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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A/49/2 CORR. 
原 文：英文 

日 期：2017 年 9 月 27 日   

 
 
 
 
 
国际专利合作联盟（PCT联盟） 
 
 
大 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第 21次例会） 
2017年 10月 2日至 11日，日内瓦 
 
 
 
延长 PCT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的指定 
 
国际局编拟的文件 
 
 
 
 
1. 加拿大专利局局长已通知国际局，无法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文件 PCT/A/49/2 附件四

中所载新协议的相关国内批准程序。 

2. 因此，建议采取文件 PCT/A/49/2中已为澳大利亚专利局提出的相同方式，具体而言： 

(a) 仍按文件 PCT/A/49/2 第 10 段第(iii)项中的建议，将对加拿大专利局局长的国际检索和

初步审查单位的指定延长至 2027 年 12月 31日； 

(b) 批准一份国际局和加拿大专利局局长的协议草案，内容与文件 PCT/A/49/2 中所建议的相

同，但第九条（生效）中的日期改为日期待定；并且 

(c) 另外批准将国际局和加拿大专利局局长之间的现行协议予以延期，最长一年，直至新协议

获得批准，现行协议在新协议生效时自动终止。  

3. 由此，对文件 PCT/A/49/2作出以下修正： 

(i) 第 8段和第 9段：增加提及加拿大专利局局长，使这两段内容如下： 

“8. 建议除澳大利亚专利局和国际局之间以及加拿大专利局局长和国际局之间的协议

外，所有协议在现行协议届满时于 2018年 1月 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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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澳大利亚专利局和加拿大专利局局长，澳大利亚两国政府无法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现行协议届满前完成必要的国内批准程序。因此，建议将现行协议予以延期，最长

一年，直至新协议获得批准，现行协议在新协议生效时自动终止。本文件附件二和四既载

有与澳大利亚专利局和加拿大专利局局长的延期协议，也载有新协议。” 

[注：两段内容的修改用下划线和删除线表示，但不构成最终案文的一部分。] 

(ii) 附件四（加拿大专利局局长和国际局的协议草案）由本文件附件予以替换，其中既载有新

的延期协议草案，也有按上文第 2段(b)项所述修改后的主协议草案。 

 

[后接附件（替换 PCT/A/49/2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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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专利局局长 

和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 

关于加拿大专利局局长担任 

《专利合作条约》的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 

协议修订案 

序 言 

 加拿大专利局局长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 

 考虑到 2007 年 12 月 13 日加拿大专利局局长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根据《专利合作条约》

（PCT）第十六条第(3)款(b)项和第三十二第(3)款签订的关于加拿大专利局局长担任 PCT 国际检索单

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协议，订立的期限为十年，从 2008年 1月 1日起至 2017年 12月 31日止， 

 考虑到在 2010 年，该协议经过了修订，这些修订已于 2010 年 7 月 22 日在《PCT 公报》上

公布， 

 考虑到加拿大专利局局长和产权组织国际局已经按该协议第十条的规定开始谈判新的协议， 

 认识到在该协议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届满之前，加拿大专利局局长将不能完成必要的国内程

序，批准关于加拿大专利局局长担任《专利合作条约》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新协议， 

 兹协议如下： 

第一条 

协议的延期 

 (1) 特此将 2007 年 12 月 13 日加拿大专利局局长和产权组织国际局签署的协议，包括其各项

修订案和附录，延期到 2018 年 12月 31日，或者关于相同主题的新协议根据 PCT第十六条第(3)款(b)

项和第三十二第(3)款以及加拿大国内立法和宪法程序生效前一天，以较早者为准。 

 (2) 因此，该协议第十条和第十二条中述及的“2017 年 12 月 31 日”据此修订为“2018 年 12

月 31日”。 

第二条 

批准和生效 

 (1) 根据该协议第十一条第(1)款，本修订案须经国际专利合作联盟大会批准。 

 (2) 在不违反本条第(1)款的前提下，本修订案应于 2017年 12月 3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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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兹证明本协议已由双方签订。 

 本协议于    年  月  日在[城市]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英文和法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

同等效力。 

 

 

加拿大专利局局长代表：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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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专利局局长 

和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 

关于加拿大专利局局长担任 

《专利合作条约》的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 

协议草案 

序 言 

 加拿大专利局局长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 

 考虑到《专利合作条约》（PCT）大会听取了《专利合作条约》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建议，根据

《专利合作条约》第十六条第 3 款和第三十二条第 3 款，任命加拿大专利局局长为《专利合作条约》

的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并通过了本协议， 

 兹协议如下： 

第一条 

本协议中使用的词语 

 (1) 就本协议而言： 

  (a) “条约”是指《专利合作条约》； 

  (b) “实施细则”是指条约的实施细则； 

  (c) “行政规程”是指条约的行政规程； 

  (d) “条约第……条”是指条约的某条（具体提及本协议某条时除外）； 

  (e) “细则第……条”是指实施细则的某条； 

  (f) “缔约国”是指条约的某成员国； 

  (g) “国际单位”是指加拿大专利局局长； 

  (h) “国际局”是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 

 (2) 就本协议而言，协议中使用的所有其他词语，若也在条约、实施细则和行政规程中使用

的，其含意与条约、实施细则和行政规程中使用的词语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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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基本义务 

