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将加快推进专利法实施细则修改进程
本报讯（记者李晨）11月 30日，国家知识产

权局条法司司长张鹏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国家知识产权局将继续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加快
推进专利法实施细则修改进程，尽早完成修改，
更好保障专利法实施。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已自
2021年 6月 1日起施行。而专利法实施细则是保
证专利法有效实施的重要配套行政法规，是对专
利法相关规定的进一步细化。张鹏表示，全国人
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修改专利法的决定后，国家知
识产权局立即启动专利法实施细则修改工作，形
成修改建议征求意见稿，于 2020年 11月至 2021
年 1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在充分吸收采纳

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专利法实施细则修
改草案（送审稿）》，报送相关部门进行审查。

据介绍，此次专利法实施细则修改主要涉及
四方面内容：一是完善专利审查制度，提升专利
审查质量和效率；二是加强专利保护，维护专利
权人合法权益；三是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促
进专利转化运用；四是新增外观设计国际申请专
章，与国际规则对接。

张鹏介绍，下一步，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奋力
推动知识产权法制工作迈上新台阶。商标法修改
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地理标志
立法方面，要明确促进特色产业发展、乡村振兴
和传统文化传承的立法定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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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治丧委员会公告
（第 2号）

鉴于江泽民同志在党和国家历史发展
中的特殊功绩，以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的共同愿望，现决定：
（一）12月 6日上午 10时，党中央、全国

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江泽民同志追悼
大会。追悼大会现场直播，各地区各部门要
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
（二）追悼大会当天，全国和我国驻外使

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
娱乐活动一天。
（三）12 月 6 日上午追悼大会默哀时，

全国人民默哀 3分钟，一切有汽笛的地方鸣
笛 3分钟，防空警报鸣响 3分钟。
（四）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特此公告。

江泽民同志治丧委员会
2022年 12月 1日

江泽民同志遗体由专机敬移北京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到机场迎灵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电 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
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
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
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江泽民同志的
遗体今天从上海由专机敬移到达北京。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
汪洋、李强、赵乐际、王沪宁、韩正、丁薛祥、李希、王岐山等党和国

家领导同志到北京西郊机场迎灵，并向江泽民同志亲属表示深
切慰问。蔡奇和治丧委员会办公室有关同志、江泽民同志亲属从
上海护送江泽民同志遗体回到北京。

北京西郊机场国旗半垂，气氛庄严肃穆，黑底白字横幅上
写着：“江泽民同志永垂不朽”“江泽民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
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等胸佩白花、臂戴黑纱，神情凝重地
在停机坪肃立。

15时 55分，载护江泽民同志遗体的专机缓缓降落。在低回
的哀乐声中，12名礼兵抬护安放着江泽民同志遗体的灵柩，缓缓
走下专机，行进至迎灵队伍正前方肃立。习近平等向江泽民同志
遗体三鞠躬，目送灵柩上灵车。之后，治丧委员会办公室成员
和江泽民同志亲属护送遗体前往停灵处。

当天中午 12时 10分，起灵仪式在上海华东医院告别室
举行。治丧委员会办公室成员、上海市有关负责同志、江泽民

同志亲属和生前友好、医护人员等向江泽民同志遗体告别，并
护送灵柩到上海虹桥机场。上海各界群众在沿途送行。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在京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也到北京
西郊机场迎灵。

江泽民同志 11月 30日在上海逝世，享年 96岁。

左图:12月 1日，江泽民同志的遗体从上海由专机敬移到达北京。 新华社记者李学仁 /摄
右图:12月 1日，江泽民同志的遗体从上海由专机敬移到达北京。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李强、赵乐际、王沪宁、韩正、丁薛祥、李希、王

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到北京西郊机场迎灵。蔡奇等从上海护送江泽民同志遗体回到北京。 新华社记者谢环驰 /摄

拥抱数字经济，还要跨过几道坎？
■本报记者高雅丽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
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深刻影响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
方式，不断塑造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新格局。”
在 11月 28日举办的世界数字经济论坛上，中
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书记
处第一书记张玉卓指出。

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新
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大规模涌现，正
在深刻影响着全球科技创新版图。数字治理亟
待加强、数据的共享流通障碍重重、数字技术
仍须突破，这些也正在成为数字经济需要不断
跨过的“坎”。

与会专家围绕“领航全球数字经济新时代”
主题，探讨数字科技赋能全球可持续发展，推动全
球数字经济合作、各国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

拥抱数字经济转型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携手构建网络
空间命运共同体》白皮书显示，2021年，中国数
字经济规模达到 45.5万亿元，占 GDP比重达
到 39.8%。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
长的主要引擎之一。

论坛上，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
组成员陈国平介绍了数字技术为赋能能源转
型和新型电力系统带来的新可能。
“建设新型电力系统，要求数字技术与能源

技术必须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与新型电力系统
的构建要相互作用，建设电力数字技术支撑体系
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基础。”陈国平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
梅宏指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
之后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人类
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不过当前对数字经济概
念的定义还没有形成共识。

