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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国务院
日前印发《“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
和运用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
划》明确了“十四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
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
重点任务和实施保障措施，对未来五年
的知识产权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规划》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
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以
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全面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线，以建设知识产
权强国为目标，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
力，深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制机制
改革，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
保护、管理和服务水平，深入推进知识
产权国际合作，促进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有力支撑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规划》指出，坚持质量优先、强化
保护、开放合作、系统协同，到2025年，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阶段性目标任务如
期完成，知识产权领域治理能力和治理
水平显著提高，知识产权事业实现高质
量发展，有效支撑创新驱动发展和高标
准市场体系建设，有力促进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规划》提出知识产权保护迈
上新台阶、知识产权运用取得新成效、
知识产权服务达到新水平、知识产权国
际合作取得新突破等四个主要目标，设
立“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等八个主要预期性指标。
《规划》围绕五个方面部署了重点

任务，一是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
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完善知识产权法
律政策体系，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行政保护、协同保护和源头保护。二
是提高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成效支撑实
体经济创新发展，完善知识产权转移
转化体制机制，提升知识产权转移转
化效益。三是构建便民利民知识产权
服务体系促进创新成果更好惠及人
民，提高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能力，促进

知识产权服务业健康发展。四是推进
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服务开放型经济发
展，主动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提升
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水平，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国际合作。五是推进知识产权
人才和文化建设夯实事业发展基础。
围绕五大任务，《规划》还设立了商业
秘密保护工程等十五个专项工程。

《规划》从加强组织领导、鼓励探
索创新、加大投入力度、狠抓工作落实
等四个方面保障实施，确保目标任务
落到实处。

国务院印发

“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

“党创建最早、坚持抗日时间最
长、条件最为艰苦”。

这三个“最”字形容的，是日本侵
华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
武装，特别是东北抗日联军。

90年前的9月18日，日军炸毁沈
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路轨，悍然发
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
华战争。

九一八事变，也揭开了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人民从此就在
白山黑水间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为
世界和平正义而战。

90年后的9月18日，尖厉的防空
警报声再次划破沈阳天际，提醒后人
铭记悲壮历史、缅怀革命先烈。

翻开历史这本教科书，我们追问：
是什么，使得东北抗日联军作出这么
多的牺牲，坚持这么长的抗争，留下这
么久的回响？

有一种牺牲叫共产党人

秋日的阳光洒向沈阳市大东区柳
林街，修缮一新的北大营旧址陈列馆
静默无语，一切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当国
民政府仍心存侥幸心理、严令军队“不
抵抗”时，中国共产党已经率先行动。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一份《中共满
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
宣言》贴满沈阳大街小巷，愤怒指出

“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号召
国人奋起抗日。

“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
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这份横眉冷对
日寇的檄文，如今读来仿佛一种预告。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
说，在民族危机爆发之际，中国共产党
站在了斗争的最前沿，是全中国第一
个发出抗战宣言的政治力量。

有了共产党的领导，黑暗中便有
了灯塔。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
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等各种形式的抗
日队伍。中国共产党在抗日义勇军中
积极开展工作，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
日武装。

杨靖宇、周保中、冯仲云、魏拯民
……仁人志士接踵而来，他们或是年
轻的革命者、或是留学莫斯科的高材
生、或是家境殷实的“富二代”，但来到
东北，他们的身份便只有一个——共

产党人！
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武装统

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那是英雄遍地的时代，那是牺牲

无悔的时代。
杨靖宇牺牲时35岁，敌人解剖他

的尸体，发现胃里只有枯草、树皮和棉
絮；赵尚志牺牲时34岁，遗体被扔进
松花江的冰窟之中；陈翰章牺牲时27
岁，被敌人残忍地割断了舌头、剜去了
双眼……

惨烈的作战，使抗联部队从最
多时 3 万多人锐减到最少时不足
2000人。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31 年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东北抗日
联军消灭敌人18万多人。

“言行一致是共产党人的宝贵品
质，中国共产党不仅是14年抗战的首
倡者，也是抗战的最早实践者。”辽宁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洪军评价道。

