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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年成果框架及计划和预算(包括按成果开列的发展所占份额) 
(单位：千瑞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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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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1. 就知识产权和 WIPO 的作用与大众进行的

交流更为有效 

 16/17 年拟议预算：    12,033 
 发展所占份额：             4,268 
 

 
八.2. 服务导向和对咨询的反应能力得到提高 

  
 16/17 年拟议预算：   6,219 
 发展所占份额： 2,779 

 
八.3. 与成员国进行有效的交往 
  
 16/17 年拟议预算：  7,099 
 发展所占份额：           - 

 
八.4. 与非政府利益相关方进行公开、透明和反

应灵敏的交流 

  16/17 年拟议预算：  1,128 
 发展所占份额：            - 

 
八.5. WIPO 与联合国和其他政府间组织的进程与

谈判进行有效的交流与合作 

 16/17 年拟议预算：   6,196 
 发展所占份额：             3,784 

战略目标八拟议预算总额：        32,675 
战略目标八发展份额总额：      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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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  成员国在发展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知识产

权准则制定框架方面的合作得到加强  

 16/17 年拟议预算： 13,976 
 发展所占份额：   8,712 
 
 
一.2.  符合国情、兼顾各方利益的知识产权立

法、监管和政策框架 

 16/17 年拟议预算： 9,748 
 发展所占份额： 8,292 
 
 
一.3.  国徽和国际政府间组织名称和徽记受到的

保护得到加强 

 16/17 年拟议预算： 544 
 发展所占份额：   - 
  
一.4  人们对 WIPO 作为分析保密信息国际保护

相关事项的论坛的兴趣与日俱增 

 16/17 年拟议预算： 494 
       发展所占份额：  - 

 
二.1. 用于提交国际专利申请的 PCT 体系得到更

加广泛有效的应用  

 16/17 年拟议预算： 29,156 
 发展所占份额：   7,002 
 
二.3. PCT 业务的生产率和服务质量得到提高 
 16/17 年拟议预算： 181,080 
 发展所占份额：   - 
 
二.4. 海牙体系得到更广泛有效的利用，其中包

括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用 

 16/17 年拟议预算： 6,617  
 发展所占份额：                      1,085 
 
二.5. 海牙业务的生产率和服务质量得到提高 

 16/17 年拟议预算： 2,234 
 发展所占份额： - 
 
二.6. 马德里体系和里斯本体系得到更广泛和更

好的利用，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的利用 

 16/17 年拟议预算： 12,661 
 发展所占份额：   3,364 
 
二.7.马德里和里斯本业务的生产率和服务质量得

到提高 

 16/17 年拟议预算： 48,206 
 发展所占份额： 11,146 
 
二.8. 通过 WIPO 调解、仲裁及其他替代性争议

解决办法避免或解决国际和国内知识产权争议的

情况增多 

 16/17 年拟议预算： 4,802 
 发展所占份额：    661 
 
二.9. 在通用顶级域和国家代码顶级域进行有效

的知识产权保护 

 16/17 年拟议预算： 6,899 
 发展所占份额：    101 
 

 
三.1. 国家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和计划符合国家

发展目标  

 16/17 年拟议预算： 10,957 
 发展所占份额： 10,957 
 
 
三.2. 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经济转型国

家的人力资源能力得到加强，可以胜任在有效运

用知识产权促进发展方面的广泛要求 

 16/17 年拟议预算： 39,734 
 发展所占份额： 39,322 
 
 
三.3. 将发展议程各项建议纳入 WIPO 工作的主

流 

 16/17 年拟议预算： 2,492 
 发展所占份额： 2,492 
 
 
三.4. 符合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需求的合

作机制与计划得到加强 

 16/17 年拟议预算： 6,273 
 发展所占份额： 5,853 
 
 
三.5. 成员国、政府间组织、民间社会和其他利

益相关方对发展议程的认识得到加强 