梅宏表示，早期的数字经济一词主要用于

描述互联网给商业行为带来的影响。目前对数
字经济的认识，实际上还存在不少误区———
“把数字经济窄化为互联网经济，将数字经济
等同于虚拟经济”。

梅宏表示，数字经济的通俗说法是“数字产
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
治理体系建设等构成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环境，同
时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传统的物理基础设
施的数字化，也奠定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平台。

梅宏认为，有必要将数字经济作为一种颠
覆性的新经济形态来进行深入研究，“农业经
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时候，出现了众多的现
象、议题及相应的重大变迁，可以给我们当前
的转型提供一些启示”。

在拥抱数字经济转型的共识下，张玉卓指
出，全球要携手合作，加快新技术、新模式的培
育和推广，推动数字经济领域的基础难题攻
关，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数字产业
化和产业数字化，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

加强数字治理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与会专家也提
到，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给政
府的监管体系及国际治理体系带来了诸多挑战，
例如数字鸿沟等新的不平等现象已出现。

面对这些新的问题和挑战，各行各业也在
不断探索和实践。会上，腾讯公司副总裁、西南
区总经理蔡光忠分享了腾讯探索数字技术助
力乡村振兴的经验，他们以数字化工具提升农
民数字素养，小规模、高品质的农产品通过数
字化工具走出了大山。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前任主席、中国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提到，联
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
织等国际组织均在开展数字经济治理的相关工
作，“以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提升全球治理能

力、促进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消除数字
鸿沟和数字壁垒为主要目标”。
张玉卓表示，推动数字时代互联互通，引领

数字科技向上向善，要提升科普能力，提高全
民数字技能和素养，助力弱势群体融入数字化
浪潮，消除数字鸿沟。

梅宏提到，数字治理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数
字化的治理，即以数字化转型为背景，保证数字
化转型的实施效果和价值的最大化；二是治理
的数字化，即利用平台、工具对组织及组织内部
的资源、数据、技术、流程等相关治理领域提供
数字化的技术支撑，二者需要紧密结合。

推进数字核心技术突破

当前，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创新活跃，数据作为关键生
产要素的价值日益凸显，数字技术在关键领域
的创新能力需要不断加强。
“数字经济还在探索成型期，既需要理论研

究，也需要实践探索。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顶层
设计，也需要留足创新的探索空间。”梅宏指出。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鲸建议，数字经济发展要
加强关键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聚焦高端芯片、
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的关键算法和传感器等关键
领域，加快推进基础理论、基础算法、装备材料等
研发突破与迭代应用。同时，要加快推动数字产
业化，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
算、网络安全等新兴数字产业，提升通信设备、核
心电子元器件、关键软件等产业水平。

在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方面，陈鲸建议，实
施“上云用数赋智”行动，推动数据赋能全产业链
协同转型，在重点行业和区域建设若干国际水准
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
“要通过数字化技术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快

数字化转型，另外还要强化创新应用，加强标准
化建设，并加快人才机制的建设。”陈鲸说。

新技术可在海水里原位直接电解制氢
本报讯（记者陈欢欢）11月 30 日，中国工程

院院士谢和平与他指导的深圳大学、四川大学博
士生团队在《自然》发表论文，以物理力学与电化
学相结合的全新思路，建立了相变迁移驱动的海
水无淡化原位直接电解制氢全新原理与技术。该
技术彻底隔绝了海水离子，实现了无淡化过程、
无副反应、无额外能耗的高效海水原位直接电解
制氢，即可在海水里原位直接电解制氢。

由于淡水资源紧缺，向大海要水是未来氢能
发展的重要方向。但复杂的海水成分（约 92种化
学元素）导致海水制氢面临诸多难题与挑战，先
淡化后制氢工艺流程复杂且成本高昂。上世纪 70
年代初有科学家提出海水直接电解制氢的思路，
但半个世纪以来未产生突破性的理论与原理，无
法彻底避免海水复杂组分对电解制氢的影响。

谢和平团队提出以物理力学与电化学相结
合的思路解决海水直接电解制氢面临的难题与
挑战，通过将分子扩散、界面相平衡等物理力学
过程与电化学反应巧妙结合，建立相变迁移驱动
的海水直接电解制氢理论模型，揭示了微米级气
隙通路下界面压力差对海水自发相变传质的影

响机制，形成电化学反应协同海水迁移的动态自
调节稳定电解制氢方法，破解了有害腐蚀性这一
困扰海水电解制氢领域半个世纪的难题，目前已
申请专利。

同时，该团队研制了全球首套 400升 /小时
海水原位直接电解制氢技术与装备，在深圳湾海
水中连续运行超 3200小时，验证了这一技术的
稳定性和规模化。同时，该技术可探索推广到多
元化水资源（如河水、废水、盐湖等）原位直接制
氢。论文作者表示，海水无淡化原位直接电解制
氢技术未来有望与海上可再生能源相结合，构建
无淡化、无额外催化剂工程、无海水输运、无污染
处理的海水原位直接电解制氢工厂。

该论文评审专家认为，“很少有论文能够令
人信服地从海水中实现规模化稳定制氢，但该论
文的工作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完美地解决了
有害腐蚀性这一长期困扰海水制氢领域的难题，
将打开低成本燃料生产的大门，有望推动变革走
向更可持续的世界。”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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