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果框架及 2012/13 拟议预算(包括按成果开列的发展预算份额)* 
(单位：千瑞郎) 

 

战略目标八 - 在 WIPO、其成员国和所有利益攸关者之间建立敏感的交流关系 

  

 
向广大公众更为有效地交流知识产权和 WIPO 的作用 
12/13 年拟议预算： 3,664   
发展所占份额： 5,974 
 

 
加强服务导向，提高对查询做出反应的能力 
12/13 年拟议预算： 2,935   
发展所占份额： 1,402 

 
与成员国的有效交流 
12/13 年拟议预算： 5,311   
发展所占份额： - 

 
与非政府组织进行公开、透明和敏感的交流 
12/13 年拟议预算： 1,194   
发展所占份额： - 

 
WIPO 与联合国和其他政府间组织进程与谈判进行有效的

交流与合作 
12/13 年拟议预算： 3,652   
发展所占份额： 65 

战略目标八拟议预算总额： 26,756    
战略目标八中发展所占总额： 7,441 
 

战略目标一： 
以兼顾各方利益的方式发展 
国际知识产权规范性框架 

战略目标二： 
提供首选全球知识产权服务 

战略目标三： 
为利用知识产权促进发展提供便利 

战略目标四： 
协调并发展全球知识产权基础设施 

战略目标五： 
为全世界提供知识产权信息与分析的参考源 

战略目标六： 
开展国际合作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风尚 

战略目标七： 
根据全球政策主题处理知识产权问题 

 
成员国在进一步发展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专利制度、商

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地理标志、版权、相关权、传统知

识、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遗传资源的政策和准则制定框架

方面的合作与共识得到加强 
12/13 年拟议预算： 15,256 
发展所占份额： 7,263 
 
就版权问题基于证据所做的决策 
12/13 年拟议预算： 2,754 
发展所占份额： 2,754 
 
符合国情的、平衡的知识产权立法、管理和政策框架 
12/13 年拟议预算： 9,769 
发展所占份额： 9,530 
 
加强对国徽和政府间组织名称和徽记的保护 
12/13 年拟议预算： 556 
发展所占份额：   37 
  

 
所有可以从中受益的创新者均能了解并战略性地使用 PCT 
12/13 年拟议预算： 7,041 
发展所占份额：      -  
 
与 PCT 用户和各主管局关系更紧密 
12/13 年拟议预算： 16,897 
发展所占份额：   5,203 
 
全面加强 PCT 体系 
12/13 年拟议预算： 3,225 
发展所占份额：    250 
 
国际局的运作得到加强 
12/13 年拟议预算： 152,098 
发展所占份额：      -  
 
提高对海牙体系的认识 
12/13 年拟议预算： 2,185 
发展所占份额：      - 
 
对海牙体系更广泛和更好地利用 
12/13 年拟议预算： 2,153  
发展所占份额：      -  
 
对海牙体系进行更良好的管理 
12/13 年拟议预算： 2,633 
发展所占份额：      -  
 
 
 
 
更好地使用马德里和里斯本体系，包括发展中国家和 不

发达国家 
12/13 年拟议预算： 7,841 
发展所占份额： 2,957 
 
马德里和里斯本体系更良好的运作 
12/13 年拟议预算： 43,445 
发展所占份额：      730 
 
提高对马德里和里斯本体系的认识 
12/13 年拟议预算： 1,546 
发展所占份额： 1,133 
 
 
 
 
 
通过仲裁、调解及替代性争议解决服务避免或解决国际和

国内的知识产权争议的情况增多 
12/13 年拟议预算： 3,175 
发展所占份额：      91 
 
对通用顶级域名和国家代码顶级域名进行有效的知识产权

保护 
12/13 年拟议预算： 7,409 
发展所占份额：    212 
 

 
与国家发展方向和目标相符的内容明晰、连贯的国家创新

和知识产权政策、战略和发展计划 
12/13 年拟议预算： 10,570 
发展所占份额： 10,570 
 
加强了人力资源能力，可以胜任处理发展中国家、 不发

达国家、转型国家在知识产权为发展服务方面的广泛要求 
12/13 年拟议预算： 35,922 
发展所占份额： 35,457 
 
为获取知识产权教育提供便利 
12/13 年拟议预算： 3,903 
发展所占份额： 3,903 
 
提高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技能 
12/13 年拟议预算： 843 
发展所占份额： 843  
 
