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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2015 年 11 月 18 日

执法咨询委员会
第十届会议
2015 年 11 月 23 日至 25 日，日内瓦

执法咨询委员会的未来工作
秘书处编拟

1.

在 2003 年举行的第一届会议上，执法咨询委员会(ACE)商定了按主题开展工作的原则，并在各次
1

会议中安排专家报告 。为后续各次会议商定的工作计划如下：
2.

2

第九届会议的主席总结草案 第 45 段中列出了三个仍有待今后讨论的提案，即：“通过对认识建

设活动进行回顾总结来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风尚，特别是针对学龄儿童和学生的活动”(载列于附件一)、
“讨论如何加强和完善WIPO与执法有关的技术援助”(载列于附件二)和“司法机构的专业化和知识产权
法庭”(载列于附件三)。
3.

2015 年 4 月 23 日，秘书处发出通函 C.8423，请成员国提交关于执法咨询委员会未来工作的提案

供第十届会议上审议。现收到智利、菲律宾、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的提案以及墨西哥的支持声明(载列
于附件四)。
4.

还要回顾的是，秘书处为ACE第八届会议汇编了第二届至第七届会议关于未来工作的提案，并对
3

这些提案通过ACE得到处理的程度进行了一次非正式评估 。

5.

请委员会注意本文件及其附件的

内容。
[后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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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WIPO/ACE/1/7 Rev.第 16 段，见：http://www.wipo.int/meetings/en/doc_details.jsp?doc_id=17452。
WIPO/ACE/9/29 PROV.，见 http://www.wipo.int/meetings/en/doc_details.jsp?doc_id=27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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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ACE/8/3“执法咨询委员会未来工作提案分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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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认识建设活动进行回顾总结来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风尚，特别是针对学龄儿童和学生的活动

B 集团的提案

1.

关于为执法咨询委员会(ACE)第十届会议制定一项工作计划，B 集团认为应当回到秘书处在 ACE

第一届会议上首次提出的一个主题(文件 WIPO/ACE/1/1 第 13 段)：“教育与提高认识活动”。教育与提
高认识问题被采纳为 2005 年第三届会议的主题(文件 WIPO/ACE/2/13 第 21 段)，会议在所通过的各项结
论中，重点强调了继续教育和提高认识的重要性(文件 WIPO/ACE/4/2 第 11 段)。
2.

在 WIPO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上，成员国一致表示赞成选择该主题作为 ACE 第三届会议的主题，

并鼓励委员会继续开展工作(文件 WIPO/ACE/3/2 第 2 段；文件 WO/GA/32/13)。据此，我们认为重新讨
论这一主题的时机业已成熟。
3.

如国际局汇集的成员国和各组织对 ACE 第一届会议提出的关于工业产权执法的调查(文件

WIPO/ACE/1/4/附件第 1 段)答复所述：“显著加强大众和政府机构对知识产权的充分保护促进国家经济
发展和福祉的重要性的认识”，对“在打击假冒与盗版方面取得成果”至关重要。在此方面，知识产权
教育与提高认识计划可以用来教育和让公众了解一个强有力的知识产权制度可为其经济带来的益处。
(文件 WIPO/ACE/1/4/附件第 23 段)。调查进一步指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成员国可以与私营部门
合作伙伴合作编制执法宣传计划，可以利用媒体、互联网、街头展览等等。”(文件 WIPO/ACE/1/4 附件
第 25 段)。
4.

特别是，这一有可能在短期和长期收获利益的领域，就是提高学龄儿童和学生对知识产权在实现

发展目标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假冒与盗版可能对社会的经济、健康和安全造成伤害的认识。据此，我们提
议国际局开展一项研究，找出针对学龄学生的现有行动倡议，并将所述研究呈交给 ACE 第十届会议。
5.

此外，我们认识到，成员国已继续在这一提高认识领域开展了工作，并认为这对在 ACE 第十届会

议上就此种工作交换意见非常宝贵，可对研究结果作出补充。

[后接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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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如何加强和完善 WIPO 与执法有关的技术援助

发展议程集团的提案

就如何加强和完善 WIPO 与执法有关的技术援助进行讨论，包括：
(i)

对 WIPO 如何在其技术和立法援助活动中推广“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风尚”这一概念进行评

估；
(ii) 编写一份该领域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的“成功范例”；
(iii) 提供立法援助，防止执法程序被滥用，如“虚假诉讼”；以及
(iv) 为起草执法方面的国家法律提供立法援助，同时考虑灵活性的使用，以及不同的社会经济
现状和各国不同的法律传统。

[后接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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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机构的专业化和知识产权法庭

波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提案

1.

关于为执法咨询委员会(ACE)第十届会议制定工作计划，波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提议的

主题是司法机构的专业化和知识产权法庭。这个主题是本届第九届会议主题之一替代性争议解决的自然
补充。
2.

专业法官和知识产权法庭的问题在以往几届会议上曾经讨论过，这显示人们一直关心这一与知识

产权执法有特别关联的领域。
3.