 (1) 国际单位应按照条约、实施细则、行政规程和本协议规定的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

单位的职能进行国际检索和国际初步审查，并履行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其他职责。 

 (2) 在进行国际检索和国际初步审查时，国际单位应使用和遵守国际检索和国际初步审查的所

有共同规则，尤其是应遵从 PCT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指南的指导。 

 (3) 国际单位应根据 PCT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指南所规定的要求，设立质量管理体系。 

 (4) 国际单位和国际局在注意到其按照条约、实施细则、行政规程和本协议规定的各自职责的

同时，在履行其所规定的职责时应以国际单位和国际局都认为合适的程度互相予以帮助。 

第三条 

国际单位的权限 

 (1) 国际单位应作为任何提交到本协议附录 A 中所指的任何缔约国的受理局或代表该缔约国的

受理局的国际申请的国际检索单位，前提是该受理局为此目的指定该国际单位，而且为国际检索目的

而提供的该申请或该申请的译文用的是本协议附录 A 指定的语言或语言中的一种，并且，当情况适用

时，该国际单位已被申请人选择，本协议附录 A中所指的关于该申请的任何其他要求也得到满足。 

 (2) 国际单位应作为任何提交到本协议附录 A 中所指的任何缔约国的受理局或代表该缔约国的

受理局的国际申请的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前提是该受理局为此目的指定该国际单位，而且为国际初步

审查目的而提供的该申请或该申请的译文用的是本协议附录 A 指定的语言或语言中的一种，并且，当

情况适用时，该国际单位已被申请人选择，本协议附录 A 中所指的关于该申请的任何其他要求也得到

满足。 

 (3) 如果国际申请根据细则第十九条第 1 款(a)项(iii)被提交给国际局作为受理局，本条第

(1)和(2)款同样适用，如同该申请已被提交给根据细则第十九条第 1 款(a)项(i)或(ii)、(b)项或(c)

项或细则第十九条第 2款(i)而已具主管资格的受理局一样。 

 (4) 国际单位应按本协议附录 B 所述，自行决定其根据细则第四十五条之二进行补充国际检索

的程度。 

第四条 

不要求检索或审查的主题 

 对于任何国际申请，如国际单位认为其涉及细则第三十九条第 1 款或细则第六十七条第 1 款规

定的主题，国际单位则根据情况依照条约第十七条第 2 款(a)项(i)，不应负有检索的义务，或者依照

条约第三十四条第 4款(a)项(i)，不应负有审查的义务，但本协议附录 C规定的主题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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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费 用 

 (1) 国际单位承担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所涉及的所有收费及其有权收取的所有其

它收费的费用表在本协议附录 D中述明。 

 (2) 根据本协议附录 D述明的条件和程度，国际单位应： 

 (i) 如国际检索报告能全部地或部分地以在先检索的结果为依据（细则第十六条第 3 款及

细则第四十一条第 1款），退还全部或部分已支付的检索费，或免收或减收检索费； 

 (ii) 如国际检索开始之前国际申请已被撤回或视为撤回，退还检索费。 

 (3) 如要求书被视为没有递交（细则第五十八条第 3 款），或者如在国际初步审查开始之前要

求书或国际申请已被申请人撤回，则国际单位应根据本协议附录 D 述明的条件和程度全部或部分退还

已支付的初步审查费。 

第六条 

分 类 

 就细则第四十三条第 3 款(a)项和细则第七十条第 5 款(b)项而言，国际单位应按国际专利分类

标明主题的分类。此外，国际单位可以根据细则第四十三条第 3 款和细则第七十条第 5 款，按本协议

附录 E所述，在其自行决定的范围内，依照该附录所指定的任何其他专利分类标明主题的分类。 

第七条 

国际单位使用的通信语言 

 就包括表格在内的通信而言，除与国际局的通信外，考虑到附录 A 中指定的语言和根据细则第

九十二条第 2款(b)项由国际单位授权使用的语言，国际单位应使用附录 F中指定的语言。 

第八条 

国际式检索 

 国际单位应按本协议附录 G所述，自行决定其进行国际式检索的程度。 

第九条 

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应于____年__月__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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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有效期和续签 

 本协议的有效期于 2027 年 12 月 31 日截止，本协议各方应在不晚于 2026 年 7 月开始谈判协议

的续签问题。 

第十一条 

修 订 

 (1) 在不损害本条第(2)和(3)款的情况下，经协议双方同意，可对本协议进行修订，但须经国

际专利合作联盟大会批准；修订内容应于双方同意的日期生效。 

 (2) 在不损害本条第(3)款的情况下，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和国际单位之间同意，可对

