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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内瓦3月21日电 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21日发布的报告显
示，2017年中国已成为《专利合作
条约》框架下国际专利申请的第二
大来源国，仅排在美国之后。中国
的华为和中兴成为国际专利申请最
多的两家公司。

报告分析了2017年全球各国和
企业申请者使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服务的情况。从国际专利申请属地
来看，2017年提交专利申请量最多
的仍是美国，高达5.66万件；其次

是中国（4.89万件）和日本（4.82
万件）。

其中，中国是唯一申请量年增
长率达到两位数的国家，自2003年
以来每年增长率都高于10％。报告
预测，以目前发展趋势，中国有望
3年内赶超美国，成为国际专利申
请的最大来源国。

从公司申请来看，中国的华为
和中兴分别以 4024件和 2965件国
际专利占据公司申请量排行榜前两
名，紧随其后的是美国英特尔公司

（2637 件）、日本三菱公司 （2521
件） 和美国高通公司 （2163 件）。
上榜的前 10 家公司有 7 家来自亚
洲，两家来自美国，一家来自欧
洲。

就行业来说，计算机技术超过
数字通信，成为已公布的国际专利
申请中占比最高的技术领域，其次
是电气机械和医疗技术。

商标方面，2017年美国仍是最
大申请来源国，德国、中国、法国
和英国分列第二至第五。前15个商

标申请来源国中，中国增速最快，
和俄罗斯都是连续第二年保持两位
数增速。

工业品外观设计方面，德国仍
是提交申请最多的国家，其次是瑞
士、韩国和美国。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
西斯·高锐说：“中国对国际专利
体系的使用大幅增加，表明随着中
国经济继续迅速转型，中国的创新
者日益把目光投向外面，期待将自
己的创意传播到新市场。”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中国成为第二大国际专利申请国

新华社伦敦3月21日电 中国
绿色债券投资者论坛日前在伦敦举
行，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受到各方广
泛关注。

作为气候债券倡议组织2018年
年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绿色债
券投资者论坛提供中国绿色债券发
行机构与国际投资者直接对话、展

示绿色债券发行计划和融资方案的
平台。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首席执行官
肖恩·基德尼表示，应对气候变化
刻不容缓，但是仅靠各国公共资
金，不足以应对当前挑战，必须动
员全球投资者积极参与。而作为全
球重要绿色债券市场的中国，在这

个议题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根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和中国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最
新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债券市场
2017》报告，2017年，中国发行的
绿色债券总额达 371亿美元，成为
世界第二大绿色债券市场。

针对国际投资者关注的中国市

场透明度问题，中国金融学会绿色
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表示，中
国为推动绿色债券市场推出了一系
列支持政策。中国监管机构正在制
定上市公司强制性披露环境信息的
措施，并计划在2020年之前实施。

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受国际关注

3月20日，植保无人机在邹平县高
新街道办事处周东村田地里作业。正
值春季农业生产繁忙季，在山东省邹平
县，植保无人机、植保机器人、大型指针
式喷灌机等新农机装备投入到生产中，
提高了生产效率。

（新华社发）

科技新设备
助力春季农业生产

新华社华盛顿3月21日电 美
国一项初步临床研究显示，冷冻向
大脑发送饥饿信号的神经从而降低
信号传递强度，可能有助于肥胖症
患者减肥。

美国埃默里大学医学院介入放
射学医生戴维·普罗洛戈的团队 21
日在美国介入放射学会2018年年会
上发表了研究论文。他们的初步研

究表明，这种减肥疗法安全可行。
研究人员将针刺入患者背部，

在CT（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的引
导下，用氩气冷冻名为“迷走神经后
干”的神经。这种神经位于食管底
部，会将胃空了的信息告知大脑。

10名身体质量指数（BMI）在30
到 37之间的受试者接受了为期 90
天的试验性治疗。治疗结束时，所

有人都称食欲下降，他们的平均体
重降低了 3.6％，身体质量指数平均
下降近14％。治疗过程中未发现并
发症，迄今未出现不良事件。

身体质量指数是衡量人体胖瘦
程度的一个常用指标，其计算方法
是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
方，通常认为数值30及以上为肥胖。

普罗洛戈介绍说，“胃空了后，

人体会启动觅食求生模式。我们并
不试图消除这种生物反应，只是降
低了这种信号传递到大脑的强度，
为轻度肥胖且有减肥困难者提供一
种可持续的新方案。”

