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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公布的今年上半年主要
工作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
外在华知识产权申请量达到 7.8万
件，同比增长 8.6%。这表明，外国
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分享中国发展
机遇的动力不减，全球创新主体对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和营商环境充满
信心。

国外在华申请量较快增长

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外在华发
明专利申请量达到7.8万件，同比增
长 8.6%；国外在华商标申请量为
12.7万件，同比增长 15.4%。分国
别来看，日本、美国、德国位居在华
发明专利申请前 3位，美国、日本、
英国位居在华商标申请前3位。

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
长葛树表示，非本国居民知识产权
申请数量是反映一个国家知识产权
保护水平与营商环境的“风向标”和

“晴雨表”。国外在华发明专利、商
标申请量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是与
今年以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增长
态势相协同的，说明外国企业加大
在华投资力度的同时，继续加快在
中国的知识产权布局，表明外国企
业来华投资兴业、分享中国发展机
遇的动力不减。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
办公室主任胡文辉介绍说，2019年
上半年，中国主要知识产权指标符
合事业发展预期，知识产权综合实
力稳步提升。截至 2019年 6月底，
中国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拥

有量为 174万件，中国每万人口发
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2.5件，较 2018
年底增加 1件，提前完成“十三五”
规划确定的12件目标。

中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结构不
断优化。上半年，中国国内发明专
利申请中，职务发明所占比重达到
91.2%，较2018年同期提高5.7个百
分点；个人发明专利申请量同比下
降 46.0%，所占比重持续走低。葛
树认为，这表明创新主体正在主动
调整和规范自身的申请行为，中国
知识产权申请注册由数量增长阶段
转为结构优化、质量提高的更高阶
段。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受到海内外

普遍关注。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
权保护司司长张志成介绍了上半年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重要措施，包
括重点部署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与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等部门
联合加强网购和进出口领域知识产
权执法；探索发挥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信息技术在知识产权侵权假冒
在线识别、实时监测、源头追溯中
的作用；健全知识产权海外纠纷应
对机制，为“走出去”企业提供知
识产权信息资源支持；进一步加强
与国际组织及各国知识产权机构的
合作，积极开展与跨国企业、国际
协会以及外国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
权保护业务交流等。

（来源：人民网）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数
据，截至2019年6月末，我国外汇
储备规模为31192亿美元，较5月
末上升182亿美元，升幅为0.6%。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
人、总经济师王春英表示，6月，
受全球贸易局势、主要国家央行
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
下跌，国际金融市场资产价格上
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
因素共同作用，外汇储备规模有
所上升。

“美元指数在 6月份跌幅超
过1.5%，这导致主要非美货币普
遍升值，储备中的非美货币兑美
元的账面价值有所增加。”中国金
融期货交易所研究院首席经济学
家赵庆明说，还有一部分收益来

自于债券价格上涨的影响。
此外，招商证券宏观首席分

析师谢亚轩认为，正逢半年节点，
部分储备投资到期之后的投资收
益直接计入储备，增加了我国外
汇储备规模。“人民币汇率市场化
波动有效调节了外汇市场供求，
有利于保持外汇储备的稳定。”

王春英表示，国际经济金融
形势仍然错综复杂，我国将持续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落实
全方位对外开放举措，经济增长
的韧性和可持续性将进一步增
强。“这些都会为我国外汇市场稳
定提供有力支撑，从而为外汇储
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提供坚实基
础。”

（来源：新华网）

今年上半年国外在华知识产权
申请稳增

外企对中国营商环境有信心

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环比增加182亿美元

日前，民航局综合司司长刘鲁
颂在民航局 7月新闻发布会上透
露，上半年民航完成投资约 430亿
元，同比增长25%，完成全年投资任
务的 50.6%，较去年全年加快 26.3
个百分点，这是“十三五”以来，民航

在投资领域增速最快的一个时期。
但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航空

货运市场负增长。数据显示，上半
年，全行业共完成货邮运输量351.2
万吨，同比下降 1.3%，6月，全行业
共完成货邮运输量 60.7万吨，同比

下降1.1%。
据了解，今年民航局印发了《中

国民航高质量发展指标框架体系
（试行）》。这个框架体系总共分了
两个方面，一个是基础指标，一个是
特征指标。“基础指标主要是检验我
们的物质基础，以及相关的能力，特
征指标主要是按照新发展理念这 5
个方面的要求，来看中国民航在动
力、效率、协调开放创新等方面的发
展状况。”刘鲁颂解释说。