进一步将发展议程的各项原则纳入本组织的计划和活动的

主流 
12/13 年拟议预算： 4,199 
发展所占份额： 4,199   
 
关于发展议程建议的有效计划、落实、监测、评估和报告 
12/13 年拟议预算： 1,220 
发展所占份额： 1,220  
 
 
成员国、政府间组织、民间社会团体与其他利益攸关者对

发展议程的认识得到提高 
12/13 年拟议预算： 1,523 
发展所占份额： 1,523   
 
成员国、社区、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者确认 WIPO 资源、

计划和手段的相关性和有效性 
12/13 年拟议预算： 825 
发展所占份额： 771 
 
建立新的或加强 不发达国家的合作机制、计划和伙伴关

系 
12/13 年拟议预算： 1,517  
发展所占份额： 1,517 
 
提升中小企业对成功使用知识产权来支持创新和商业化的

理解/能力 
12/13 年拟议预算： 5,253 
发展所占份额： 5,253 
 
通过对 WIPO 的直接捐助，或获取其他外部资助机制，增

加预算外资源，用于知识产权促进发展 
12/13 年拟议预算： 1,769 
发展所占份额： 1,429 
 

 
更新并在全球范围内接受国际分类制度和 WIPO 标准，以

促进在全世界利益攸关者之间获取、利用和传播知识产权

信息 
12/13 年拟议预算： 6,932 
发展所占份额： 1,213  
 
增强知识产权机构和公众获取、利用知识产权信息和知识

以促进创新并提高获取受保护的创意作品和公有领域中的

创意作品 
12/13 年拟议预算： 14,974 
发展所占份额： 12,478 
 
WIPO 成员国国家/地区主管局数字化专利汇编的传播面扩

大 
12/13 年拟议预算： 1,210 
发展所占份额：    302 
 
及时提供涉及 PCT 申请的 PATENTSCOPE 新信息 
12/13 年拟议预算： 2,159 
发展所占份额：     540  
 
加强知识产权局和其他知识产权机构的技术和知识基础设

施，为利益攸关者带来更好(更便宜、更迅速、更高质量

的)的服务 
12/13 年拟议预算： 16,832 
发展所占份额： 16,540   

 
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效绩方面 WIPO 统计信息使用量的增

加 
12/13 年拟议预算： 1,569 
发展所占份额：       - 
 
在制定知识产权政策时利用 WIPO 经济分析结果 
12/13 年拟议预算： 2,711 
发展所占份额： 1,202 
 
提高获取和利用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信息 
12/13 年拟议预算： 2,244 
发展所占份额： 2,102   

 
在 WIPO 发展议程建议 45 的指导下，WIPO 成员国之间就

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风尚开展国际政策对话方面取得进展 
12/13 年拟议预算： 635 
发展所占份额： 276  
 
WIPO 和其他国际组织之间在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风尚领

域系统和有效地加强合作与协调 
12/13 年拟议预算： 785 
发展所占份额： 589 

  
 加强决策者对全球挑战与创新和知识产权之间关系的理

解，作为改进政策决策的基础 
12/13 年拟议预算： 1,168 
发展所占份额：    655 
 
将 WIPO 变成一个提供支持、帮助的可靠来源，为相关公

共决策过程提供创新和知识产权参考信息 
12/13 年拟议预算： 2,149 
发展所占份额： 1,219  
 
利用知识产权工具，使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

不发达国家进行知识转让、技术改造和传播，以解决全球

挑战 
12/13 年拟议预算： 2,596 
发展所占份额： 1,887 
 
将 WIPO 建为分析和讨论知识产权与竞争政策事宜的相关

论坛 
12/13 年拟议预算： 1,381 
发展所占份额： 1,303 

战略目标一拟议预算总额： 28,335 
战略目标一中发展所占总额： 19,583 
 

战略目标二拟议预算总额： 249,647 
战略目标二中发展所占总额：  10,577 

战略目标三拟议预算总额： 67,546 
战略目标三中发展所占总额： 66,686 

战略目标四拟议预算总额： 42,107 
战略目标四中发展所占总额： 31,073 

战略目标五拟议预算总额： 6,524 
战略目标五中发展所占总额： 3,304 

战略目标六拟议预算总额： 1,420 
战略目标六中发展所占总额：    865 

战略目标七拟议预算总额： 7,294 
战略目标七中发展所占总额： 5,063 

战略目标九 - 建立有效的行政和财政支助结构以便 WIPO 完成其各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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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内部用户和外部利益攸关者提供有效、高效、优质、面

向用户的支助服务(人力资源、IT、会务、语文、采购、差

旅、印刷和出版、房舍建筑管理) 
12/13 年拟议预算： 136,604 
发展所占份额：    - 

 
有效和高效地进行注重成果的计划和财务规划、处理、实

施、评估与报告 
12/13 年拟议预算： 18,901 
发展所占份额：      605 
 
秘书处内部加强协调和凝聚力 
12/13 年拟议预算： 10,255 
发展所占份额：    - 

 
建立具有良好管理素质、多元化、积极主动和具有适当技

能的专业员工队伍 
12/13 年拟议预算： 12,703 
发展所占份额：    -  
 
在有力的法规框架和解决员工顾虑的有效渠道的支持下，

改善工作环境 
12/13 年拟议预算： 1,038 
发展所占份额：    -  

 
WIPO 工作人员、代表、来访者和信息与实物资产安全可

靠 
12/13 年拟议预算： 15,031 
发展所占份额：    -   
 
ICT 投资与战略重点密切配合，产生企业效益 
12/13 年拟议预算： 2,147 
发展所占份额：    - 
 
改善进入 WIPO 办公区的实际通道 
12/13 年拟议预算： 439 
发展所占份额：    - 

 
有效和专业的内部审计到位，覆盖所有高风险工作领域 
12/13 年拟议预算： 1,364 
发展所占份额：    - 
 
各项调查报告为总干事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12/13 年拟议预算： 1,364 
发展所占份额：    -  

 
基于证据的评价信息可供高级管理层、计划管理人员和成

员国用于决策目的 
12/13 年拟议预算： 2,321 
发展所占份额： 1,741 
 
减少 WIPO 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12/13 年拟议预算： 299 
发展所占份额：    - 

 
新会议厅和相关设施可供成员国召开会议 
12/13 年拟议预算： 811 
发展所占份额：    -  
 
新行政大楼的相关费用保持在 低限度 
12/13 年拟议预算： 7,020 
发展所占份额：     - 
 
 
战略目标九拟议预算总额： 210,298    
战略目标九中发展所占总额：     2,346 

 *  不包括拟议的未分拨预算： 7,5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