长毕囡表示，我国在核心技术领
域上还存在“短板”，仍需继续加强重点技
术领域高质量专利布局。

据介绍，在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和拥
有量中，企业所占比重分别达到63.8%和
67.2%，企业对我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增
长的贡献率达到66.9%，创新主体地位日

益巩固。我国企业在国内专利申请保持
较快增长的同时，也没有放缓在海外知识
产权布局的脚步。今年前 6 个月，提交
PCT国际专利申请100件以上的国内企
业达到17家，与上年同期持平。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商标注册申
请量为 358.6 万件，完成商标审查 306.5
万件。截至6月底，我国商标累计申请量
3142.8万件，累计注册量1939.5万件，有
效注册商标量1680.7万件，平均每6.1个
市场主体拥有一个有效商标。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受理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申请10个，新批准保护地理标志

产品46个，新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
用标志企业135家。“我们将加强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制度建设，继续加大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力度，持续推进地理标志产品国
际互认互保等方面工作。”国家知识产权
局保护协调司司长张志成说。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副司长
赵梅生表示，上半年，国家知识产权局深
入推进执法维权“雷霆”专项行动，对重点
领域、重点环节进行集中检查整治。国家
知识产权局还研究起草了《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建设与运行指南》。截至目前，共批
复设立了19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主要知识产权指标上半年增长较快
截至6月底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0.6件

本报北京7月10日讯 记者顾阳
报道：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下发
通知，要求进一步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
电环节收费，以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通知要求，电网企业提供的输配电
及相关服务发生的费用应纳入输配电成
本，通过输配电价回收，不得再以其他名
义向用户变相收取费用。取消电网企业
向电力用户收取的变电站间隔占用费、
计量装置校验费、电力负荷管理终端设
备费等收费项目；取消可以纳入供电基
本服务的电卡补办工本费、复电费、更名
过户费等收费项目，以及与之服务内容
相似的其他垄断性收费项目。电网企业
已为电力用户提供计量装置校验、复电
服务超过 3 次且不属于电网企业责任
的，由用户承担相关费用。

针对一些地方的商业综合体、产业
园区、物业、写字楼等转供电环节存在不
合理加价现象，通知要求，必须采取有力
措施清理规范，纠正转供电主体的违规
加价、不执行国家电价政策的行为，确保
降价成果真正惠及终端用户。

电网和转供电环节
收费进一步清理规范

7月10日，船舶停靠在三峡五级船闸上游准备进闸下行。据长江防
总发出的调度令，从7月10日8时开始，三峡水库按照日均38000立方米
每秒出库流量控制，将持续至11日，为近期因为长江汛情而滞留的船舶
创造通行条件，以疏散滞留船舶。 郑家裕摄（新华社发）

三峡区域疏散因汛滞留船舶

美国四面出击大打贸易战的
负能量是多方面的，不仅严重危
害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安全、阻
碍经济复苏步伐，也带来让正常
的世界经贸格局滑入贸易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冷战陷阱”之险。
对美国强征关税作出必要反击的
同时，我们还需要拨云驱雾，消除
美式论调给国际关系造成的毒
害，确保全球治理体系不偏离
正轨。

还是先来系统梳理一下美国
开打贸易战之际的言行吧。

乱贴标签，将经贸问题泛政
治化。美国政府先后发布《国家
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
告》，将他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
家”“战略竞争对手”，“经济胁
迫”、“盗窃”、“掠夺”、“经济侵略”
等对立性标签比比皆是。与此同
时，美国还公然指责有关国家“虚
伪”“软弱”，毫不遮掩拉不起队伍
搞对抗的失落心理。

喜好单边，重拾尘封多年的
“冷兵器”。去年 4 月，美国捡起
弃用16年的232调查，先后对钢
铁和铝产品、汽车和汽车零部件
产品发起调查，并对除少数豁免
国家以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加征
关税。这些早就生了锈的“冷兵
器”，严重违背多边规则，搅得各
国不得安生。

背信弃义，随意退出多边组
织和协定。美国政府毫无国际法
基本概念，视国家承诺与信誉为
儿戏，动辄“退群”，近年来退出了
TPP协定、《巴黎协定》、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全球移民协议》、《关于伊朗核问
题的全面协议》，这种任性是典型
的好用就用、不好用就一脚踢开
的实用主义。

蔑视多边，公然违反世贸规
则。美国违反1994年《美国总统行
政声明》关于以遵守世贸规则方
式实施301制度的承诺、其在1998
年欧盟诉美301制度世贸争端案件中的承诺、世贸组织关
于最惠国待遇和约束税率的纪律，根据301调查结果对他
国加征关税，反对启动上诉机构遴选程序，导致世贸组织
面临上诉机构停摆。

肆意妄为，随意扩大解释国家安全。美国泛化国家安
全概念，加强对先进技术的管控。在贸易方面，通过变换政
策，不断加严对他国出口高新技术产品限制。在投资方面，
美国以安全审查为由，频繁叫停他国企业在美的正常投资
尤其是涉及高技术领域的投资。今年6月，美国国会参众
两院通过所谓《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将外国投
资者对美“关键技术”公司的投资纳入安全审查范围。

凡此种种，陈腐的冷战气息还不够浓烈吗？阴暗的
对抗心态还不够明显吗？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还不够偏
执吗？不计后果的蛮横作派还不够惊悚吗？！

美国向来自诩为“全球化的倡导者”“自由贸易的捍
卫者”，现如今，这届美国政府何以高举反经济全球化大
旗，大搞单边保护主义？说到底，一些人总是跟不上历史
前进的脚步，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
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在这些人眼里，国际经贸往来
无异于你兴我衰、你胜我败的残酷游戏，满目都是对手，
威胁自然无处不在。原本是互利共赢，偏要解读成自己
吃了大亏；原本可以坐下来好好商量，偏要四面树敌、死
磕到底。身为国际经贸合作领域的大块头，美国如此行
事，不仅搞得自己躁动不宁，也严重冲击多边经贸体制，
毒化国际关系氛围。

其实，美国这么干是有深层考虑的。搞百无禁忌的
“美国优先”，怎么会没有众叛亲离的孤立感？面对来自
世界各国的强力反弹，怎么会不陷入左支右绌的窘境？
搞冷战，是要划分出清晰的阵营的。在白宫看来，只有锁
定较劲的靶子，营造对抗的氛围，才有可能分化“美国优
先”的反对者，拉起一支为其所用的队伍。

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是怎样的一段岁月，这无需
历史学家来描述。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家和广大民众对
此都有切身感受。脆弱的和平、受阻的发展、恐惧的阴
影、无望的未来……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愿回到那
个不堪回首的时代。借单边保护主义将世界拖入“冷战
陷阱”，不过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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