本协议的附录进行修订；尽管有本条第(4)款的规定，修订内容应于双方同意的日期生效。 

 (3) 通过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的通知，国际单位可以： 

 (i) 增加本协议附录 A所指明的国家和语言； 

 (ii) 修订本协议附录 B所包含的关于补充国际检索的说明。 

 (iii) 修订本协议附录 D所包含的费用表； 

 (iv) 修订本协议附录 E所包含的关于专利分类体系的说明； 

 (v) 修订本协议附录 F所指明的通信语言； 

 (vi) 修订本协议附录 G所包含的关于国际式检索的说明。 

 (4) 根据本条第(3)款通知的修订应于通知中指定的日期生效，但： 

 (i) 对于附录 B 的修订，规定国际单位不再进行补充国际检索的，生效的日期应是自国

际局收到通知之日起至少六个月以后；并且 

 (ii) 对于附录 D 中包含的任何收费币种或金额的修改，增加新的收费，或附录 D 中所包

含的费用的退还和减少，生效的日期应是自国际局收到通知之日起至少两个月以后。 

第十二条 

终 止 

 (1) 在下列情况下本协议应于 2027年 12月 31日以前终止： 

 (i) 加拿大专利局局长给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以书面通知终止本协议；或者 

 (ii)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给加拿大专利局局长以书面通知终止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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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据本条第(1)款对本协议的终止，除通知中指定更长的期间或者双方同意更短的期间外，

应于对方收到通知之后一年生效。 

 

 兹证明本协议已由双方签订。 

 本协议于    年  月  日在[城市]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英文和法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

同等效力。 

 

 

加拿大专利局局长：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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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国家与语言 

国际单位依照本协议第三条的规定指定： 

(i) 为下列国家行使相应职责： 

就本协议第三条第(1)款而言： 

加拿大，以及按照联合国大会的惯例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家； 

就本协议第三条第(2)款而言： 

国际单位已编制国际检索报告的，加拿大，以及按照联合国大会的惯例被认为是发

展中国家的国家。 

受理局根据本协议第三条第(1)款和第(2)款指定国际单位的，对于提交到该受理局

的国际申请，国际单位应自受理局和国际单位同意并通知国际局的日期开始具备主

管资格。 

(ii) 可接受下列语言： 

英文、法文。 

附录 B 

补充国际检索： 

覆盖的文献；限制和条件 

国际单位不进行补充国际检索。 

附录 C 

不排除进行检索和审查的主题 

细则第三十九条第 1 款或细则第六十七条第 1 款所列主题中，根据本协议第四条不排除进行检

索或审查的如下： 

依照加拿大专利法的规定，专利授权程序要进行检索或审查的任何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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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费 用 

第一部分：费用表 

费用的类别 金 额 

 （加拿大元） 

检索费（细则第十六条第 1款(a)项） 1,600 

附加费（细则第四十条第 2款(a)项） 1,600 

初步审查费（细则第五十八条第 1款(b)项） 800 

附加费（细则第六十八条第 3款(a)项） 800 

副本复制费（细则第四十四条第 3款(b)项、 

细则第七十一条第 2款(b)项、细则第九十四条第 1款之三、 

和细则第九十四条第 2款），电子形式 

(a)前 7兆字节，加 10
1
 

(b)每增加 10兆字节，或其超出前 7兆字节的部分 10
1 

副本复制费（细则第四十四条第 3款(b)项、 

细则第七十一条第 2款(b)项、细则第九十四条第 1款之三、 

和细则第九十四条第 2款），每页（纸件） 1
1
 

第二部分：退还或减少费用的条件和程度 

 (1) 对于第一部分指定的费用，任何无故错支付的金额或超过应支付金额的部分均应予以

退还。 

 (2) 根据条约第十四条第 1、3 和 4 款，在国际检索开始之前，国际申请被撤回或视为撤回

的，应全部退还已支付的检索费的金额。 

 (3) 国际单位利用在先检索的结果的，根据国际单位利用该在先检索的程度，应退还已支付的

检索费 25%。 

 (4) 符合细则第五十八条第 3款规定的情况的，应全部退还已支付的初步审查费的金额。 

 (5) 在国际初步审查开始之前，国际申请或要求书被撤回的，应全部退还已支付的初步审查费

的金额。 

                                                
1
  关于第四十四条第 3 款(b)项和细则第七十一条第 2 款(b)项，国际单位作为国际检索单位，免费向申请人提供

国际检索报告中引用的所有非专利文献文件的第一份复制件。应要求，向指定局或选定局免费提供国际检索报告中引

用的每份非专利文献文件的第一份复制件。国际单位作为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应要求，免费向申请人和选定局提供国

际初步审查报告中引用、但国际检索报告中未引用的所有额外非专利文献文件的第一份复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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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分 类 

根据本协议第六条，除国际专利分类外，国际单位指定下列分类体系：无。 

附录 F 

通信语言 

根据本协议第七条的规定，国际单位指定下列语言： 

英文、法文。 

附录 G 

国际式检索 

根据本协议第八条的规定，国际单位明确其开展国际式检索的情况如下： 

国际单位不进行国际式检索。 

 

[附件和文件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