数据显示，在基础指标方面，今
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
转量 627.6 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7.4%，其中6月，全行业共完成运输
总周转量105.6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7.3%。上半年，全行业共完成旅客
运输量3.2亿人次，同比增长8.5%，
其中 6月，全行业共完成旅客运输
量5339.7万人，同比增长8.1%。

在特征指标方面，今年上半年
总周转量在综合交通中的比重又创
新高，达到了 32.8%。在绿色发展
方面，全行业吨公里油耗同比下降
1%，机场每客能耗同比下降约

0.2%。在开放程度方面，上半年新
开辟国际航线 102条，国际航线旅
客运输量增长了16.5%。在共享范
围上，航空服务覆盖了全国 91.7%
的地级行政单元，同比提高1.3个百
分点。“也就是说围绕着民航高质量
发展，我们的物质基础、发展的能力
在增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特征在进一步的强化。”刘鲁颂
称。

一年一度的暑运已经来临。民
航局运输司副司长于彪介绍说，从
航班计划量来看，暑运整体增幅在
7%～8%左右。7月 1日～7日，日
均航班量16825班，同比增长7.5%；
其中 7月 3日达到 17435，创历史最
高纪录。

据了解，2019全国民航年中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明确，下半年将补
基础设施短板，统筹推进各重点工
程项目建设，持续优化空域环境，提
升运行信息监控能力，提高资源配
置效率与使用效率。

（来源：经济参考报）

从环比看，PPI由上月上涨
0.2%转为下降0.3%。其中，生产
资料价格由上月上涨 0.2%转为
下降0.4%，生活资料价格由上月
上涨 0.1%转为持平。在主要行
业中，石油相关行业受国际原油
价格下降影响，价格由涨转降，其
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下
降 3.9%，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
加工业价格下降 1.9%。受前期
钢材产量大幅度增加、市场供应
充足影响，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价格由涨转降，下降
1.3%。此外，受近期铁矿石需求
增加、供给偏紧等因素影响，黑色
金属矿采选业价格上涨3.7%，涨
幅比上月扩大1.5个百分点。

从同比看，PPI由上月上涨
0.6%转为持平。其中，生产资料

价格由上月上涨 0.6%转为下降
0.3%；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0.9%，
涨幅与上月相同。在主要行业
中，涨幅回落的有煤炭开采和洗
选业，上涨 3.4%，比上月回落
0.4个百分点；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上涨 2.5%，回落 0.6个百分
点。由涨转降的有石油、煤炭及
其他燃料加工业，下降 1.9%；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下降
1.8%；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下降 0.5%。另外，黑色金属
矿采选业价格上涨 18.5%，涨幅
比上月扩大 4.3个百分点。据测
算，6月份同比持平，其中去年价
格变动的翘尾影响和新涨价影响
分别约为 0.3个百分点和-0.3个
百分点。

（来源：人民网）

近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
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
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
版）》（以下简称“负面清单”）。

记者注意到，与2017年发布的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
修订）》相比，新版本的负面清单中，
取消了自贸区内外商投资石油天然
气勘探开发限于与中方企业合资、
合作的限制，真正对外资放开了石
油天然气的勘探和开发权利，这也
是中国首次对外资全面开放油气产
业上游领域。

“国内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市场
化改革，就是要放开两端，管住中
间。目前这上下两端还都是主要以
三桶油为主，要实现市场化就需要
更多的市场参与者。”卓创资讯天然
气行业资深分析师国建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

纵观国内原油和天然气资源的
供需面，目前的形势并不乐观。中
信建投期货近日发布研报显示，
OPEC的原油生产大户沙特的减产
意愿非常坚定，预计2019年下半年
OPEC原油供应或继续收紧。

卓创资讯天然气行业资深分析
师刘广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供给总量上可以看出，我国原油
及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还是很高
的。而从世界原油产出数据来看，
14个OPEC成员国 5月份原油产出
较上月减少23.6万桶/日。

国联证券发布研报表示，从能
源安全的角度来说，一方面需要加
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扩大海外权
益量以及进口来源；另一方面可以

通过煤化工、天然气等替代部分原
油需求来降低供应风险。

对于此次负面清单中去掉了外
资进行油气勘探需与国内企业合作
的限制，刘广彬认为，中国是近几年
以来全世界天然气消费增速最明显
的国家之一，外商很清楚未来中国
天然气市场的发展前景，此次限制
的解除对于外商具有很大的吸引
力。

