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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SCCR)自 2010 年 9 月 WIPO 成员国大会第四十八届系列会议以来举

行了两次会议，即 2010 年 11 月 8 日至 12 日的第二十一届会议和 2011 年 6 月 15 日至 24 日的第二

十二届会议。 

2. 在 2010 年 9 月 20 日至 29 日举行的第三十九届会议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大会注意到

SCCR 工作的现状，要求秘书处在 2011 年会议上报告 SCCR 关于保护广播组织、保护音像表演和版

权及相关权的限制与例外的讨论情况。 

3. 本文件提供了上述事项相关工作的 新情况。 

A. 保护广播组织 

4. 要回顾的是，为响应技术发展和更新广播组织的权利这一问题，SCCR 从 1998 年起在历届会议

中一直在讨论，其中包括 2007 年两次专题特别会议。 



WO/GA/40/6 
第 2 页 

 
 

5. 在 SCCR 第二十一届会议期间，委员会注意到“未经授权使用信号的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

第三部分，并就此发表了评论，这一部分涉及拟议条约对保护广播组织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委员会

还注意到秘书处编拟的一份关于未经授权使用信号的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的分析文件第一部分、第二

部分和第三部分。 

6. 提交了多项地区会议的报告供委员会审议，即 7 月 14 日至 16 日在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太平洋国

家保护广播组织和音像表演问题地区研讨会；2010 年 10 月 18 日至 20 日在阿布贾举行的非洲国家保

护广播组织和音像表演问题地区研讨会；以及 2011 年 6 月 6 日至 7 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非洲国家

广播信号盗播问题地区研讨会。 

7. 2010 年，委员会成员被邀请就保护广播组织问题提出新的提案，可能时使用条约语言，与文件

SCCR/15/2 Rev.中所载的各项提案一起作为编拟新条约草案的基础。在此方面，委员会注意到加拿大

代表团、日本代表团和南非代表团在 2011 年提交的新的草案建议。 

8. 2011 年 4 月 14 日至 15 日，WIPO 秘书处在日内瓦举行了保护广播组织问题非正式磋商。委员

会审议了非正式磋商会议主席拟定的关于“《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要件”的文件，并就此发表了

评论，该文件阐述了条约草案的可能要件，以推进讨论。 

9. 在 SCCR 第二十二届会议期间，与会成员重申，承诺继续工作，按 2007 年大会的任务授权，

采用以信号为基础的方法，为制定一项旨在更新传统意义上的广播组织和有线广播组织保护的国际条

约而努力；并批准了由 SCCR 第二十二届会议主席编拟的工作计划。工作计划包括结合 SCCR 第二

十三届会议，举行一次为期两天的关于保护广播组织和有线广播组织的非正式磋商，争取推进条约草

案有关工作，就是否安排一次外交会议向 2012 年 WIPO 大会提出建议。 

10. 保护广播组织问题将保留在 SCCR 第二十三届会议的议程上，在这次会议上应能考虑任何可能

的新建议，就未来工作计划的时间表达成一致意见。 

B. 保护音像表演 

11. 要回顾的是，2002 年举行的关于保护音像表演的外交会议就若干问题通过了临时协议，但未能

就一项旨在加强表演者对其音像表演所享有的权利的拟议条约达成一致意见。 

12. 2010 年和 2011 年，WIPO 秘书处举行了各种会议，旨在就关于上述权利的未决问题推进共

识，这些会议有：2010 年 7 月 14 日至 16 日在新德里和 2010 年 10 月 18 日至 20 日在阿布贾举行的

保护音像表演问题地区研讨会(上文在关于广播组织的第 6 段中提及了这些研讨会)；以及 2010 年 5 月

28 日和 2011 年 4 月 13 日至 14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保护音像表演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磋商。在委员会第

二十一届和第二十二届会议上，分别提交了这些会议的报告。 

13. 在第二十一届会议上，委员会请成员国提交书面提案，可能时使用条约语言，以处理 2000 年外

交会议留下的未决问题以及关于条约草案的任何额外或替代性要素。对此，委员会注意到巴西、印

度、墨西哥和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提案，并就此发表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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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第二十二届会议上，委员会商定，建议大会恢复中断的 2000 年外交会议。这一建议的详细情