 16/17 年拟议预算：                1,393 
 发展所占份额： 1,393 
 
三.6. 中小企业成功运用知识产权支持创新的能

力得到加强 

 16/17 年拟议预算：                3,125 
 发展所占份额： 3,125 
 

 
四.1. 用于为全世界利益相关方之间获取、利用

和传播知识产权信息提供便利的国际分类和

WIPO 标准体系得到更新并在全球范围获得认可 

 16/17 年拟议预算： 7,070 
 发展所占份额： 1,078 
 
四.2. 知识产权机构和公众为促进创新和创造对

知识产权信息的获取和利用得到加强  

 16/17 年拟议预算： 22,539 
 发展所占份额： 16,937 
 
 
四.3. WIPO 各个全球知识产权数据库的内容和使

用有广泛的地理覆盖面  

 16/17 年拟议预算： 1,956 
 发展所占份额： 489 
 
四.4. 知识产权局和其他知识产权机构的技术和

知识基础设施得到加强，为各自的利益相关方提

供更好的服务(更低廉、更快捷、更优质)，知识

产权行政管理取得更好成果 

 16/17 年拟议预算： 15,409 
 发展所占份额： 13,499 

 
五.1. WIPO 知识产权统计信息得到更广泛和更好

的利用  

 16/17 年拟议预算： 2,677 
 发展所占份额：     - 
 
 
 
五.2. WIPO 经济分析在政策制定中得到更广泛和

更好的利用  

 16/17 年拟议预算： 3,395 
 发展所占份额： 1,525 
 
 

 
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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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的国际政策对话取得进展 

 16/17 年拟议预算： 756 
 发展所占份额： 507 
 
六.2. WIPO 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工作在树立尊重知

识产权的风尚方面存在系统、有效和透明的合作

与协调 

 16/17 年拟议预算： 1,308 
 发展所占份额：    981 

  
七.2. 为应对全球挑战，基于知识产权的平台和

工具被用于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

不发达国家的知识转移、技术调适和技术扩散  

 16/17 年拟议预算： 3,950 
 发展所占份额： 3,016 
 
 
 

战略目标一拟议预算总额： 24,762 
战略目标一发展份额总额： 17,005 
 

战略目标二拟议预算总额： 291,655 
战略目标二发展份额总额：   23,360 

战略目标三拟议预算总额： 63,974 
战略目标三发展份额总额： 63,142 

战略目标四拟议预算总额： 46,974 
战略目标四发展份额总额： 32,003 

战略目标五拟议预算总额： 6,072 
战略目标五发展份额总额： 1,525 

战略目标六拟议预算总额： 2,064 
战略目标六发展份额总额： 1,488 

战略目标七拟议预算总额： 3,950 
战略目标七发展份额总额： 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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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1. 向内部客户和外部利益相关方提供有效、

高效、优质、面向客户的支助服务  

  
  
 16/17 年拟议预算： 165,356 
 发展所占份额：                           - 
 

 
九.2. 秘书处灵活顺畅地发挥职能，工作人员得

到良好管理，具有适当技能，能有效地交付成果 

  
 16/17 年拟议预算： 35,257
 发展所占份额：                            - 

 
九.3.以有效的监管框架和解决员工顾虑的适当渠

道为辅助的有利工作环境 

  
 16/17 年拟议预算： 2,540 
 发展所占份额：                         - 
 

 
九.4. 营造一个对环境和社会负责的组织，WIPO
工作人员、代表、访客及信息和实物资产安全、

有保障 
  
 16/17 年拟议预算： 18,403 
 发展所占份额：                       - 
 

 
九.8. 通过有效和独立的监督提供协助，使问责

制、组织学习、资金效益、受托责任、内部控制

和组织治理得到完善 

 16/17 年拟议预算： 7,035 
 发展所占份额：    963 
 

 
 
 
 
战略目标九拟议预算总额： 228,591 
战略目标九发展份额总额：                  963 

 

1 按成果开列的拟议预算不含拟议的未分拨预算：631.9 万瑞郎 
2 发展所占份额：支出仅在受益方为发展中国家且对应支出不能用于发达国家时才被定义为发展支出(按过去做法，经济转型期国家在计划和预算中包括在内) 
3 发展所占份额的数字中包含发展议程项目资源 
4因四舍五入，数字相加总数可能不等于总预   

 
2016/17 年拟议预算总计： 707,036 
发展所占份额总计：           15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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