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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标准委员会(CWS)
第四届会议
2014 年 5 月 12 日至 16 日，日内瓦

WIPO 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关于标准委员会的决定
秘书处编拟的文件

1.

标准委员会在 2013 年 4 月 15 日至 19 日举行的第三届会议上同意，“标准委员会主席应当要求

秘书处编拟并提交标准委员会报告，并向大会转达标准委员会的要求，以便根据文件 CWS/2/13 第 5 段
最后一句就未决问题的未来工作向标准委员会下达大会的任何指示”(见文件 CWS/3/14 第 22 段)。
2.

如上所述，秘书处在文件 WO/GA/43/16 中编拟并提交了标准委员会报告，并向大会转达标准委

员会的要求。现将上述文件有关标准委员会的节选部分作为附件附于本文件。
3.

继第五十一届大会决定将在之后一届会议上结束有关此项议程的审议后，第五十二届大会决定

如下(见文件 WO/GA/44/6 第 100 段)：
“WIPO 大会：
(i)

注意到文件 WO/GA/43/16 中所载的与 WIPO 标准委员会(标准委员会)有关的信息；

(ii) 注意到各代表团在 2013 年 WIPO 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和第四十四届会议上就此所做
的发言；并
(iii) 要求标准委员会继续就该文件中所报告的各项议题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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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标准委员会注意 WIPO 大会第四

十四届会议有关标准委员会的决定并采取
适当行动。

[后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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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WO/GA/43/16 节选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大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第 21 次例会)
2013 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2 日，日内瓦

关于 WIPO 其他委员会的报告
秘书处编拟

1.

本文件载有以合并文件形式提交 WIPO 大会的多项情况通报，涉及下述 WIPO 委员会的工作：专

利法常设委员会(SCP)、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SCT)、WIPO 标准委员会
(CWS)和执法咨询委员会(ACE)。

2.

请 WIPO 大会：
(i)

注意本文件中所载的信息。

(ii) 对附件一第 29 段述及的标
准委员会提出的请求做出回应，
根据文件 CWS/2/13 第 5 段最后一
句就未决问题的未来工作向标准
委员会下达任何指示。

[后接文件 WO/GA/43/16 附件一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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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WO/GA/43/16 附件一节选

三、WIPO 标准委员会(CWS)
19.

在审议所涉期间，WIPO 标准委员会(CWS)于 2013 年 4 月 15 日至 19 日举行了第三届会议。会议

选举 Oksana Parkheta 女士(乌克兰)担任主席，选举 Alfredo Suescum 大使(巴拿马)为副主席。
通过议程
20.

经过副主席主持的非正式磋商，标准委员会同意将议程第 4 项修订为：“根据文件 CWS/2/13 第

5 段最后一句就未决问题商定共同解决方案的非正式磋商”。
21.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发言说，议程获得通过，不损害任何代表团今后关于未决问题

的立场，并进一步称，该集团保留要求在标准委员会未来届会中增加一个关于协调机制的新议程项目
的权利。
2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支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所做的发言。

23.

比利时代表团代表 B 集团发言说，该集团未看到有任何必要按非洲集团的建议设立这样一个常

设议程项目。
24.

西班牙代表团说，标准委员会在最后一分钟达成了一致意见，简单说来就是重新谈判。但是，

这个一致意见的表述方式难以理解，不参与本组织日常活动的人很难明白。考虑到标准委员会、秘书
处、各位专家和代表本周的所有努力，以及委员会的技术性工作将继续面临的威胁，西班牙代表团认
为标准委员会应当进行审查，看是否值得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却仅取得这样的结果。
25.

巴西代表团要求标准委员会本届会议的主席总结和报告中写明，未就议程第 4 项的未决问题达

成一致意见。巴西代表团认为，如果大会没有解决未决问题，那么标准委员会有必要在标准委员会下
一届会议上就这些问题开展进一步讨论。
26.

印度代表团支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所做的发言。

27.

标准委员会注意到上述发言，并一致通过了文件 CWS/3/1 Rev.1 中提出的经过进一步修订的议

程。
根据文件 CWS/2/13 第 5 段最后一句就未决问题商定共同解决方案的非正式磋商
28.

副主席主持与全会会议同时举行的非正式磋商会，争取就未决问题，尤其是就协调机制、标准

委员会和发展议程各项建议的关系及组织事项和特别议事规则商定共同解决方案。讨论依据多项口头
或书面建议进行，其中包括波兰、非洲集团、GRULAC/巴西/印度的建议。副主席报告了非正式磋商的
成果，指出虽然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朝着达成解决方案取得了进展。他敦促各代表团保持在讨论中取
得的成果。

CWS/4/2
附件第 3 页

29.

标准委员会商定，标准委员会主席应当要求秘书处编拟并提交标准委员会的报告(参见文件
1

CWS/3/14)，并向大会转达标准委员会的要求，以便根据文件CWS/2/13 第 5 段最后一句 就未决问题的
未来工作向标准委员会下达大会的任何指示。
一般性活动
30.

在针对相应的议程项目草案进行讨论后，标准委员会通过了 WIPO 标准 ST.9 的修订。在商标领

域，标准委员会商定启动为声音商标的电子管理和动作商标或多媒体商标的电子管理编写建议的工
作，以作为 WIPO 标准通过。
31.

标准委员会注意到关于 ST.14 工作队工作的现状报告，这项工作涉及在为专利申请编写的检索

报告中使用的某些类型代码以及专利文件中非专利文献引文的标注方法。标准委员会对工作队提出了
若干建议。
32.

标准委员会批准设立一个新任务，为制定工业产权局交换专利法律状态数据使用新 WIPO 标准编

写提案。
33.

标准委员会注意到各个工作队牵头人的工作进展报告，这些报告分别涉及制定一项用可扩展标

记语言(XML)表示核苷酸和氨基酸序列表的新 WIPO 标准，对 WIPO 标准 ST.36、ST.66 和 ST.86 进行修
订，编制 WIPO 标准 ST.96 附件五和六以及修订该标准。标准委员会商定，WIPO 标准 ST.96 和 ST.36、
ST.66 或 ST.86 之间的映射和双向转换工具的开发工作应当主要由 XML4IP 工作队与 ST.36、ST.66 和
ST.86 各工作队一同进行。标准委员会还同意，各个 XML 工作队暂时不应重组。
34.

标准委员会注意到申请编号系统的调查报告并批准其发布。标准委员会要求 ST.10/C 工作队就

各工业产权局(IPO)过去使用的申请编号和优先权申请编号系统编写一份新问卷。
35.

在对工作清单进行审议后，标准委员会商定了将其纳入标准委员会工作计划的最后文本。

根据标准委员会任务规定向工业产权局提供技术咨询和援助以开展能力建设
36.

CWS 注意到，该报告(参见附件二)提供了应 2011 年 10 月举行的 WIPO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要求，

在 2012 年为各知识产权局提供技术咨询和援助以开展能力建设方面重要活动的相关信息。
[附件和文件完]

1

“在 WIPO 大会主席的协调下，将在标准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后就协调机制、发展议程建议的主流化以及在特别议
事规则中对此的表述举行非正式磋商，争取达成谅解，时间最好在即将举行的大会秋季会议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