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张茅介绍袁 我国目前商标累
计注册 1237万件袁每年的申请量和
注册量均占世界第一位遥

野保护商标尧保护知识产权袁现
在确实越来越重要遥冶张茅在十二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说袁
2016年我国商标申请量为 369 万
件袁较 2015年增长 28%遥 商标申请
量和注册量的增加袁 说明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的增强遥
张茅介绍袁 为推进商标申请的

便利化袁目前全国地级市开设了 56
个商标代理窗口袁 企业无需到北京
来袁 可以直接在代理窗口提交商标
申请遥 去年 12月袁广州开设了第一
个在北京之外的商标审查中心遥 同
时袁企业也可进行商标电子申请遥目

前袁 约 80%的商标都是通过网上申
请的遥
我国商标数量虽然不少袁 但质

量方面仍有待提高遥 张茅说袁目前袁
具有较高品牌价值的商标还比较
少袁 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相适
应遥为减轻企业负担袁下一步将大幅
降低商标办理的费用袁 今年有望在
上海增设商标注册中心遥同时袁要加
大对假冒侵权的查处力度袁 加强京
津冀尧长三角尧珠三角等区域协调执
法和线上线下一体监管遥 商标违规
违法的记录要纳入信息公示系统袁
对企业的处理情况也要记录在案遥

野我们要加大力度袁让商标保
护更加有力袁让大家更加放心遥 冶张
茅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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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 11日安排代表休息遥 11日下
午袁召开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一次会议遥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 11日
上午举行小组会议袁 分组围绕本小组
关注的热点问题议政建言曰 下午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遥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

心 11 日将举行四场记者会院9 时袁邀
请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尧 副部长
辛国斌和总工程师尧 新闻发言人张峰
就野推进实施耶中国制造 2025爷冶的相
关问题答记者问曰10时 45分袁邀请国
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尧 副主任王培
安和副主任尧 国务院医改办主任王贺
胜就野耶十三五爷开局之年卫生计生改
革发展冶的相关问题答记者问曰15时袁
邀请科技部部长万钢尧 秘书长徐建培
就野2016年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进
展成效和 2017年重点工作冶的相关问
题答记者问曰16时 30分袁邀请商务部
部长钟山尧副部长王受文尧副部长钱克
明就野改革开放调结构 创新驱动促发
展冶的相关问题答记者问遥

两会日程预告工商总局局长张茅院

《网购 7日无理由退货办法》3·15出台
据新华社电 10日下午袁十二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袁 邀请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局长张茅就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冶的
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遥

张茅表示袁叶网购 7 日无理
由退货办法曳 将在今年 3 月 15
日正式出台遥

野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袁一切
法律法规都适合于网络交易袁我
们专门制定了网络购物的退货
办法尧 互联网广告监管办法袁包
括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曳等都适
用于网商遥 我们还专门制定更
加细化尧更加具体的网上购物 7
日无理由退货办法遥 冶张茅在记

者会上说遥
张茅表示袁 网购问题是社会

关心的问题袁 我国 7亿网民袁4.7
亿参加网购遥去年网购快速增长袁
营业额超过 5万亿元袁 占全国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12.6%遥

野我认为网络经济特别是网
购袁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遥因为买
东西买的是实物袁 它是一个新的
流通方式袁 把消费者和生产者更
好地连接起来遥 冶他说遥

汇率走稳·房贷放缓·理财规范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回应金融热点问题

我国商标申请量注册量均世界第一

《网购 7日无理由退货办法》即将出台

据新华社电 今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如何钥对
外汇储备下降怎么看钥房贷节奏如何把握钥噎噎
猿月 员园日袁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
记者会上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袁副行长易
纲尧潘功胜尧范一飞就金融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
记者提问遥

针对近一年来一些唱空人民币
声音袁周小川说袁有的看到中国经济
增长速度下滑了袁就认为人民币会不
稳遥这种对人民币汇率怀疑的声音一
度有些过分袁里面也包括外汇市场上
某些对冲基金做空人民币后发出的
声音遥
周小川说袁 看待人民币汇率袁很

大程度上要看经济健康不健康袁如果
经济健康且通胀又较低袁货币就会比
较坚挺曰 再者也要看金融稳不稳定袁
金融不稳定则货币就会贬值袁稳定则
信心会增强遥 从今年以来的形势看袁
人民币汇率没有持续贬值的基础袁市

场预期有了很大调整和变化遥
周小川表示袁相信今年随着中国

经济稳定健康发展袁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取得成绩袁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信
心会增强袁汇率自动就有一个稳定趋
势遥 与此同时袁有关政策在执行和监
管方面再做得更精细一些袁在这种情
况下袁 今年人民币汇率应该比较稳
定遥