况载于文件 WO/GA/40/11。 

C. 限制与例外 

15. 要回顾的是，SCCR 已同意处理为教育、图书馆和残疾人实行版权及相关权例外与限制的问

题。这一问题从 2004 年 11 月第十二届会议至今，在每届 SCCR 例会上都进行了讨论。 

16. 在第二十一届会议上，委员会商定了一项 2011-2012 年限制和例外问题的工作计划。该计划承

认有必要在较成熟的领域推动进展，因此包括了基于案文的工作，争取就向阅读障碍者和有其他阅读

困难者提供适当的限制与例外问题达成一致。同样，就向图书馆、档案馆、教育、教学和研究机构，

以及其他残疾人提供适当的例外与限制问题，将开展基于案文的工作。该工作计划也包括就这些问题

拟定向 2011 年和 2012 年大会提交的建议。 

17. 关于阅读障碍者的例外与限制问题，在第二十一届会议上向委员会提交了三项新的实质性建

议，分别由美利坚合众国(共识文书)、非洲集团(条约)和欧洲联盟提交(建议)。委员会对这三项建议进

了讨论，同时也讨论了巴西、厄瓜多尔和巴拉圭此前在 SCCR 第十八届会议上提出的建议(条约)，阿

根廷和墨西哥后来亦对这一建议表示附议。 

18. 在第二十二届会议上，委员会注意到两份新文件，即秘书处编拟的具有比较性的“关于视障者

和其他阅读障碍者的版权限制与例外提案的清单”，以及非洲集团的提案“WIPO 关于为残疾人、教

育和研究机构、图书馆和档案馆实行例外与限制的条约草案”，该提案是对 2010 年该集团提出的原

提案的修订。 

19. 上述四份关于阅读障碍者限制与例外的国际文书的实质性建议的支持者所进行的非正式协商，

有助于找出四个文书之间的共同点和可能的趋同之处。在 SCCR 第二十二届会议期间，根据所做的工

作和委员会成员所作的评论，一些成员提交了一项“关于阅读障碍者限制与例外的国际文书提案”。

在同一届会议结束时，委员会请主席就阅读障碍者限制与例外的国际文书编拟一份案文，作为基于案

文开展未来工作的依据。 

20. 委员会商定，向 WIPO 大会建议，委员会成员根据上述主席的文件继续讨论，争取在 SCCR 第

二十三届会议上，根据 SCCR 第二十一届会议上通过的时间表，就一项有关阅读障碍者限制和例外的

国际文书提案达成一致，并 终拟定该提案的案文。 

21. 委员会鼓励利益攸关者继续开展利益攸关者平台的工作。自 2009 年 1 月以来，该平台的工作就

在 WIPO 总干事的领导之下。 

22. 限制与例外的问题将保留在 SCCR 第二十三届会议的议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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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对落实发展议程各项建议的贡献 

23. 根据 2010 年 WIPO 大会“应责成 WIPO 相关机构在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中，增加一段怎样为

各项建议的落实做出贡献的说明”的决定，现从 SCCR 第二十二届会议的报告草案文件 SCCR/22/18

中摘录第 508 段至 515 段： 

“508. 南非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发言，指出在 WIPO 所有领域中落实发展议程建议并将之纳

入主流，对非洲集团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委员会在过去一年中为解决这三个主要实质性议程项

目(即限制与例外、音像表演和广播组织)迈出了重大步骤。通过版权与相关权的例外和限制制定

知识产权的 低使用标准，不仅仅一直对非洲集团是一个重要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

国家以及拥有维护公众利益的发达的限制与例外制度的发达国家，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特别

有助于实现两年期发展目标和其他国际发展目标。在这种背景下，非洲集团特别重视为包括阅

读障碍者在内的残疾人规定限制与例外。因此，委员会的工作使非洲集团备受鼓舞。2010 年在

各个国家举行的 WIPO 保护音像表演和广播组织问题地区研讨会，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理解在广

播和电影产业领域国际一级的准则制定所具有的社会经济影响。发展议程建议中重要的一项建

议是确保发展中国家适用准则。为非洲国家举行的阿布贾研讨会说明非洲国家可以从保护音像

表演和广播组织中获取哪些利益。阿布贾研讨会也进一步强调委员会有必要迅速开展工作，争

取缔结保护音像表演和广播组织的条约。该代表团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就通过一部保护音像表

演条约的外交会议、为召开向阅读障碍者提供限制和例外的外交会议而拟定的条约案文草案和

保护广播组织的工作计划达成协商一致。该代表团要求应该由发展议程建议集 B，特别是建议

15 和 22，来指导这项工作的实施。 

“509.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代表 B 集团发言，指出在以前举行的委员会各届会议中，有关发

