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更好满足公众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将2020年以
来发行的部分普通纪念币（钞）发行剩余部分再次面向公众
开展兑换，我行参与承担本次余量兑换工作。

一、余量兑换的普通纪念币（钞）品种
包括2020年贺岁、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第24届

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2022年贺岁普通纪念币及第24届冬
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钞。

二、余量兑换方式
统一采取现场登记身份信息后兑换的方式。
三、余量兑换时间安排
从2022年 9月 5日开始，集中兑换期至11月 5日结

束。各品种普通纪念币（钞）先到先得，兑完为止。
1.公众个人兑换期。9月5日至10月5日为公众个人

兑换期，网点只接受公众个人兑换。
2.公众个人兑换和单位团体兑换并行期。10月6日至

11月5日，如普通纪念币（钞）还有剩余，网点同时可接收个
人兑换和单位团体兑换。个人和单位同时提交申请，优先
办理个人兑换。

3.余量纪念币（钞）集中兑换期期间，兑换网点营业时间
内办理纪念币（钞）的兑换工作。

四、余量兑换网点和额度分配
具体余量兑换网点及分配额度请查看“工商银行珠海

分行”微信公众号《2020年以来发行的部分普通纪念币
（钞）余量兑换网点及额度信息》。

五、兑换限额及证件要求
个人办理兑换的有效身份证件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

件。每个品种每人限额20枚（套），每人可代5人领取，代领
时须持代领人和被代领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由于第
二代身份证原件遗失、未成年人未办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等原因，无法出具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的，可以使用户口
簿、临时居民身份证原件办理。

单位团体办理兑换需向我行承办网点提交加盖公章的
书面申请，说明兑换数量和用途。在办理单位团体兑换时
需出示办理人和法定代表人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并
将加盖公章的书面申请、单位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和办理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留
存。

六、温馨提醒
本次余量兑换的纪念币、纪念钞为前期预约兑换的剩

余部分，故存在部分非原封散币、散钞的情况；当前仍处于
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请佩戴口罩、做好个人安全防护，配
合做好测温、出示健康码和信息登记等工作；为加快兑换速
度，兑换时请提前备好现金。

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中国工商银行珠海分行
2022年9月3日

2020年以来发行的部分
普通纪念币（钞）余量兑换公告

各用人单位及广大残疾朋友：
为深入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和2022年“南粤助

残·就业宣传年”活动要求，实现“十四五”时期残疾人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目标。市
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定于2022年9月8日(星期四)上午9:30-12:00，在前山金鸡路125
号汇生商贸大厦一楼珠海人力资源市场举办“珠海市2022年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
届时请广大残疾朋友携带残疾证前来参加应聘。同时，我们热忱地邀请各用人单位及时
报名参加。

特此通告。
咨询电话：8520831、8520833。

珠海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2022年8月31日

关于举办残疾人就业
专场招聘会的通告

华夏聚焦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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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催生新机遇
——2022年服贸会企业家峰会聚焦创新的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仍在持续、国
际地缘政治深刻演进，复杂变局下，未
来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着力点在哪
里？怎样更好地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9月1日，作为2022年中国国际
服务贸易交易会系列峰会之一，以“创
新的力量”为主题的“全球服务贸易企
业家峰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代表、知
名学者以及国内外服务贸易企业代
表，围绕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发展，深
入研讨展望未来。

百年变局给全球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带来挑战，但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
也带来新机遇。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
创新。21世纪的挑战，需要21世纪
的解决方案。新技术可以帮助加速可
持续发展，保障人类和地球的未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白雅婷的
致辞强调了创新的重要性。

创新引领未来。大会发布的《全
球服务贸易创新趋势报告2022》指
出，科技创新、服务产品创新、商业模
式和业态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已
成为当前服务贸易创新五大趋势。

近年来，全球服务贸易企业高度
重视创新的战略价值，大幅提高创新
投入强度，形成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戴上VR眼镜，拿起手柄，轻轻一
挥就置身一场球赛现场。在2022年
服贸会，高通公司展示的工体元宇宙
GTVerse引人驻足，不少游客亲身体
验数字技术的魅力。

高通公司全球副总裁夏权在峰会
上表示，创新是移动行业的灵魂，5G、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成熟普及，催生
大量数字化应用，带来服务贸易新业
态、新模式，未来将依托持续创新的力
量，助力数字经济和服务贸易的高速
发展。

酷炫的无人驾驶数字人民币支付
体验车，一次成型、无需修补抹灰的清
水混凝土……在首钢园区的金融服务
专题展和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

等专题展上，新技术、新应用不断带给
人们惊喜。

“近年来，电信、计算机与信息服
务、知识产权交易等新兴高端服务贸
易业态发展前景向好，推动其他服务
业态跨境贸易活动快速发展。”中国银
行副行长王志恒说，银行业要服务产
业转型升级大局，进一步优化金融资
源配置，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

