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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中国已确立全球创新领先者地位
新华社日内瓦 9 月 20 日电（记者 刘曲）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 20 日发布《2021 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
中国在创新领域的全球排名从去年的第 14 位上升至
今年的第 12 位，仍是前 30 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
体。
报告称，自 2013 年以来中国排名持续稳步上升，
确立了作为全球创新领先者的地位，且每年都在向前
十名靠近，这“凸显了政府政策和激励措施对于促进
创新的持续重要性”。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中国单位 GDP
（国内生产总值） 的专利数量高于日本、德国和美
国，如按专利总量计算则更令人印象深刻，单位
GDP 的商标和工业设计数量也是如此。不过在研究

人员、高等教育入学率等指标上，中国仍落后于德
国和美国。
从创新集群的地理分布来看，今年全球前十名
与去年类似，只有微小变化。深圳-香港-广州和北
京分别位列全球前 100 个创新集群的第二和第三名，
仅次于排名第一的日本东京-横滨集群，而上海排名
第八。排名前 100 的集群中，中国有 19 个，仅次于美
国的 24 个，但中国的集群在科技产出方面的增长最
为显著。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每年发布一
次，对 132 个经济体的创新生态系统进行排名。与过
去几年一样，瑞士、瑞典、美国和英国的排名继续领
先，分别位列一至四位。今年进入前十名的还包括韩

国、荷兰、芬兰、新加坡、丹麦和德国。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鸿森介绍，新冠
疫情对各国生活和生计造成了巨大影响，但许多行业
都展现出惊人的韧性，特别是那些注重数字化、技术
和创新的行业。软件、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硬件和电
气设备以及制药和生物技术等行业的企业加大了创
新投资和研发力度，而运输和旅游等行业则遭受严重
打击。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认为，疫情期间许多政府和
企业加大了创新投资，科学产出、研发支出、知识产权
申请和风险资本交易继续增长。这说明人们日益认
识到，创新对于战胜大流行病以及确保疫情后经济增
长至关重要。

中国代表观点相近国家在人权理事会呼吁各方
践行真正多边主义、
践行真正多边主义
、
促进和保护人权
新华社日内瓦 9 月 20 日电 9 月 20 日，中国常驻联合
国日内瓦代表陈旭大使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8 届会议
与民主公平国际秩序问题独立专家互动对话时，代表观点
相近国家做共同发言，呼吁各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
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人权充分享
有提供有力保障。
共同发言表示，
各方应坚持公平正义，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
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反对恃强凌
弱、
单边主义和双重标准；
应坚持合作共赢，
在平等和相互尊

重的基础上开展对话与合作，
通过协商对话解决分歧，
通过合
作实现普遍安全，
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应坚持开放包容，
尊重
文明多样性，
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
避免将自己的社
会制度和模式强加于人、
制造分裂和对抗。
各方在人权领域应
秉持普遍、
公正、
客观、
非选择性原则，
加强团结合作与平等对
话，
不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不干涉别国内政。
共同发言呼吁各国携手努力，坚守和平、发展、公平、
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促进和保护人
权，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敦促美国尊重老年人人权
新华社日内瓦 9 月 20 日电 9 月 20 日，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第 48 届会议举行与老年人权利独立专家对话。中国
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蒋端公使发言，敦促美国尊重老
年人人权。
蒋端表示，中方对新冠疫情中一些国家的老年人成为
“牺牲品”深表关切。面对疫情，老年人成为最脆弱的群体，
医疗资源的稀缺加剧他们的困境。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

示，因新冠疫情死亡的大多数患者年龄在 65 岁以上，而在
美国政客眼中，自然进化的优胜劣汰法则成为漠视生命的
堂皇借口，
“年长者可为国牺牲”、
“国家经济比老年人生命
更重要”等口号充满了对老年人的无情和忽视。疫情后，美
国经济持续低迷，许多老年人经济状况恶化，生存状况堪
忧。中方敦促美方尊重所有老年人的人权和尊严，高度重
视老年人生命权、健康权，
确保老年人免受贫困和歧视。