他同时强调袁外汇市场会随着国
内外经济形势不断波动袁谁也不能非
常准确预期 圆园员苑年还会有哪些不确
定性遥 汇率波动是常态袁也是正常情
况遥

在回应外汇储备下降问题时袁周
小川表示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袁由于
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经济刺激计划尧货
币宽松袁导致放出大量流动性袁资本
从发达国家流入新兴市场国家袁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累计流出资金大
约 源援圆万亿美元袁其中至少三分之一
流入中国袁 这些资金稳定性比较差遥
在一些发达经济体开始经济复苏后袁
情况发生变化袁相当一部分资金开始
回流遥 不光在中国袁像俄罗斯尧巴西尧
南非尧印度等其他大的新兴市场国家
也都有资金流出去遥

野对中国外汇储备有所下降要一
分为二看遥 冶周小川说袁一方面袁要看

在资本流动方面是不是哪些地方做
得不好袁 一些政策可能过去执行不
严袁就需要改进曰另一方面也要认识
到袁外汇储备适当有所下降是正常现
象袁没必要非要保持 源万亿美元如此
高的外汇储备袁因为里面也有部分被
认为是热钱遥

野当前 猿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
备总量是全球第一位的袁而且远远超
出第二位遥冶周小川说袁在政策制定方
面袁我们是平常心袁即使有问题要解
决袁 也不要把这个事看得太严重袁不
要反应过度遥一旦可能有个别环节出
现反应过度问题袁我们会尽快理顺遥

去年部分热点城市房价快速上
涨袁带动房地产贷款猛增遥周小川说袁
预计今年住房贷款还会以相对较快
的速度发展袁 但确实要适当平衡袁随
着政策调整估计会适当放慢遥
他表示袁去年房贷增长较快的主

要是个人购房贷款遥这有助于居民买
房袁有助于三四线城市去库存袁但反

过来说容易使一二线城市房价上升遥
周小川说袁总体上来看袁个人通

过住房贷款购房后袁资金就转到开发
商遥 房地产开发产业链很长袁会带动
一系列产业供给袁所以这个贷款不能
简单看作是买房子袁实际上会传递到
相当长的产业链上遥

针对第三方支付产业监管问题袁
周小川直言袁 部分支付机构动机不
纯袁不是想着把支付业务搞好袁而是
盯着客户的备付金袁以此来赚取利差
甚至挪作他用袁支付业应该把心思放
在做好支付业务上遥

范一飞说袁近年来袁第三方支付

产业规模不断做大袁创新产品越来越
多袁 但同时也积累了一些风险和问
题遥 由于市场参与者众多袁市场供大
于求情况比较严重袁存在过度竞争情
况袁部分支付机构内控薄弱袁风险管
理放松袁对消费者保护不够袁甚至出
现挪用备付金炒房尧炒股的情况遥

周小川表示袁 既要鼓励行业发
展袁也要防范风险袁无证经营尧侵犯隐
私尧支付产品安全性不够等问题必须
进行规范遥 支付业应该真正把心思放
在通过科技手段提高支付系统效率尧
支付安全和为客户服务上遥

在回应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
问题时袁潘功胜说袁近年来中国债券
市场发展速度较快袁债券品种更加丰
富袁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袁投资者日益
多元化袁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正在稳步
推动遥

他表示袁截至去年底袁境外机构
到中国市场发行债券即人们通常所
说的野熊猫债冶已达 远园园多亿元人民
币遥投资中国债券市场的境外投资者
去年一年增加了 员园园多家袁额度增加
了 员缘园园亿元人民币遥

周小川说袁去年人民币国际化再
进一步袁人民币被纳入 杂阅砸渊特别提
款权冤袁 这都有利于提高外国投资者
对中国债券市场的兴趣遥

在谈到资产管理业务监管时袁周
小川表示袁资产管理业务有很大一部
分是理财产品袁最近金融监管协调部
际联席会议研究了资产管理问题袁已
就许多比较大的问题在野一行三会一

局冶之间初步达成一致袁可能会在进
一步细化后作出初步规范遥
他指出袁当前理财产品市场有些

混乱袁包括标准差距太大尧套利机会
过多尧投机性过强等曰监管部门之间

通气不够袁对市场总体观察和风险把
握不够好袁需要加强遥 下一步金融监
管协调机制还可能提高到更有效层
次袁确保资产管理业务和其他业务一
样袁要着重为实体经济服务遥

1 人民币汇率没有持续贬值基础

2 对外汇储备下降要一分为二看

3 住房贷款增速估计会适当放慢

4 支付机构要把心思放在做好业务上

5 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正在稳步推动

6 资产管理业务监管将作出初步规范

银 记者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