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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报告 
 
国际局编拟 
 
 
 
 

导 言 

1. 本文件旨在概述信息技术现代化计划（下称“计划”）自 2011 年 9 月海牙联盟大会（下称“大

会”）上届会议以来的进展。本文件还用以向海牙联盟成员通报计划完工总方案方面的任何变动，以

及通知计划时间表的任何修改。 

2. 文件 H/A/30/2 载有上一份计划进展报告。 

3. 要回顾的是，计划分一期和二期两期进行。一期由多个子项目组成，旨在立即产生积极成果，

或者为二期打下技术基础。二期是从目前支持马德里和海牙国际注册程序的旧信息技术系统向现代技

术的实际一对一技术迁移，这种现代技术将确保马德里体系和海牙体系的利益有关者未来能得益于一

种符合行业标准的技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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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还要回顾的是，海牙联盟大会在第三十届会议上批准 2013 年年中为修订后的二期完工工期，并

注意到项目资源总额度为 1,173.1 万瑞郎（300 万瑞郎由海牙联盟批准，873.1 万瑞郎由马德里联盟批

准）。 

实施情况——一期 

5. 2011 年的一项重要成就是完成了文件 H/A/30/1 中说明的收紧《国际外观设计公报》出版周期以

及更新《公报》网页界面的工作。新的《国际外观设计公报》现在每周一期，周五出版。为适应新的

出版周期，彻底重写了基础架构和程序。因此，《国际外观设计公报》的出版滞后期已从一个月缩至

一周。为了向用户提供更好的体验，已对《国际外观设计公报》的网页界面进行了重新设计和加强。

《国际外观设计公报》的第一期周刊已于 2012 年 2 月 3 日发行。 

6. 对最初电子申请应用进行的审查，已进入最后开发阶段，审查的目的是改善用户体验，利用便

于与未来现代化系统一体化的 JAVA/J2EE 平台等更新的技术。 

7. 功能增强包括：实施新的处理规则，避免一些不规范，包括缔约方专用数据字段（如设计人姓

名）的表示方法，以及检验延期公布请求的可接受性和核对洛迦诺分类。还将包括一些新功能，用于

保存和打印收据，用往来账户或信用卡电子缴费，以及利用预填充申请模板重用以往申请数据的可能

性。还将采用新的自动控制对上传图片的格式和大小进行检查。 

8. 此外，为了能够对电子申请请求进行更好的管理，还将实施一些组合管理功能，其中包括利用

同一电子申请网页界面接收和答复不规范函的工具，以及管理随后国际注册的设施。电子申请设施新

版本的开发工作始于 2011 年初期，新版本计划于 2012 年底之前推出。 

9. 已开发了一种新的动态网页应用，取代目前以 PDF 格式提供的统计增刊。新功能不再使用静态

的数据表，可以让用户动态编制可下载至 Excel 的指定统计表子集，并可以为这些子集制作图表。新

工具包括月度统计和年度统计。新的动态网页统计已于 2012 年 2 月在网上发布。 

背景信息——二期 

10. 要回顾的是，经批准的二期执行方法是通过国际公开招标，找到合格的、有丰富经验的信息技

术战略合作伙伴，该合作伙伴将： 

– 对旧系统和数据库进行技术评估，以将其转换成新的面向服务的架构（SOA）； 

– 结合 SOA 概念验证和 IRPI 办公试点项目的结果，提出适当的技术架构；并 

– 为旧软件和数据结构向所提技术架构的转换编制固定总价要约，转换包括准备必要的

Web 服务、SOA 技术、执行后续系统测试、建立各系统性能基准，以及一项适当的推出

策略，并提供投产和投产后系统支持策略，支持策略的重点是 12 个月的免费保证期合

同。 

11. 还应回顾的是，最终技术环境的长期业务支持将仿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现有财务系统

AIMS 目前所采用的成功办法，即：将与一名外部合作伙伴签订关于持续维护支持和加强技术解决方

案的合同。该合同将采用工作包进行管理，并由一支具备强大业务知识、分析技能、精通 PRINC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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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方法和风险管理技术的内部资源负责。此外，为了保证内部对新开发的应用拥有健全的技术