中国代表在人权理事会对美国等
西方国家任意拘留问题表达严重关切
新华社日内瓦 9 月 20 日电 9 月 20 日，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第 48 届会议举行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对话。中国
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蒋端公使在发言中对美国、澳大
利亚、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任意拘留问题表达严重关切。
蒋端指出，美国关塔那摩监狱无限期拘押疑犯，有关
疑犯未经法定程序裁判即被长期拘押，并持续遭受酷刑和

虐待。澳大利亚政府实施离岸拘留移民政策，拘留中心居
住和医疗条件极其恶劣，被拘押者身心长期遭受摧残。加
拿大无理任意拘押中国公民孟晚舟女士超过 1000 天，对中
国公民进行政治迫害，以此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发展。中
方敦促这些国家立即停止任意拘留等严重侵犯人权行
为。加拿大应立即纠正错误，
解除对孟晚舟的任意拘押。

中外社会组织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第 48 届会议提交联合书面发言
届会议提交联合书面发言，
，
呼吁更好保障发展权
新华社日内瓦 9 月 20 日电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8
届会议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日前，中国民间组织国际
交流促进会联合中外近 40 家社会组织、智库和人权机构
向大会提交书面发言，强调发展权是联合国 《发展权利
宣言》 确立的基本人权，各国社会组织为保障发展权贡
献了重要力量。面对新冠疫情等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
团结，坚持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人权，不断提高各
国人权保障水平。
联合发言认为，国际社会应该积极推进世界人权事
业，尤其是要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
权。长期以来，中国坚持走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奉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

的基本人权，
取得了伟大成就。
联合发言指出，在新冠疫情全球肆虐背景下，美国等
少数国家为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大搞单边主义、霸权主
义，严重侵害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民众的发展权，
危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联合发言强调，社会组织作为全球人权治理的重要主
体，为保障发展权贡献了重要力量。建议各国注重在四个
方面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一是积极倡导和平、发展、公
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二是推动各国政
府切实重视保障民众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三是推动可持续
发展和国际团结；四是支持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更加平等、
包容的社会。

联合国举办
“ 可持续发展
目标时刻”
目标时刻
”
高级别活动
新 华 社 联 合 国 9 月 20 日 电
（记者 尚绪谦 王建刚） 联合国 20
日举办旨在推动实现 2030 年议程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时刻”高级别
活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致
辞中敦促各国共同努力，重回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轨道。
古特雷斯说，世界面临前所未
有的挑战，气候变化、新冠疫情等
使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加遥不可
及”。不过，可持续发展目标并非
不可实现。他呼吁在五个领域采取
行动：结束新冠疫情、争取以可持
续与平等的方式从疫情中恢复、确
保性别平等、保护环境、鼓励大众
参与。
古特雷斯说，目前的新冠疫情
应对措施太缓慢、太不均衡。他呼
吁通过“全球疫苗接种计划”将新
冠疫苗产量翻番，争取到明年年中
实现全球疫苗接种率达到 70%。为
确保以可持续与平等的方式从疫情
中恢复，应大胆增加对教育、社会
保障、医疗、就业等领域的投入；
改革全球金融体系，解决债务负
担，保证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中受益。
古特雷斯表示，没有性别平
等，可持续发展目标就不可能实
现。他呼吁结束“与地球的战
争”，争取到 2050 年实现温室气体
净零排放，采取更具雄心的气候和
生物多样性行动，帮助发展中国家
转向绿色经济。
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阿卜
杜拉·沙希德在发言中呼吁缩小在
政治意愿和资源投入方面的鸿沟。
他表示，必须保证各国，尤其是最
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获得从新冠疫情中
恢复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足够
资源。
联合国机构负责人以及一些
国家领导人和民间组织代表等参加
此次活动。
联合国 2020 年年初发起可持
续发展目标“行动十年”计划，并
决定在此期间每年举办一次“可持
续发展目标时刻”高级别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