刘广彬进一步表示，对于外资
的吸引力，除了负面清单去除限制
以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
国内的天然气市场化改革，成立国
家管道公司，并准备向第三方公平
开放基础设施，随着管道限制的逐
渐解除，对于天然气企业比较棘手
的运输顾虑也将逐渐消除。

国建表示，像壳牌、道达尔等规
模较大的国际能源公司，有很多已
经关注国内天然气领域的相关数据

很久了，相信不远的未来会有进一
步的动作。外资巨头的进入最直接
的影响就是上游、下游参与者多了，
相应的产量、下游利用领域也都会
带动发展。特别是上游，目前如果
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政策，很难有民
企能占到市场份额，但外资巨头还
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国建认为，外资的加入势必会
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国内自产
增量会更明显，自供能力更强，减少
对进口能源的依赖，二是促进油气
行业的市场化属性更加明显。此
外，国建进一步表示，外资企业的加
入，对于下游的天然气利用领域也
会产生一定的利好。

“目前天然气下游领域虽然市
场参与者很多，但是主要还是受政
府管控的，比如像主要的几家，港
华、华润、新奥、中国燃气等等。”国
建补充道。

刘广彬还表示，很多外资企业
掌握了页岩气开发手段，随着行业
对外开放，更多的新技术和新设备
可以参与到中国的页岩气勘探开
发中，对于我国的天然气上游领域
发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外
资进入后会使行业出现鲶鱼效应，
有助于推动天然气成本的降低。

随着我国油气改革的不断推
进，相关配套措施的落实也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建认为，政策
的落实就是看可行性。此次勘探
权的放开算是上游放开的第一步，
第三方如果真的要参与上游领域，
首先还需要企业能拿到区块，然后
才能勘探，勘探结束才能够开采，
才能谈到中游的运输及下游的销
售，所以勘探权放开是否能够发挥
真正的作用还取决于中游管道的使
用及能否公平拿到区块等一系列要
素的配合。

刘广彬则认为，对于油气行业
的对外开放，除了上面提到的管道
的使用问题以外，还需要考虑到包
括探矿权重叠、采矿权转让、资源的
购买等配套文件的执行问题，此次
天然气上游领域的开放，势必会促
进天然气产业上中下游的一体化发
展。

另有分析人士对记者表示，由
于国内天然气市场有自由的价格体
系，所以对国内天然气价格的影响
存在很多因素，引入外资短时间内
的价格走势很难预见，但就长期来
说，有了新的投资者、参与者、采购
者，势必会有利于降低成本。

（来源：新华网）

国家统计局：6月份CPI
涨幅稳定 PPI略有回落

7月 1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了 2019年 6月份全国 CPI（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和PPI（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数据显

示，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
涨2.7%，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
比持平。

CPI环比略有下降 同比涨幅与上月相同

从环比看，CPI由上月持平
转为下降0.1%。其中，食品价格
下降 0.3%，非食品价格下降
0.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处长
董雅秀表示，随着 6月鲜菜大量
上市，前期补栏雏鸡开始生产，虾
蟹供应增加，鲜菜、鸡蛋、水产品
价格环比分别下降9.7%、2.6%和
0.9%。6 月全国鲜果价格上涨
5.1%，目前价格水平处于历史高
位；猪肉供应偏紧，价格上涨
3.6%。在非食品中，受成品油调
价影响，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下
降3.5%和3.7%。

从同比看，CPI上涨2.7%，涨
幅与上月相同。在食品中，鲜果

价格上涨 42.7%，涨幅比上月扩
大 16.0个百分点，影响 CPI上涨
约0.71个百分点，董雅秀表示，除
气候等因素影响外，去年同期价
格较低也是涨幅扩大原因之一；
猪肉价格上涨 21.1%，涨幅比上
月扩大2.9个百分点；鲜菜价格上
涨 4.2%，涨幅比上月回落 9.1个
百分点。在非食品中，医疗保健、
教育文化和娱乐、居住价格分别
上涨 2.5%、2.4%和 1.6%，合计影
响CPI上涨约0.84个百分点。据
测算，在 6月份 2.7%的同比涨幅
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
为1.5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
1.2个百分点。

PPI环比由涨转降 同比由涨转平

上半年民航投资约430亿元超预期
完成全年投资任务的50.6%

油气市场化改革：自贸区
外商投资油气勘探限制解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