有一种信念叫爱国主义

东北抗日联军的将士们，14年里
过着怎样的生活？

由于敌人“坚壁清野”，抗联将士
经常几个月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以
树皮草根充饥；日军物资充沛、红光满
面，抗联军队连衣服都靠扒敌人的穿；
东北的寒冬，唾沫出口成冰，躲在山里
的战士却连火都不敢生……

又是怎样的信念，支撑他们如此
坚持14年？

抗联将士们留下了一些蛛丝马
迹。

“夺回丢失的我国土，结束牛马亡
国奴的生活。”杨靖宇亲自写下的《东
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在冰天雪
地里唱出军魂豪迈；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
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

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
的！”赵一曼就义前为幼子“宁儿”写下
的家书，舐犊之情与爱国之情交融；

“为祖国的解放而战死，是我们最
大的光荣！”面对日伪军逼降，以冷云
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官兵投江
前的话语，书写出“八女投江”的壮烈
史诗；

“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为了实现
这个理想，原名关有维的山西青年，给自
己改名魏拯民，宏图壮志尽在不言中；

……
国家！国家！东北抗联英雄誓死

守护的，就是中国。
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中华

儿女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奏响了气吞
山河的爱国主义壮歌。

“爱国主义是激励中国人民维护
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在历史洪流中
奋勇向前的强大精神动力，是驱动中
华民族这艘航船乘风破浪、奋勇前行

的强劲引擎，是引领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迸发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战胜
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的壮丽旗
帜！”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
成为东北抗联英雄壮举最好的注脚。

有一种传承叫自强不息

秋高气爽、阳光普照。晴空下，
G8103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9时18
分准点到达沈阳北站。

驾驶员王伟目视前方，不断变换
口令。世界一流的高铁操作系统环绕
他的周围。

巧合的是，G8103次复兴号动车
组列车行驶的京哈铁路，正好从当年
日军炸毁的南满铁路柳条湖段的几十
米远处经过。

昔日南满、今日京哈。王伟感叹
道：“想想当年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
修建铁路掠夺资源，甚至发动战争，令
人愤恨。现在我们有自己的铁路和高
铁，只有国家强大了，才会有更美好的
未来。”

高铁飞驰的东三省，萧瑟秋风今
又是，换了人间。

黑龙江悉心保护开发东北抗日联
军在敌后建立的秘密宿营地——抗联
密营，一个个红色旅游基地初具规模。

从长白山脚下，到松嫩平原之上，
吉林立足老工业基地、全国商品粮基
地等优势，一批新产业项目茁壮成长。

辽宁深入挖掘东北抗联精神，建
立现场教学点，打造精品课程，把革命
遗迹旧址转化为直观的现场课堂。

今年10月，作为2021年度中华
民族文化基因库（一期）红色基因库建
设试点单位，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大
数据项目建设如期完成。东北抗日联
军的故事将在大数据的助力下走出山
城本溪，走进更多中国人的心中。

爱国主义，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
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
纽带，从未如此紧密地把全体中华儿
女团结在一起。

90年前，中华民族14年艰苦卓
绝的抗战开始；90年后，中国人民正
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先辈热血抛洒的土地上，东北抗
联精神生生不息。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记者
徐壮）

气贯长虹 英雄史诗
——东北抗联精神述评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广告·热线：66810888

我司申报建设的海口天街华府S2地块二期（住宅部分）项目位
于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道办事处大园社区振兴路78号，于2019年5月
5日取得《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许可证编号：460100201900082），规
划新建2栋住宅楼（5#、6#）、2栋酒店式公寓（19#、20#）。地上18-29
层/地下 1- 2 层，总建筑面积 81262.25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79980.85m2/地下建筑面积1281.4m2）。为加快项目进度，让业主早
日入住，根据统一规划建设的海口市建设工程项目申报分期竣工规
划核实要求，该项目5#、6#楼已满足以下条件：1.该项目已取得不动
产权证书，证号为琼（2019）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59095号，5#、6#楼
已按照批准的方案设计文本建设竣工，并组织参建各单位完成项目
初步验收、节能专项验收。2. 5#、6#楼规划批建范围内的绿化、道路
及停车位等配套设施已按照审定的设计方案总平面图建设竣工。3.
临时物业用房位于S2地块一期文化站，待项目整体竣工后按批建方
案设置。4.建成区与施工区已设置安全隔离围挡。我司就该项目
5#、6#楼申请分期竣工规划核实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时间：7个工作
日（2021年10月29日至2021年11月8日）。意见反馈方式：（1）建
设单位联系人：王先生，18976269260。（2）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琼山分局联系电话：0898-6580148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
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中维地产海南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9日

