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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记者
张泉 温竞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
2035年）》22日发布，为我国加快建
设知识产权强国作出全面部署。

纲要指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
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对于提升国
家核心竞争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

放，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
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具有重要意义。

纲要提出，到2025年，知识产权
强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知识产权保
护更加严格，社会满意度达到并保持
较高水平，知识产权市场价值进一步

凸显，品牌竞争力大幅提升。到
2035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竞争力
跻身世界前列，中国特色、世界水平
的知识产权强国基本建成。

纲要从建设面向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支撑国际
一流营商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建设激励创新发展的知识产权

市场运行机制、建设便民利民的知
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知
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人文社会环境
和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六
个方面部署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
重点任务，提出了加强组织领导、加
强条件保障和加强考核评估等三方
面组织保障要求。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

蓝图绘就
六大重点任务支撑知

识产权强国战略

“实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回应
新技术、新经济、新形势对知识产权
制度变革提出的挑战，加快推进知识

产权改革发展，全面提升我国知识产
权综合实力，对于提升国家核心竞争
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具有重要
意义。”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知识产
权法律制度体系逐步完善，知识产权
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显著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由2012年的
63.69分提高到2020年的80.05分。

截至2020年底，国内（不含港澳
台）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5.8件，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3017.3
万件，均为2012年的4倍多。核心
专利、知名商标、精品版权、优质地理
标志产品等持续增加。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
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由
2013年的第35位上升至2021年的
第12位，连续9年稳步上升。

“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
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
然要求，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发展战
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核心要素的
作用更加凸显。”国家知识产权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

纲要部署了“建设面向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支撑
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
体系”“建设激励创新发展的知识产
权市场运行机制”“建设便民利民的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
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人文社会环
境”“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六
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更强保护
加强制度体系建设提

升保护水平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知识产权
事业发展的基础。纲要明确，到
2025年，知识产权保护更加严格，
社会满意度达到并保持较高水平；
到 2035 年，知识产权制度系统完
备，全社会知识产权文化自觉基本
形成。

“近年来，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力
度保护知识产权，取得显著成效。
根据纲要，未来将更加注重知识产
权制度和保护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更好满足不断发展的知识产权保护
需求，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和保护效率。”国家知识产权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

纲要提出，构建更加完善的知识
产权法律体系、管理体制、政策体系，
构建响应及时、保护合理的新兴领域
和特定领域知识产权规则体系。健
全司法保护体制和行政保护体系，健
全统一领导、衔接顺畅、快速高效的
协同保护格局。

纲要还注重知识产权人文社会
环境的建设，通过提升全社会知识产
权文化自觉，促进实现知识产权更高
水平保护、更高质量发展。

纲要提出，塑造尊重知识、崇尚
创新、诚信守法、公平竞争的知识产
权文化理念，构建内容新颖、形式多
样、融合发展的知识产权文化传播矩
阵，营造更加开放、更加积极、更有活
力的知识产权人才发展环境。

质量引领
为高质量发展打造强力引擎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高质量发展对知识产权的更高水平
创造、更高效益运用提出迫切要求。

对此，纲要提出，到2025年，专
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
到13%，版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达到7.5%，知识产权使用费年进出口

总额达到3500亿元，每万人口高价
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2 件；到
2035年，知识产权促进创新创业蓬勃
发展。

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纲要突出“质量引领”，通过深化
知识产权领域改革，构建更加完善
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更好
发挥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的基本
保障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
不断的动力。

纲要提出，完善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的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
机制，健全运行高效顺畅、价值充分
实现的运用机制，建立规范有序、充
满活力的市场化运营机制。并要求
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建立数
据标准、资源整合、利用高效的信息
服务模式。

“我国还将推动知识产权与经
济、科技、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深度
融合发展，为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
的发展，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贡献力量。”国家知识产
权局有关负责人说。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记者
张泉 温竞华）

向知识产权强国进发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看点解析

到2025年，知识产权
强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到
2035年，知识产权综合竞
争力跻身世界前列，中国特
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
国基本建成。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了《知识产权强国建
设纲要（2021-2035年）》，
描绘出我国加快建设知识
产权强国的宏伟蓝图。我
国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
创造大国转变、知识产权工
作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
转变全面提速。

9月22日，厦门市部分区开展第四轮全员核
酸检测。据通报，截至9月21日24时，厦门市累
计报告确诊病例194例。图为在厦门思明区一核
酸检测点，工作人员在为居民进行核酸取样。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厦门开展第四轮核酸检测

福建莆田累计报告
新冠确诊病例198例

据新华社福州9月22日电（记者张华迎）记
者22日从福建省莆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9月10日至9月21日24时，莆
田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9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
例1例，本土病例197例（危重型2例，均为80岁以
上女性；普通型110例；轻型85例）。无症状感染
者3例。目前，确诊患者正在诊治，总体病情稳定。

截至目前，当地已累计排查出密接者4687
人，次密接者8816人，并按规定隔离到位。

哈尔滨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例
计划今日完成全员核酸检测筛查

据新华社哈尔滨9月22日电（记者强勇 杨
思琪）9月22日，哈尔滨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发布第29号公告，决定南
岗区、道里区、松北区、巴彦县“三区一县”9月22
日24时前，其他区县（市）9月23日24时前，完成
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22日发布消息，22
日0时至12时，该省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
5例（哈尔滨市巴彦县4例、哈尔滨市南岗区1
例），截至22日12时，全省现有境外输入确诊病
例6例，本土确诊病例8例。

