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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

峰 31 日表示， 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的立场是坚定的、一贯的。 我们将采取

更多有力措施在立法、司法、行政执法

等各方面进一步加大对知识产权全方

位保护力度。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 他说，近年来，中

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巨大成

就。 在立法方面，中国建立了符合国际

通行规则和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法律

体系。 通过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从

不同角度对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有力的

法律保障。

在司法方面， 中国近年来在北京、

上海、广州设立了知识产权法院，在 19

个城市设立知识产权法庭， 在北京、杭

州、广州设立互联网法院，有效提升了

知识产权审判的专业化水平。

在行政执法方面，打击知识产权侵

权假冒力度进一步加强。 针对一些重点

领域，开展保护专利权的“护航”和“雷

霆”行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的“剑网行

动”等专项行动，有效保护了国内外权

利人的合法权益。

高峰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对知识产

权全方位保护力度，提高知识产权审查

质量和审查效率， 引入惩罚性赔偿制

度，显著提高违法成本，坚决惩处侵犯

知识产权的行为。

知识产权保护也是外商投资法草

案涉及的重要内容之一。 日前， 这一

草案已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

并将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

议， 外商投资立法可谓进入“快车

道”。

“这将是中国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

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迈出的

重要步伐， 为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高峰说。

他表示，商务部将继续积极配合全

国人大常委会做好立法审议工作，推动

这部法律早日出台。 同时，也将会同有

关部门一道，抓紧研究制定外商投资法

有关配套法规规章，把这部法律确立的

各项制度落到实处，为外商投资营造更

加稳定、透明、可预期和公平竞争的环

境。

商务部表示将加大对知识产权全方位保护力度

抓紧制定外商投资法配套法规

据新华社电

31 日， 辽宁

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公开开庭审理了内蒙古自治

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白向群

受贿、贪污、内幕交易、泄露内

幕信息一案。

据指控 ，1999 年至 2018

年，被告人白向群利用担任共

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中

共乌海市委副书记、乌海市人

民政府市长，中共乌海市委书

记，中共锡林郭勒盟委书记及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

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

位和个人在配置煤炭资源、开

发地产项目、承揽建筑工程和

职务调整晋升等事项上提供

帮助，索取、非法收受他人给

予的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

8515 万余元；2008 年至 2012

年，白向群利用担任中共乌海

市委书记、中共锡林郭勒盟委

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 先后 5

次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共计折

合人民币 712 万余元；2010 年

10 月至 2015 年 2 月， 白向群

从相关股票内幕信息知情人

员处非法获取内幕信息，在内

幕信息敏感期内指使他人买

入上述股票，累计成交金额共

计人民币 4256 万余元，非法获

利共计人民币 1717 万余元；泄

露内幕信息导致他人在内幕

信息敏感期内买入上述股票，

累计成交金额共计人民币

4308 万余元，非法获利共计人

民币 4052 万余元。

庭审中， 公诉机关出示了

相关证据， 白向群及其辩护

人进行了质证， 控辩双方在

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

见， 白向群还进行了最后陈

述， 当庭表示认罪、 悔罪， 绝

不上诉。 全国、 辽宁省、 大连

市三级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新闻记者及各界群众 50 余人

旁听了庭审。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

庭，择期宣判。

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政府原副主席

白向群案一审开庭

广东通报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

悉，1月30日20时39分，嫦娥四号着陆器接

受光照自主唤醒。 此前，“玉兔二号”巡视

器于1月29日20时许完成自主唤醒。 两器

在月球背面成功经受极低温环境考验，根

据太阳高度角变化择机自主退出“月夜休

眠模式”， 关键设备按预定程序相继通电

开机，安全度过首个月夜。

据悉，着陆器上配置的同位素温差电

池为月夜温度采集器顺利供电，保障该采

集器于测点位置成功监测第一月夜温度

变化情况，我国探月工程首次获取月夜温

度探测数据。

目前，巡视器位于着陆器西北约18米

处。 两器正常工作，通过“鹊桥”中继星与

地面通讯和数据传输状态稳定。根据第一

月夜温度探测数据，月表温度在月夜期间

最低达到零下190℃。长时间低温环境，对

月球探测器“生存”形成严峻挑战。此次嫦

娥四号通过配置同位素热源，在月夜期间

持续为探测器供应热量，成功解决月夜无

光照和低温难题。

月球上的一个昼夜相当于地球上约

28天。在第一个月昼里，嫦娥四号着陆器、

巡视器圆满完成工程任务，科学载荷顺利

开机工作，由多个国家和组织参与的科学

探测任务陆续展开。着陆器地形地貌相机

对着陆区域进行了环拍，获得了彩色全景

图。 在第二个月昼里，着陆器和巡视器上

的科学载荷将按计划继续开展科学探测。

顺利度过月夜 嫦娥四号和玉兔都“醒了”