公 示
我司申报建设的海口天街华府S2地块一期项目位于海口市琼

山区凤翔街道办事处大园社区振兴路78号，于2017年4月24日取
得《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许可证编号：460100201700034），规划
新建8栋住宅楼（1#、2#、3#、4#、7#、8#、9#、10#）、1栋幼儿园、1栋文
化站、1 栋开闭站。地上 1-29 层/地下 1- 2 层，总建筑面积
248964.74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78273.34m2/地下建筑面积
70691.40m2）。为加快项目进度，让业主早日入住，根据统一规划建
设的海口市建设工程项目申报分期竣工规划核实要求，现该项目
1#、2#、文化站、开闭站楼已满足以下条件：1.该项目已取得不动产
权证书，证号为琼（2019）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59095号，1#、2#、文
化站、开闭站楼已按照批准的方案设计文本建设竣工，并组织参建
各单位完成项目初步验收、节能专项验收。2. 1#、2#、文化站、开闭
站楼规划批建范围内的绿化、道路及停车位等配套设施已按照审定
的设计方案总平面图建设竣工。3.临时物业用房位于文化站，待项
目竣工后按批建方案设置。4.建成区与施工区已设置安全隔离围挡。
我司就该项目1#、2#、文化站、开闭站楼申请分期竣工规划核实情况进
行公示。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2021年10月29日至2021年11月8
日）。意见反馈方式：（1）建设单位联系人：王先生，18976269260。（2）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局联系电话：0898-65801481。（3）意
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中维地产海南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9日

公 示房产、商铺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10HN0254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房产、商铺进行分别招租：
一、招租标的：1、海口市正义路5号南玻公寓14间铺面及南

区6间房产；2、海口市文明中路153号圣环大厦1楼5间铺面；
3、海口市海秀路111号环立大厦707房；4、海口市大同一横路老
干部活动中心附楼5楼和6楼；5、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马鞍街3号
宿舍楼1-2层；6、海口市文明东路25号临街铺面；7、海口市华海
路8号中深小区1-8-2号房产。以上项目第一年租金4155元、
335096元不等。

二、租赁期限：五年，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
金递增3%，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

三、公告期：2021年10月29日至2021年11月11日。详情请
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
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
0898-66558038吴先生、0898-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0月29日

海南璟荣律师事务所马维秋律师、张磊伟律师接受万宁市置业
有限公司委托，就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拍卖海南省万宁市万城镇
望海大道（原东星工业大道南侧）商贸综合用地（万国用(2007)第
101283号）一事，发表声明如下：一、万宁市置业有限公司已通过民
事诉讼途径，合法主张该宗地的使用权。万宁市人民法院（2011）万
民初字第511号民事判决及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海南
一中民一终字第307号民事判决均确认万宁市置业公司对万国用
(2007)第101283号宗地享有物权。二、据海南省万宁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土地登记信息，该宗地使用权自2007年10月29日起一直登
记于万宁银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而非被执行人吴毓礼名
下。三、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2009）临民初字第528号民事判决
及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岳中民二终字第89号民事判
决仅涉及合同债权及撤销权，未对该宗地进行确权实体审理。四、
万宁市置业有限公司已通过法定途径主张权利，向最高人民法院、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及临湘市人民法院提出
异议，相关异议程序尚未完结。万宁市置业有限公司已经并将继续
就此事积极行使诉讼权利等，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此敬告意
向竞拍者全面了解该宗地权属争议情况，谨慎参与竞买，避免因盲
目竞买而造成自身利益损失。特此声明。

海南璟荣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维秋 张磊伟
2021年10月29日

律师授权声明

外交部回应台湾地区领导人
承认美军驻扎：

搞“台独”是死路一条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记者孙楠 董雪）针

对有报道称，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承认美军以训
练为目的驻扎在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8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
同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搞“台独”是死路一条，支持“台独”也是一条不归路。