展议程建议报告的议程项目是在所有实质性项目之后处理的。B 集团的理解是，SCCR 中的程

序不应成为先例。 

“510. 欧盟代表团希望了解成员对委员会在落实发展议程过程中所作贡献的意见。它补充

说，讨论 WIPO 各机构对发展议程建议所作的贡献，原则上应该在对其他议程项目进行讨论和

作出结论之后进行，因为讨论发展协调机制的目的是考虑和报告所有工作，尤其是报告委员会

的成果。 

“511. 印度代表团代表发展议程集团(DAG)发言，对所作的结论表示满意，并感谢所有成员

国的包容性和灵活性精神。该集团认为，2007 年 WIPO 大会通过的 WIPO 发展议程 45 项建议

与委员会正在进行的工作密不可分，因此对有机会讨论 SCCR 如何将发展议程纳入其工作表示

欢迎。DAG 特别对在 SCCR 第二十一届会议上商定的工作计划表示欢迎，该计划将规则制定纳

入到版权的限制和例外领域中，尤其是涉及到阅读障碍者和其他残疾人，以及图书馆和档案

馆、教育、教学和研究机构。该集团认识到版权在鼓励创造和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它认

为，在重要领域实行例外与限制，使政府能够在其知识产权制度中做到必要的平衡，以保证这

些权利不会给弱势群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弱势群体获取知识和文化带来消极影响。因此，

该集团对在视障者条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并期待该条约及早得出肯定的结论，使广

大视障者和阅读障碍者能够从全世界丰富的印刷文献中获取、享受和获得利益。该集团也希望

SCCR 工作计划中所概括的图书馆、档案馆和教育领域的类似倡议方面的工作取得相同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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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该集团继续承诺参与这些讨论，并乐意建设性地参与所有 WIPO 成员国的对话。在本届会

议上，审议的两个长期未决的条约草案，即保护音像表演和保护广播组织的条约草案上取得了

进展，该代表团因此也深受鼓舞。该代表团希望能够决定实质性文书议程，并希望这些实质性

文书的拟定取得进展，同时朝着为视障者实行限制与例外条约草案的同一方向迈进。该代表团

重申，确保同等对待所有准则制定的建议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对待任何特定问题或社区是没有

二级标准的。该代表团也希望，发展议程建议，特别是关于建议集 B 中准则制定的问题，应当

在拟定各项文书时得到完全考虑。该代表团对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为此，该代表团期待，

SCCR 正在开展的基于所有三项准则制定工作所起草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文书能早日得出

肯定的结论。 

“512. 巴西代表团对落实发展议程的贡献发表了意见，认为这应该成为所有 WIPO 相关机构

采纳的模式。自从关于为视障者、图书馆、档案馆和阅读障碍者提供限制和例外的工作计划在

上届会议得到批准之后，委员会在落实发展议程建议方面已步入正轨，发展议程建议要求在所

有 WIPO 准则制定活动中保持平衡。保持平衡的需要已经在《WIPO 版权条约》中得到承认，

条约中写道：‘承认有必要按《伯尔尼公约》反映的保持作者的权利与广大公众的利益尤其是

教育、研究和获得信息的利益之间的平衡。’DAG 认为在例外和限制问题上没有二级待遇。该

代表团进一步强调，没有理由让委员会来讨论符合表演者的利益，甚至符合广播组织的利益而

不符合盲人的利益的条约。该代表团指出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以找到充分而合适的解

决办法。它赞同欧洲联盟所作的发言，即该项目应该是议程中的 后一个实质性项目，这样可

以评估已作出什么样的决定。 

“513. 巴基斯坦代表团代表亚洲集团发言，承认增加有关落实相关建议和 SCCR 工作的新议

程项目。该集团认为，2007 年通过的 45 项发展议程建议与委员会的工作息息相关。该集团鼓

励 SCCR 在限制和例外准则制定的问题上所开展的工作和讨论，它们是 WIPO 积极议程的重要

部分。尤其是，该代表团对 SCCR 第二十一届会议期间商定的工作计划表示欢迎，该计划在版

权的例外与限制领域中谋求准则制定。该代表团强调建议集 B 应当决定 SCCR 准则制定的形

式。 

“514. 菲律宾代表团提到巴基斯坦代表团和印度代表团的发言，它深受委员会在准则制定方

面所取得进展的鼓舞。为了使发展议程建议更具有意义，委员会也应该认真研究维护充满生机

的公有领域和版权制度，这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 不发达国家来说，就等同于新知识、后

续创新，并可以实现低成本获取信息。未来，委员会应该重新审查 WIPO 管理的各项条约中所

包含的准则和标准，尤其是关于公有领域作品的准则和标准。 

“515. 巴巴多斯代表团对印度代表团和巴西代表团所作的发言表示支持。它重申对阅读障碍

者不应该有二级待遇。在 SCCR 支持保护音像表演和保护广播组织的同时，委员会一定能够支

持为视障者和阅读障碍者制定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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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请大会： 

(i) 注意本文件中所载的信息；并 

(ii) 鼓励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继续就本
文件中所报告的问题开展工作。 

 

[文件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