但研究团队也承认，目前研究
的样本量不足，长期效果仍有待观
察，目前他们正在招募更多的临床
受试者。

新研究显示

冷冻“饥饿神经”有助减肥

新华社莫斯科 3 月 22 日电
俄罗斯一枚“联盟－FG”运载火箭
21日晚间顺利发射升空，将搭载着
3名宇航员的俄“联盟MS－08”号
飞船送往国际空间站。飞船上还
携带了一个足球，带回地球之后可
能会用于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

莫斯科时间 21 日 20 点 44 分
（北京时间22日1点44分），火箭及
载人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
的拜科努尔发射场发射升空。飞
船与火箭分离后顺利进入预定飞
行轨道，预计将于莫斯科时间 23
日晚间与国际空间站开始对接。

此次飞赴空间站的宇航员分

别是俄罗斯宇航员奥列格·阿尔捷
米耶夫以及美国宇航员安德鲁·福
伊斯特尔和理查德·阿诺德。他们
将在空间站停留 5个月，接替目前
在空间站上的俄罗斯宇航员安东·
什卡普列罗夫、美国宇航员斯科
特·廷格尔和日本宇航员金井宣
茂。

此次与 3名宇航员同行飞往
国际空间站的还有一个足球，有望
用在即将于今年 6月举行的俄罗
斯世界杯足球赛上。阿尔捷米耶
夫在飞船发射前的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足球将由什卡普列罗夫带回
地球。

俄火箭将俄美3名宇航员送往空间站
外带一足球

新华社旧金山 3 月 21 日电
美国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公司首席
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 21日对脸
书用户个人数据泄露风波作出回
应，承认公司在保护用户数据方
面犯了错误，并承诺将采取措施
应对。

扎克伯格当天在脸书个人主
页上发表声明说，英国剑桥大学
一名研究人员利用应用程序获取
脸书用户及好友信息，并提供给
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数据分
析公司。

声明说，“我们有责任保护你
们的数据，如果我们不能，就不
配为你们服务。我一直在努力了
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确
保不再发生”。脸书“犯了错误，
但还有更多事情要做，需要加速
去做”。

扎克伯格列举了近年脸书为
防止用户信息被非法窃取所采取
的措施，以及准备进一步限制应
用程序开发者权限、改善用户隐

私设置等后续措施。他表示，脸
书将从剑桥分析公司暴露的问题
中学习，进一步巩固脸书平台并
完善产品。

目前，美国网络上大量第三
方应用程序依靠脸书认证数据来
验证用户的身份。脸书网站当天
也发布公告，表示将采取措施防
止第三方公司在未经授权的情况
下获取用户个人数据。

美国国会众议员罗·康纳认
为，虽然扎克伯格的声明态度积
极，但应该由立法者而不是科技
公司来规范相关行为。他建议美
国向欧盟学习，实行更严格的隐
私和数据保护规则，让脸书等公
司获取和传播个人信息更加困难。

日前，多家媒体报道称，脸
书 5000万用户信息数据遭剑桥分
析公司获取和利用，并表示脸书
此前已获知此事，但未及时对外
披露。外界质疑被泄露的用户信
息被用来影响 2016年美国总统选
举。

就脸书用户数据泄露丑闻

扎克伯格认错

新华社天津3月22日电 国
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日
通过互联网监测发现，六款违法有
害移动应用存在于移动应用发布
平台中，其主要危害涉及恶意传
播、系统破坏和隐私窃取三类，提
醒用户谨慎下载。

这些违法有害移动应用具体
如下：

1、《电子驱蚊器》（版本V9.2）
这款移动应用存在伪装为正常应
用，运行后在桌面创建虚假的快捷
方式，诱导用户点击下载APK，同
时发送下载通知，点击后进入下载。

2、《美 女 斗 地 主》（版 本
V2.34）、《简 约 小 白 点》（版 本
V1.6.0）、《雷风旅行》（版本V1.1.3）
这三款移动应用均存在危险行为
代码，私自下载安装软件，窃取用
户隐私信息，造成用户隐私泄露资

费消耗。
3、《时时彩走势计划》（版本

V1.0.0）这款移动应用存在捆绑恶
意广告插件，该广告插件会在手机
屏幕上匿名弹窗，强行推送广告，
私自下载推广软件，严重干扰手机
正常使用并造成流量损失。

4、《大头卡丁车》（版本V1.1）
这款移动应用存在软件打开后在
用户未知情的情况下自动发送短
信，造成用户手机资费消耗。

针对上述情况，国家计算机病
毒应急处理中心提醒广大手机用
户，首先不要下载这些违法有害移
动应用，避免手机操作系统受到不
必要的安全威胁。其次，建议打开
手机中防病毒软件的“实时监控”
功能，对手机操作进行主动防御，
在第一时间监控未知病毒的入侵
活动。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

监测发现六款违法移动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