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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对美国高通公司开出最大反垄断罚单

国产芯片有了更多发展机会
改，
将会使专利池深厚的中兴、华为等厂商
□ 本报记者 徐建华
受益，
而小米、锤子等新品牌则可能因为专
2月10日，
国家发改委宣布对美国高通 利缺失而增加成本，
甚至面临其他厂商发起
公司处以人民币 60.88 亿元罚款，
并为智能 的专利诉讼。
”
德瑞咨询高级咨询顾问杨逸
手机厂商授权使用其技术设定了费率，
从而 飞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按照以
终结了对高通长达 14 个月的调查。此次处 前高通
“反授权协议”
要求，
一些手机厂商只
罚也成为迄今中国反垄断最大一笔罚款。
要采购了高通公司的芯片，
使用别家厂商的
根据国家发改委和高通公司达成的整 专利也不用担心专利收费问题。这等于给
改方案，
高通公司今后将在我国智能手机专 小米等新兴手机厂商撑了一把保护伞。
利授权方面做出多项调整。
“尽管高通对调
数据显示，
截至2014年11月，
华为获得
查结果表示遗憾，
但很高兴发改委已经审阅 的专利授权量近3万件。截至2013年底，
中
并批准了高通的整改方案。另外，
高通将不 兴通讯在全球专利拥有量超过 5.2 万件，
累
对罚款进行抗辩，并将按要求适时支付罚 计专利授权量已超过1.6万件。而小米发明
款。
”
高通公司对中国质量报记者表示。
授权仅有10项，
OPPO有103项。
“高通宣布对其专利授权方式进行更
“相比罚单，
高通专利授权模式的改变，

对手机产业影响更大。产业整体成本会有比
较大的降低，
但对具体手机厂商的影响比较
微妙。
”
知名电信专家项立刚告诉中国质量报
记者，
对于自身专利比较多的企业，
如华为、
中兴等更加有利，
但对于自身专利较少的企
业，
如小米等，
则影响较大。事实上，
高通罚
单落地之后，
华为、
中兴等第一时间发表声明
表示欢迎，
小米等至今保持了沉默。
一直以来，
芯片产业的不强大已经成为
制约我国手机等产业做强的重要瓶颈之一，
此次高通反垄断罚款，
对国内集成电路产业
的影响可能更为长期和深远，
国内集成电路
在专利战中会迎来更好的发展机会。
“对于本土手机芯片商，
通过此次处罚，
以及国家政策的扶持，
透过市场整合、公司

收购等方式，
将自身技术底子做好、
做厚，
那
么未来 10 年中国芯片崛起有望。”杨逸飞
说。
事实上，
中国芯片行业已经有所动作。
2013 年，
紫光集团成功收购了展讯通信，
其
对另一大芯片设计厂商——锐迪科的收购
要约也已经获得锐迪科股东批准，并且在
2014年以9亿美元收购了锐迪科，
紫光集团
将有可能打造一支中国芯片业的国家队，
并
挤入全球芯片设计企业前20名。
“此次事件对芯片产业有喜有忧，
喜的
是给国产芯片提供了更多机会。但随着高
通芯片价格的降低，
国产芯片的价格竞争优
势将会被削弱，
这也对国产芯片的质量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
项立刚说。

年货质量警示及选购指南

服装：色牢度和纤维含量问题最多
□ 本报记者 王 媛
FENDI、 DIESEL、 LACOSTE、 纪
梵希等这些消费者耳熟能详的大牌，服
装质量却十分堪忧。
从部分抽检的品牌来看，色牢度不
合格是一个大问题，发生“洗一水颜色

就变”的可能性很大。纤维含量历来是
消费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这一指标
也是衡量服装质量的最重要指标。不
过，大牌们出现这一问题也是“毫不含
糊”，20 个不合格产品中有 9 个纤维含
量不合格。
选购小贴士 选购服装时更要注意

以下几点：
一是查看商品标识，应有中文的厂
名厂址和商标等信息，如果是进口商品，
则应有原产地和国内代理商或经销商的
名称和地址。
二是查看服装表面是否有明显疵
点、主要缝接部位是否有色差。