汪文斌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
基础。在台湾问题上，美方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
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而不是自己单方面
炮制的什么东西。“我们坚决反对美方同台湾地区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反对美方
干涉中国内政。”

他指出，美舰近来多次在台湾海峡“大秀肌
肉”、挑衅搅局，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威胁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到底是谁在台湾问题上
搞‘胁迫’，国际社会看得很清楚。”

“两岸统一是历史大势，是正道。‘台独’是历史
逆流，是绝路。”汪文斌说，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
径，丝毫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铁的事实，撼
动不了国际社会普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凡
是数典忘祖、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

汪文斌表示，搞“台独”是死路一条，支持“台
独”也是一条不归路。“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应低
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强大能力，否则必将再次遭到失败。”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记者
于佳欣）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
判副代表王受文28日表示，中国已完
全履行加入世贸组织（WTO）时作出
的承诺，WTO几任总干事及大部分
WTO成员都对此给予充分肯定和普
遍认可。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
年。王受文在国新办当日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说，中国加入WTO时，明确
了中国履行“入世”义务的时间表。“对
照时间表可以发现，中国作出的承诺
已得到完全履行”。

在积极对接WTO规则方面，王受
文举例说，中国加入WTO后，需要修
改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使之符合
WTO规则。为此，中央政府清理的法
规和部门规章有2000多件，地方政府

清理的地方性政策法规有19万多件。
在开放市场方面，王受文介绍，中

国“入世”时货物进口关税为15.3%，
承诺“入世”后降到9.8%，而目前中国
进口关税总水平只有7.4%，“低于所
有发展中成员，接近发达成员水平”。
在服务领域，中国承诺在2007年开放
9大类100个分部门，但实际开放接
近120个分部门，“超过所作承诺”。

此外，在遵守规则方面，为加大对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中国在很多地方
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或法庭。中国还及
时向世贸组织通报国内法规调整和实
施情况等。

王受文还强调，针对WTO争端
解决机制此前作出的对具体案件的
裁决，中国均已严格执行，未出现一
起因不接受裁决而被起诉方申请报

复的情况。
针对一些成员认为中国没有很好

地履行“入世”承诺的说法，王受文回
应说，部分成员提出的关注或期待可
能已超出WTO规定，比如要求中国
履行一些高标准自贸协定中的规定，
但实际上这与WTO要求相比，二者
相差很大。“以超出的规定来说中国没
有履行WTO义务，这是不合适的。”

商务部：中国已完全履行“入世”承诺

国防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捍卫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记者张汨汨）国防
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28日在
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大势所趋、大义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强化使
命担当、保持高度戒备，“不动如山，动如雷霆”。

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领导人在10月10日
发表所谓“讲话”，有何评论。

谭克非表示，习主席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
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郑重宣示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捍
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
揭示了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大势，指明了两
岸关系的前进方向。

谭克非说，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置中华
民族利益和台湾民众福祉于不顾，煽动对立、叫嚣对
抗，企图以所谓“共识”为幌子绑架台湾民意，频繁勾
连外部势力，加紧谋“独”挑衅。其数典忘祖、背叛祖
国、分裂国家的卑劣行径再次证明，“台独”分裂是祖
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

他强调，中华民族具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
光荣传统。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
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必然要求。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决挫败一切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行径，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使命。大势所趋、大义
所在；不动如山，动如雷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强
化使命担当、保持高度戒备，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
的时候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图为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江滨公园的“八女投江”群雕。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就捷克议会参议院邀请台湾当局
外事部门负责人窜访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表声明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10月28日，全国

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表声明指出，捷克议会参议院
邀请台湾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窜访捷克，是严重
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中
国全国人大对此坚决反对。

声明指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与所有
建交国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捷克参议院等机构
和个人公然为“台独”分裂活动提供平台，严重违
背捷克国家向中方作出的政治承诺，严重损害中
捷关系政治基础，性质极为恶劣。

声明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
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反分裂国家法》对坚持一
个中国原则、遏制“台独”分裂、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台湾问题等重大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充分体现了
中方尽最大努力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一贯主张，
充分彰显了中方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绝不允许任何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
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国家意志。在台湾问题上搞政
治操弄，必将自食恶果。我们敦促捷克有关机构
和个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以
实际行动维护中捷关系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