知识，内部团队将不时负责执行小的系统增强。 

取得的成果——二期 

12. 至 2011 年 11 月底，为选定旧系统转换合适外部合作伙伴而启动的招标书（RFP）程序已顺利

完成，WIPO 合同审查委员会（CRC）将固定总价合同授予了瑞士公司 ELCA Informatique SA。 

13. 2012 年 1 月初，ELCA 团队加入 WIPO 团队，正式启动了迁移项目。 

14. 在项目的前六个月（2012 年 1 月至 6 月），ELCA 团队主要以项目的分析和设计阶段为重点，

对所有必要的业务工件、软件程序、数据库 schema、规则和法规进行了采集，以便对目前的系统进

行深入分析。还对迁移项目的复杂性进行了重新评估，以便对编制 ELCA 固定总价方案书期间所提出

的技术假设进行验证。 

15. 深入分析的成果是，建议采用自动化迁移工具，对旧系统和数据库进行严格的一对一迁移，从

而按照 RFP 的要求，实现相同的系统功能和最终用户界面。 

16. 最终用户界面的转换以及流程再设计可以作为信息技术现代化计划三期重启时的一部分加以进

行（关于合并二期和三期，并在“有明确业务要求时”重开三期的建议，见文件 MM/A/43/1 第 3
段）。 

17. 为证明自动化一对一迁移策略的可行性，ELCA 将执行一次概念验证，对商标旧系统中选定的少

量业务交易进行迁移。 

高级别项目规划——二期 

18. 计划二期按规划于 2010 年第三季度启动。下表 1 所示的高级别项目规划的任务 1 至 10 已经完

成；任务 11 正在进行。计划正在按下列时间表进行： 

 编号 任务名称 起 止
10年三季度 10年四季度 11年一季度 11年二季度 11年三季度 11年四季度 12年一季度 12年二季度 12年三季度 12年四季度 13年一季度 13年二季度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1 2010-9-302010-7-1项目经理遴选程序

2 2010-10-82010-9-13发布意向书（EOI）- 第一轮

3 2010-11-302010-10-9评价意向书回复 - 第一轮

4 2010-12-12010-12-1项目经理在WIPO就位

5 2011-1-172010-12-15发布意向书 - 第二轮

6 2011-3-182011-1-18评价意向书回复 - 第二轮

7 2011-6-202011-3-21发布招标书（RFP）

8 2011-06-202011-6-20招标书截止日期

9 2011-9-302011-6-21评价招标书回复

10 2011-12-312011-10-1合同审查委员会（CRC）批准

及合同谈判

11 2013-6-302012-1-16项目执行

完成度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5%

12 0%2013-07-012013-7-1  
表 1 — 二期高级别项目规划 

19. 从上述时间表可以看出，2012 年余下时间中二期活动的重点取决于 ELCA 对一对一迁移策略的

验证。 

20. 应当指出，严格的功能对等法可能意味着，如果需要增加功能，则需重启信息技术现代化计划

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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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除向项目经理支付薪金和补偿金之外，1,173.1 万瑞郎的资源总额度（马德里联盟大会第四十二

届会议批准的 873.1 万瑞郎和海牙联盟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批准的 300 万瑞郎）尚未动用，因此信息

技术现代化计划二期有充裕的剩余可用资源。 

22. 下一份信息技术现代化进展报告将就重启三期的必要性以及所涉资源问题向海牙大会提出建

议。 

海牙联盟资金份额的筹集 

23. 要回顾的是，海牙联盟向信息技术现代化计划二期和三期贡献的资金（分别为 511,000 瑞郎和

2,487,600 瑞郎）是通过向 PCT 联盟储备基金借款筹集的（见文件 PCT/A/40/6 和 H/A/28/2）。 

24. 现提议对上述安排进行修改，由马德里联盟而非 PCT 联盟承担海牙联盟向信息技术现代化计划

的资金贡献（见文件 WO/PBC/19/8），但一旦海牙联盟的储备金数额允许，海牙联盟即向马德里联盟

偿还 300 万瑞郎。 

25. 请海牙联盟大会： 

(i) 注意本文件中所述与海牙联

盟专门相关的计划一期活动的实

施情况； 

(ii) 注意计划二期的进展； 

(iii) 注意重启计划三期的可能

性；并 

(iv) 注意本文件中所述关于将借

款从 PCT 联盟转至马德里联盟的

提议。 

 

［文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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