三是查看各种辅料、配料的质地，如
拉链是否滑爽、钮扣是否牢固、金属装饰
件有否锈蚀情况等。
四是查看有粘合衬的表面部位如领
子、驳头、袋盖、门襟处有无脱胶、起泡或
渗胶等现象，涂层复合类商品有无起泡、
起壳、脱层等现象。

2014 年服装质量黑榜

新闻快讯

河南成立首家
首席质量官俱乐部

本报讯 （记者孙中杰 宋晓霞）在河南省郑州
市质量强市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倡议下，近日，
郑州市首席质量官俱乐部在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正式成立。这也是河南省首家致力于为企业首
席质量官提供沟通、
交流、服务平台的俱乐部。
据悉，目前，郑州市经过任职培训、取得资格的企
业首席质量官共有 131 人，分布在全市各行业的骨干
企业。俱乐部成立后，将通过举办培训、研讨等活动，
加强企业首席质量官间的沟通交流，带动郑州市企业
管理水平的总体提升。俱乐部采取自愿申请、免费加
入方式，目前共有 20 个会员单位，21 名成员，大多为
行业龙头、标杆企业，涉及制造、农牧、食品、建设工
程、服务、环境等多个领域。俱乐部的成立有利于整
合优秀质量管理资源、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有
利于与国际质量管理理念接轨、加强对外质量管理交
流，也有利于促进当地区域经济质量的健康快速发
展，保障生产生活消费质量安全。
据了解，自 2014 年 6 月，俱乐部筹备组正式成立
并开展筹备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努力顺利完成了《郑
州市质量强市促进会成立可行性报告》、俱乐部发起
人邀请等工作，并多次听取郑州市质量强市工作有关
领导的指导，初步讨论并拟定了俱乐部章程、宗旨、愿
景、使命、核心价值观、业务范围以及经费来源等。
对于俱乐部的成立，河南省质监局副局长贾国印
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这一举措为全省提供了经验和
模式，要求俱乐部创新首席质量官管理方法，充分发
挥企业首席质量官的标杆引领作用，为河南质量事业
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和动力。

中国服装产业转型升级
高端论坛在京举行

本报讯 （记者何 可）日前，由中国商业联合会等
单位主办的“经济常态、转型新发展——2015 中国服
装产业转型升级高端论坛”在京举行。论坛上，中国纺
织工业联合会品牌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服装设计
师协会副主席苏葆燕表示，创新驱动是推动当前我国
服装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
据 悉 ，面 对 复 杂 多 变 的 国 际 形 势 与 市 场 环 境 ，
2014 年，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广大企业以提高质量和效
益为中心，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结构调整不断深化，全
行业实现了总体稳中趋好的良性运行。目前，中国纺
织服装产业进入了生产要素成本刚性上涨、资源环境
约束加剧、市场需求消费方式变化等新常态。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 年 1~11 月，我国
服装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累计完成服装产量 270.25 亿
件，同比增长 1.99%；同期限额以上企业服装类商品
零售额累计 7869 亿元，同比增长 10.9%，其中全国百
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服装类商品零售额同比仅增长
1%，而批发市场服装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7.76%，
2014 服 装 网 购 交 易 额 达 到 615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1.48%。
当前我国服装产业面临各种外部压力与内部的
结构性产能过剩，以创新驱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
升全要素生产率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效破解资源环
境瓶颈制约，重塑行业的竞争优势，已成为当下行业
的关键任务。苏葆燕表示，新常态下，创新驱动是推
动当前我国服装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而创新驱动注
重的不仅是产品创新，也要注重技术创新、渠道创新、
管理创新和产业链协同创新。要提高企业的产品设
计研发与工艺创新能力，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走精、
专、特、高、新、优之路，适应市场细分化、差异化，逐步
降低产品同质化现象，减少结构性产能过剩；要大力
培育发展原创设计品牌，适应越来越强的消费时尚
化、个性化趋势，培育设计师品牌或原创设计品牌。
面对各种外部压力与内部的结构性产能过剩，服装行
业要积极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减少流通环节费用，提
高性价比，以适应健康化、理性化的消费理念；还要注
重从纱线、面料、辅料到服装全产业链上中下游协同
创新，共同推进我国纺织服装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
转型升级。

观象台

食品安全信息
早说比晚说好

高铁生产车间
的
“女汉子”

