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进一步加强对国内疫情中高

风险地区来沪返沪人员健康管理

● 以更有力的知识产权改

革引领发展

● 以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

护促进创新

● 以更广泛的知识产权运

用实现价值

● 以更开放的知识产权合

作优化生态

国家知识产权局与上海市政府举行合作会商签约仪式

把上海打造成知产国际争端解决的“首

选地”和全球知识价值实现的“新热土”

本报讯 国家知识产权局与上

海市政府昨天在沪举行合作会商签

约仪式暨第一次会商会议。 上海市

委副书记、 市长龚正， 国家知识产

权局党组书记、 局长申长雨讲话，

并共同签署 《共建高水平改革开放

知识产权强市合作会商议定书》。

龚正指出， 当前， 我们正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

要讲话和在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

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

推进各项重大战略任务落实落地，

加强知识产权工作、 激发城市创新

活力更为重要和紧迫。 希望双方围

绕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任务， 依托合

作会商机制， 加快打造与国际通行

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

希望双方围绕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

发展， 大力培育高价值发明专利，

加快形成“严保护、 大保护、 快保

护、 同保护” 齐头并进的新格局。

希望双方围绕构筑知识产权开放新

优势， 继续拓展国际合作交流， 加

快把上海打造成为知识产权国际争

端解决的“首选地” 和全球知识价

值实现的“新热土”。

申长雨指出， 党中央把知识产

权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作出一

系列新的重大部署， 我国知识产权事

业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当

前， 上海市正在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迫切需要知识产权工作的有力支撑。

希望双方共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和上海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加强合作会商，共同打造具有

上海特色的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样

板，共同服务好国家战略，共同构建上

海知识产权工作新特色新优势， 携手

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支撑。

会上， 上海市副市长陈群、 国家

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甘绍宁介绍了合作

会商工作相关内容。

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上海市政府此

前已签订了三轮合作会商议定书， 取

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此次双方将聚

焦“共建高水平改革开放知识产权强

市” 这一主题， 围绕打造知识产权领

域改革创新先行区、 知识产权高质量

发展引领区、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高

地、 知识产权开放协作枢纽门户区等

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

第十八届上海知识产权国际论坛昨天开幕 市委书记李强出席并致辞

全力打造亚太地区知识产权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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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以“数字经济时代的

知识产权保护与合作” 为主题的第

十八届上海知识产权国际论坛昨天

下午开幕。 市委书记李强出席并致

辞。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贺

荣、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出

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总干事邓鸿森通过视频致

辞。

李强说， 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励

创新的催化剂、 经济发展的加速

器。 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就全面

加强知识产权工作作出重大部署，

《知 识 产 权 强 国 建 设 纲 要

（2021-2035 年）》 勾画了中国知识

产权事业发展的宏伟蓝图， 充分彰

显了中国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坚定

决心和有力行动。 上海要全面贯彻

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把加强和改进

知识产权工作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抓手、 全面优化营商环

境的重要内容、 提升城市能级和核

心竞争力的战略支撑， 全力打造亚

太地区知识产权中心城市， 努力成

为全球知识价值实现的一方热土。

李强说， 我们将以更有力的知

识产权改革引领发展。 实施知识产

权强市战略， 深化知识产权管理体

制机制改革探索， 强化知识产权地

方综合立法， 推动更多首创性、 引

领性改革举措落地。 以更严格的知

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 深化跨部门

跨区域协作机制， 强化司法保护、

行政保护、 仲裁调解、 行业自律有

机衔接， 打造更好营商环境和创新

环境。 以更广泛的知识产权运用实

现价值。 完善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

系， 丰富拓展知识产权转移转化形

式和渠道， 吸引更多知名知识产权服

务机构扎根上海， 赋能新兴产业、 提

升品牌价值。 以更开放的知识产权合

作优化生态。 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

则， 积极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 推

动上海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贺荣表示， 中国法院将继续依法

严格保护各类知识产权， 平等保护中

外当事人合法权益， 加强国际交流合

作， 努力营造开放、 公平、 公正、 非

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和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服务知识产权强

国建设。 （下转 A7）

青春不欺 校园无诈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为深入开展高校反

诈宣传工作， 营造高校反诈无欺

的良好氛围， 维护师生财产安全

和校园秩序， 昨天， 上海高校

“全民反诈” 巡回宣传活动启动

仪式暨首站活动在复旦大学举

行。

活动开始前， 大学生们在校

园反诈承诺签名墙上进行签名，

许下学生们自觉抵制诈骗、 防范

诈骗， 共同创建“无诈校园” 的

庄严承诺。

启动仪式上， 播放了由复旦

大学平安志愿者们制作的反诈微

电影 《关于我被骗这件事》， 上

海财经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

平安志愿者分别介绍了反诈漫画

和外语版反诈口号的创作思路，

市公安局文保分局民警和高校平

安志愿者们联合表演了反诈小品

《都是套路》。 现场还启动了第二

届上海市高校“安全金话筒” 优

秀主持人总决赛暨反诈宣传大使

评选活动。

接下来， 巡回宣传活动还将

在本市其他高校持续进行。 通过

巡回宣传， 在高校大力普及防范

电信网络诈骗的知识和案例， 积

极提升广大师生的反诈防骗意

识， 进一步提高其自我保护能

力， 切实守护好师生们的财产安

全。

图为市教委、 市检察院、 市

公安局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的上

海高校“全民反诈” 巡回宣传活

动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举行

记者 王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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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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