按照工作要求，哈尔滨市行政区域内全部人
员，均需进行核酸检测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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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三亚·新青年奇趣岛”主题发布以
来，三亚加大推广力度，陆续在杭州、南京、
广州、深圳、佛山、重庆、武汉、长沙、成都、厦
门等主要客源城市举办旅业推介会及公众
推介活动，以五类青年为切入点，充分展示
了三亚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以来丰富的旅游
资源与朝气蓬勃的旅游市场发展。

今年6月30日，2021年“新青年奇趣
岛”三亚旅游推介活动来到成都。现场，三
亚各旅游企业结合自身特色，以“三亚·新青
年奇趣岛”为主题推出特色线路、产品，一改
传统的旅游推介会做法，将推介会升级成为
邀请成都客源地达人、旅行商对三亚深玩产
品的“二次开发”，扩大三亚旅游更精彩的主
题产品在成都客源市场的品牌效应。

三亚还举办了“三亚·新青年奇趣岛”主
题航班活动，五位“新青年”上演空中拉客。
旅客们在重庆江北机场登上了“三亚新青年
奇趣岛”主题航班，于16时20分准时起飞，
起飞时间正好谐音“一路爱你”，自此开启了
三亚浪漫之旅。在机舱内，工作人员还为机
上旅客送上了精心准备的礼物。

同时，围绕这一主题积极谋划并举办了
系列线上活动，包括2020穷游网TOP50年
度旅行者大会、“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携程
旅拍话题比赛、“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新浪
微博话题活动等，以大众化、年轻化的营销
手段，借助穷游网、携程、新浪微博等年轻用
户占比较大的网络平台举办系列活动，通过
平台的专业生产内容（PGC）、知名博客主的
用户原创内容（UGC）等，对“三亚·新青年
奇趣岛”以青年游客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线
上宣传。

据悉，“三亚·新青年奇趣岛”项目在新
浪微博上建立话题“#三亚·新青年奇趣岛
#”，阅读量突破1亿，约3万人次参与话题讨
论；图文阅读总量超5160万，近1.1亿人次
参与博文互动；发布原创视频9条，视频总
播放量超1150万次。相关宣传内容直接触
达目标客群，取得了不俗的宣传效果。

（撰文/严玫）

“三亚·新青年奇趣岛”入选全国旅游宣传推广典型案例

瞄准客群精准营销 拓展三亚旅游形象

近日，文化和旅
游部公布的 2020
年国内旅游宣传推
广24个典型案例名
单中，“三亚·新青年
奇趣岛”主题宣传推
广活动入选。据悉，
这是海南省文旅系
统的唯一入选案
例。典型案例将在
同等条件下，“优先
纳入计划设立的国
家旅游宣传推广精
品建设工程名录，
并在有关资金、人
才培养、营销机构
建设等方面给予重
点支持”。

“三亚·新青年
奇趣岛”是三亚去年
发布的全新推广主
题，旨在打造与年轻
客群贴合度更高的
旅游元素，多维度拓
展三亚旅游形象，以
期吸引更多高消费
力、高传播力的年轻
游客来到三亚旅行，
推动三亚旅游朝高
质量发展方向迈进。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依托科技力
量推进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助力旅
游品牌提质，为加快旅游业发展提供
了更多的可能。

基于对大数据的挖掘和梳理，三
亚市旅游推广局发现，三亚游客年龄
结构趋于年轻化，是旅游市场的主力
军，为地区旅游经济和旅游文化的发
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数据显示，
2020年三亚青年客群（18岁至35岁）
的占比达到44%，相较于2019年上
涨7个百分点。

抢镜怪兽海豹青年、灵感睡客考
拉青年、极致探索鲨鱼青年、知识自
由松鼠青年、剁手玩家章鱼青年……
瞄准年轻客群，去年12月1日，三亚
发布“三亚·新青年奇趣岛”全新推广
主题，打造与年轻客群贴合度更高的
旅游元素，吸引更多高消费力、高传
播力的年轻客群来三亚旅游。

“我们注意到，‘新青年’游客群
体普遍热衷于各类户外运动，爱好品
尝旅游目的地的特色美食，追求音乐
节、艺术节等时下潮流玩法，倾向于

独特个性的旅行体验。”三亚市旅游
推广局市场推广总监马南介绍，“三
亚·新青年奇趣岛”是专门针对年轻
人市场的推广主题，借用新青年客群
中流行度较广、知名度较高、形象力
较强的旅行理念，向新青年们阐述：
来三亚的旅行也可以是一场独特的
体验。

据了解，5种拟人化动物形象分
别与美食、旅拍、人文、户外极限、酒
店奢享五大玩法相对应，以此提升三
亚推广主题在年轻群体中的好感

度。新青年们通过认领自己的归属
“物种”，并在三亚找到属于自己的玩
法，建立起一座自己心中的奇趣岛，
尽享三亚探索之旅。

“‘三亚·新青年奇趣岛’作为三
亚旅游‘新名片’，通过打造与年轻客
群贴合度更高的旅游元素，吸引更多
高消费力、高传播力的年轻客群来三
亚旅游，进一步促进了三亚旅游服务
品质的提升，刺激旅游消费，助力海
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三亚市
旅游推广局有关负责人说。

瞄准青年客群打造推广主题

基于“新青年奇趣岛”
开展多样推广

4月2日，
三亚在广州开
展“新青年奇趣
岛任意门”活
动，吸引年轻群
体热情参与。

三亚市旅
游推广局供图

4月21日，三亚在以“三亚·新青年奇趣岛”为主题的旅游航班上，向100多位重庆旅客推介三亚。三亚市旅游推广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