中建国际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烈表示，从服务内容来看，新兴产业
带来新的机遇，包括新基建、绿色建筑
等新的诉求成为行业重要增量。

创新驱动发展，持续为中国经济

注入新动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1年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598.8，比上年增长35.4%，以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为主要内容的新动能
实现稳步成长，经济活力不断提升，创
新能力进一步增强。

顺应创新发展的新趋势离不开更
多专业人才。本次服贸会期间，在中
智展厅内，中智招聘云平台、人事管理
服务平台、薪税云平台、医院管理信息
系统等6款数字化服务新产品集中亮
相，人力资源服务呈现数字化转型升
级新趋势。

“人力资源是服务贸易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链接创新、合作、发展的核
心要素和关键变量。”中国国际技术
智力合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卜玉
龙说，要对照适应创新变革的新要求
加快转型，引领创新，赋能人才引进
来，推动劳务走出去，释放服务新动
能。

据介绍，中国商务部将从深化全
球交流合作、共享中国发展机遇、推
动完善规则体系三方面出发，巩固服
务贸易合作势头，共同发掘数字贸
易、绿色低碳发展等新增长点，推动
服务贸易繁荣发展。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于8月31日至9月5日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图为9月2日拍摄的健
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 新华社发

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假冒
事关创新型国家建设和人民群众健
康安全。只有严格保护知识产权、
严厉打击不法行为，才能提升供给
体系质量。打击侵权假冒工作如何
再深入？

9月1日，作为2022年中国国际
服务贸易交易会系列高峰论坛之一，

“打击侵权假冒高峰论坛”在北京国家
会议中心举行。论坛以“保护知识产
权、共享放心消费”为主题，汇聚国内
外业界代表，旨在强化知识产权全链
条保护，不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
提升打击侵权假冒全球治理水平。

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
甘霖在主旨演讲中表示，创新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国一直高度重视
保护知识产权，法治建设有序推进，
重点整治扎实开展，司法保护大力加
强，宣传引导持续扩大，国际合作深
入拓展，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有效营
造放心、安心、舒心消费环境。消费
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满足
人民群众需求的重要手段。中国将

持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严厉打
击侵权假冒，不断提升消费促进能力
水平。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
彬颖代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
邓鸿森充分肯定中国政府在知识产
权保护和创新领域取得的令人瞩目
的成就。王彬颖表示，中国政府重视
知识产权执法问题，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和中国在增进对知识产权的理解
和尊重方面有着长期且富有成果的
合作。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期待与中
国等所有成员国合作，携手建设更具
创新和创造力、惠及所有人的全球知
识产权生态体系。

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运用知识产权保
护来激励创新。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
副庭长李剑在论坛上表示，当前，知识
产权保护面临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前
所未有的挑战，也孕育着新的发展契
机。中国法院将始终坚持对内外资企
业、中外权利人一视同仁、平等保护，
努力为市场主体提供明确、稳定、可预
期的规则指引。

宝洁（中国）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政
府事务及公共政策总经理郭志宏在论
坛上表示，近年来亲身感受到侵权假
冒情况越来越好转，这得益于中国知
识产权立法行政司法不断完善，打击
假冒侵权持续保持高压态势。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
护知识产权和打击侵权假冒工作，并
取得积极成效。

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共查办
侵权盗版案件2957件，删除侵权盗
版链接 119.7 万条。累计扣留进出
口侵权嫌疑货物7.92万批。对侵权
假冒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区域重拳出
击、整治到底，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违
法犯罪行为和不法分子严查重处、震
慑到位。

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假冒是
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事关人民群
众和广大企业的切身利益。

中国消费者协会常务副会长张
茅表示，要针对消费环境建设中的
薄弱环节和发展短板，加紧制定完
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规则，强化
行政监管执法和刑事司法。积极推

动企业合规、行业自律、媒体监督、
社会共治，学习借鉴国外消费者权
益保护有益经验，更加有效保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

本次论坛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市场监管总局、北京市政府、全国打
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
国消费者协会共同主办。

多位与会专家表示，推进消费型
社会建设是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离
不开行业组织、权利人及广大消费者
的积极参与。消费者要积极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避免在购物中产生不必
要的损失，给优质产品“点赞”，把不
法商家“拉黑”，让侵权假冒商品无处
遁形。

甘霖表示，我国将持续加强对食
品等重点产品、农村市场和电商平台
等重点领域监管，紧紧围绕人民群众
最关心的民生问题，集中整治侵权假
冒行为，健全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
和线上线下协同联动监管机制，强化
监管协作和联合执法，针对新业态新
模式，不断完善监管规定和方式。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打击侵权假冒 共享放心消费
——来自2022年服贸会“打击侵权假冒高峰论坛”的报道