三亚下发通知：

严查“先登记支付房款、后补交社保或个税”行为

据新华社电

三亚市住建局 31 日下

发通知，将严查“先登记支付房款、后补交

社保或个税”等意图规避房地产调控政策

的行为。

三亚市住建局下发的 《关于进一步

加大房地产领域违法违规销售和虚假宣

传等行为查处力度的通知》 表示， 三亚

市住建局近期接到群众反映， 称个别房

地产项目销售时宣称“岛外居民可以先

登记买房， 支付部分或全部房款， 再缴

纳社保或个税满两年 （五年） 后办理相

关购房手续”。 此类行为意图规避海南省

三亚市相关调控政策， 严重扰乱了三亚

市房地产市场秩序， 且存在较大社会和

经济风险。

为此，三亚市住建局将会同相关部门

加大对房地产项目销售场所的检查力度，

并现场核查房源销售情况，开发企业应予

以配合。对于检查中发现房地产开发企业

采取“先登记支付房款、后补交社保或个

税”方式销售的，将予以严肃查处。

一旦查实， 将针对不同主体作出不

同处罚。 相关购房人 5 年内不得在三亚

市购房。 对已批准预售房源网签量未达

到 70%的开发企业， 不再核发新的预售

许可证。 对于中介机构， 取消房地产中

介机构备案证， 相关人员禁止在三亚市

从事房产中介业务。 如涉事企业和个人

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将依据有关法

律法规处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 小 敏 通 讯 员 粤 纪

宣）

据南粤清风网昨日

消息 ，2018年以来，广

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

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强化监督执纪

问责，共查处违反中央

八 项 规 定 精 神 问 题

1434起，处理党员干部

2593人，给予党纪政务

处分2182人，不断巩固

和拓展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成果。 春节将

至，为进一步加强警示

教育，营造风清气正的

节日氛围，现将2018年

查处的5起典型问题进

行通报。

1.

广东南粤集团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刘璟明公车私用问题

2015年8月至2017年10月期间，刘

璟

明频繁驾驶单位公车上下班和办理私事，并违规将公车停放

在住所附近，产生费用9457元在单位违规报销。 2018年4月，刘

璟

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款被收缴。

2.

汕头市金平房管所副所长郑明、信托与侨房管理处副主任邢伟武违规收受礼金问题

2016年底，郑明违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以装修费用名义所送礼金2万元；2016年春节、中秋节期间，

邢伟武先后两次违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所送礼金共计1万元。 2018年10月，郑明、邢伟武分别受到党内警

告处分。 违纪款被收缴。

3.

湛江市徐闻县国土资源局矿产管理所原副所长张典敏违规为其子大办婚宴问题

2017年9月6日，张典敏在未向单位报备和请假的情况下自行离岗，在老家徐闻县锦和镇为其子违

规大操大办婚宴，摆设酒席105桌，宴请宾客800余人，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2018年8月，张典敏受到

撤职处分。

4

、时任东莞市石龙镇总工会主席冯志峰违规决策发放津补贴问题

2016年和2017年春节前，冯志峰先后两次自行决定以现金形式向镇总工会全体员工发放“春节慰

问金”，共计发放7.8万元，其本人从中领取1万元。 2018年12月，冯志峰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违纪款

被收缴。

5.

肇庆市封开县长岗镇小圩村委会违规公款吃喝问题

2017年6月至2018年4月期间，小圩村委会虚构召开相关会议的记录，在财政专项办公经费中套取

1.6万余元，多次违规用于村干部聚餐吃喝。2018年11月，小圩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侯明新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其他参加违规公款吃喝的村干部均受到相应处理。 违纪款已退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