□ 徐建华

2 月 11 日，孙斌斌在中国
北车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
司生产车间中与焊接而成的高
铁车头合影。她在该厂焊接中
心担任铝焊教师，承担起动车
组的铝焊工培训工作，被中国
北车聘任为为高铁焊接技术的
“资深专家”
。
杨可佳 摄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完成 3 个电子商务立法调研课题成果

全力推动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
本报讯 （杨贞晶 记者傅江平）日
前，全国人大财经委来到深圳开展电子商
务立法调研，并在深圳召开了全国人大电
子商务法立法座谈会。中国质量报记者从
会上获悉，2014 年 12 月，电子商务法起草
组已完成研究报告，并形成立法大纲，预计
今年年底，将有望完成电子商务法草案一
稿。
据悉，我国尚未形成一套电子商务法
律，甚至连“正品”的定义也没有法律释
义。2013 年底，全国人大财经委成立了电

子商务法起草组。在电子商务立法工作
中，深圳承担了电子商务可信交易环境建
设研究、数据电文和电子合同研究、在线数
据产品财产权保护研究 3 个调研课题。经
过近 6 个月时间努力，深圳市市场和质量
监督管理委员会形成《电子商务可信交易
环境立法课题研究》
《数据电文与电子合同
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在线数据产品财产权
保护研究》3 个调研课题成果，合计 34 万
字，提出了立法建议和代拟的 92 条立法条
文（目前更变为 90 个立法条文）。此次研

究成果是对国内电子商务领域实践的一次
理论提升，具有超前创新性，填补了国内立
法构想的空白。而此次全国人大电子商务
法立法课题，也早在去年 9 月份顺利通过
专家评审。
作为首个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深
圳已经实现了“监管与服务统一”的深圳特
色监管模式。依托“一网一库两平台三中
心”的监管构架，使深圳具备了“网上管网”
的能力。全市电子商务主体数据库目前已
入库电子商务主体 63.4 万家，纳入监管库

电子商务主体 7.6 万个。在有效的监管
下，行业也得到健康发展，据深圳市经信委
汇报，2009 年以来，深圳电子商务交易额
持续以 50%左右的速度增长，2014 年前三
季度达到 727.11 亿元，全年超过 950 亿
元，已达到电子商务发达国家的水平。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加强对电子商务
市场相关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发挥电子商
务示范城市示范作用，为全国电子商务立
法先行先试交出一份满意答卷。”深圳市场
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郭驰说。

当国家卫计委就金箔作为白酒的食品添加剂进行
公开征求意见，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议之后，国家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第一时间通过媒体，对外界最
为关心的“审批程序是否合规、金箔添加是否安全和必
要、是否会引发白酒涨价”等问题进行了回应。无论是
回应的时间，还是直面问题的态度，应该说都起到了很
好地平息争议的作用。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在我国具有
十分高的关注度和敏感度，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小小的
金箔作为白酒食品添加剂能引起广泛关注的重要原
因，因为白酒是国人最为传统的饮品之一，其质量安全
关乎到大部分国人的切身利益，自然备受关注。国家
权威部门第一时间的回应，不仅能够解疑释惑，更能有
效阻止有关白酒质量安全不确切消息的传播，引起不
必要的误解，
甚至是恐慌。
回过头来看，如果国家相关部门能把这样的信息
公开从事后回应提前至事前公开，应该对于食品安全
的信息传播和公众理解更有利。事实上，对于食品安
全信息的发布，国家也有相关的政策，比如此次金箔入
酒事件中的食品添加剂，我国就有专门的《食品添加剂
新品种管理办法》，对于其信息公开有着很明确的规
定，目的就是避免不必要的误解。
这次金箔入酒事件之所以会引起争议，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国家卫计委的公开征求意见函说得过于模糊
和简略，引发全社会的“猜测”和“质疑”，如果公开意见
函能将社会比较关切的“审批程序”和“安全评估”信息
予以公开，相信相应的“争议”之声就能少很多。
有专家曾表示，我国很多食品安全事件是由于“误
解”导致的，由于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的知识不对
等，食品安全又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安全，如果在信息
公开和沟通方面不畅通的话，小问题就会发酵成大事
件。金箔入酒事件再次提醒我们：食品安全信息应从
事后回应提前至事前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