美国国会改选、即中期选举进入冲
刺阶段，《华尔街日报》9月1日发布的民
意调查结果显示，虽然总统约瑟夫·拜登
所在的民主党支持率有所提振，但在关
键的“经济分”上落后共和党。

民调显示，如果现在投票，47%的
选民会把选票投给所在国会选区的民
主党候选人，44%的选民支持共和党候
选人。而在3月的同项民调中，共和党
以46%对41%、5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
于民主党。

《华尔街日报》最新民调面向1313名
注册选民，误差率为正负2.7个百分点。

该报分析，民主党选情改善，一大
因素是在独立选民、女性、较年轻选
民、非洲裔和拉美裔选民中的支持率
增加，总统拜登的好评度获得提升。
另一因素则是堕胎权支持者投票意愿
变得更强烈。

主持调查的民调专家托尼·法布
里齐奥指出，最高法院6月推翻1973

年“罗诉韦德案”裁决，等于解除宪法
对大部分女性自主堕胎权的保护，如同
施行“心脏电击复苏”般刺激民主党选
情上扬。不过，对共和党选情有利的
是，选民对经济形势的看法更加悲观。

民调显示，64%的选民认为美国经
济形势不佳甚至糟糕，只有35%的选
民对经济形势持正面评价。大约三分
之一的选民认为物价上涨带来严重财
务压力。

民调还显示，44%的选民相信共和
党经济治理方案“更好”，而只有40%
的选民认可民主党治理。就控制通货
膨胀而言，44%的选民认为共和党做得
更好，32%的选民相信民主党。在减少
财政赤字方面，共和党所获支持率比
民主党高5个百分点。

中期选举定于11月8日投票，改
选国会众议院全部席位和参议院三分
之一席位。共和党试图从民主党手中
夺回两院控制权。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 两党民调略显变化

新华社莫斯科9月1日电 分管能
源工作的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日表
示，俄罗斯不会向那些支持对俄石油限
价的国家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俄拒绝
在非市场条件下对外供油。

塔斯社援引诺瓦克的话报道说，七
国集团对俄石油进行限价的计划是绝

对荒谬的，试图干预如此重要行业的市
场机制，不仅会导致其不稳定，还会威
胁到整个石油市场，这可能导致全球能
源安全灾难。

诺瓦克强调，欧洲和美国的消费者
将为此付出代价。由于西方对俄制裁，
他们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俄将拒绝向支持石油限价的国家供油

阿富汗西部赫拉特省首府赫拉特
市一座清真寺2日中午遭自杀式爆炸
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20多人受
伤。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赫拉特省政府发言人哈米杜拉·马
特瓦基尔向当地媒体通报了上述人员
伤亡情况。据多家媒体报道，清真寺当
天有宗教活动，人员聚集，行凶者混在
人群中发动袭击，死者中包括一名知名

宗教人士。
据法新社报道，那名宗教人士与阿

富汗塔利班关系密切，他在袭击发生前
几小时刚与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副总
理巴拉达尔参加了同一场会议。

（新华社微特稿）
上图：9月2日，在发生爆炸的清真

寺附近，一名男子接受检查。
新华社/法新

阿富汗一清真寺遭自杀式爆炸袭击
至少18人死亡

德国政府9月2日证实，德方将向
1972年“慕尼黑惨案”遇害者亲属赔偿
总计2800万欧元。

德国内政部发言人宣布这一消息
时说，联邦政府将赔偿2250万欧元，剩
余赔偿款分别来自巴伐利亚州政府和
慕尼黑市。

1972年9月5日，巴勒斯坦激进组
织“黑色九月”8名成员持武器潜入慕
尼黑夏季奥运会奥运村以色列代表团
驻地，打死2人，劫持9人。当时的联
邦德国警方展开解救行动，但9名人质
全部遇害，另有1名警察和5名劫持人
质者死亡。

以方遇害者亲属一直指责德方安

保措施不足、营救不力和拒绝赔偿。
今年9月5日是“慕尼黑惨案”50

周年纪念日，以色列总统伊萨克·赫尔
佐格预定当天与德国总统弗兰克－瓦
尔特·施泰因迈尔在慕尼黑一起出席纪
念活动。

德国政府8月31日宣布已经与遇
害者亲属达成赔偿协议，不过没有公布
金额。施泰因迈尔和赫尔佐格同一天
发表联合声明，德方承认其“责任”。

德国政府发言人斯特芬·黑贝施特
赖特9月2日说，总理奥拉夫·朔尔茨
对达成协议“非常高兴”，“德方强调，为
其在1972年以及其后数十年间所犯错
误承担责任”。 （新华社微特稿）

德国将赔偿“慕尼黑惨案”遗属2800万欧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