在筹备 2002 年举行的执法问题磋商会议时，WIPO 秘书处提交了一项关于请成员国提供信息的请

求，请成员国“指出成员国工业产权执法的有效做法或最佳做法，特别是有效行使权利的成本低、耗时
少的做法”(文件 WIPO/CME/3 第 4 段；WIPO/ACE/1/3 附件)。秘书处关于该届会议的报告(“有关执法
领域中的困难和做法的问题综述”)中指出，很大数量的回复赞同要么建立专业化知识产权法庭，要么
通过培训进行法官的专业化(文件 WIPO/CME/3 第 70 段；WIPO/ACE/1/3 附件)。
4.

2002 年，秘书处还要求提供信息，帮助 ACE 的前身委员会——工业产权执法咨询委员会(ACE/IP)

和全球信息网络中版权及相关权管理和执法咨询委员会(ACMEC)确定需要讨论的问题，并确定 WIPO 框架
内有必要并且有可能进行国际合作的领域(文件 WIPO/CME/2 Rev.第 4 段)。根据秘书处的报告，建立专
业化法庭被认为是“在决策方面实现成本效益、高效和一致性的可能解决办法”(文件 WIPO/CME/2 Rev.
第 19 段“创建专业化法庭”)。
5.

在 2004 年举行的 ACE 第二届会议上，委员会注意到司法机构在知识产权执法中的特别作用(文件

WIPO/ACE/2/13 第 7 段)。委员会还讨论了司法机构的专业化问题，而且“会上对成员国处理该事项的
不同方式表示了特别的兴趣”(文件 WIPO/ACE/2/13 第 8 段)。一些成员国讨论了由专业化司法机构对知
识产权争议进行有效且合算的裁决的必要性(文件 WIPO/ACE/2/13 第 8 段)。还有意见提出，司法机构的
专业化也可以通过在现有司法结构中对知识产权诉讼进行集中来实现(文件 WIPO/ACE/2/13 第 8 段)。
6.

在 2007 年举行的 ACE 第四届会议上，会上提出了“刑事和民事诉讼中司法机构专业化”的有关

问题(文件 WIPO/ACE/4/10 第 9 段)。
7.

成员国一直在积极建设专业化司法机构或者成立知识产权法庭。这些做法可能在知识产权执法方

面实现重大收益，例如：改进司法效率决策，提高案件结果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降低执法体系的成本
等。因此，我们认为 ACE 现在应重视这一主题，在第十届会议上就成员国在该领域的努力开展交流将很
有价值。
[后接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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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 为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的培训活动提供能力建设和支持，并为具备知识产权执法专业知识的机
构和国家官员提供能力建设和支持

智利的提案
我们认为，对于专门法院和普通法院的法官、专门警察和海关官员等具备执法管辖权的机构而言，没有
系统性地落实旨在增进知识、改善工作的各种计划，因此提出该提案。
旨在树立尊重知识产权风尚的教育活动战略计划，特别是针对青年人

菲律宾的提案
2013 年，菲律宾推出了知识产权青年营，并在各学校设立知识产权青年积极分子组织，通过这种方式
向青年人灌输知识产权的价值和重要性。我们认为，知识产权执法的根本形式是教育，各国最好能够提
出制度化的教育计划，以此来影响青年人关于知识产权的视角或观点。
分享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执法职能方面的经验

菲律宾的提案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IPOPHL)颁布了细则，并采取了各种形式，使知识产权局在采取执法行动时不损害其
客观性。
自愿介绍本国知识产权执法制度

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的提案
1

关于为执法咨询委员会第十届会议制定工作计划，欧盟及其成员国建议新增一项以国家为中心的

议程要点，作为以议题为中心的议程要点的补充。
2

欧盟提议一项关于自愿介绍本国知识产权执法制度的年度议程项目。

3

在此新议程项目下，自愿演讲的 WIPO 成员国将简要介绍本国知识产权领域立法、预防和执法工

作的现状。之后，以演示报告为基础，以 WIPO 秘书处编拟的文件为辅助，演讲国和其他 WIPO 国家以及
其他经认可的利益攸关方将进行交互对话。演示报告、背景文件和讨论结果将在 WIPO 网站上提供，将
成为知识产权执业者和处理知识产权相关问题的其他国际组织的宝贵资料。
4

在介绍本国情况时，将由成员国来指出其知识产权执法政策的重点(如更强调预防措施，或某种

知识产权侵权等)。将提供必要的技术援助。
5

新的以国家为中心的项目，加上以议题为中心的项目，将全面覆盖所有相关知识产权执法问题，

可以扩大有意义、引人深思的意见交换，这一直是本委员会工作会议的特色。
6

本提案可以提高议程的可预见性，减少关于 ACE 未来讨论议题的不必要的冗长非正式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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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的支持声明：
通过对认识建设活动进行回顾总结来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风尚，特别是针对学龄儿童和学生的活动
墨西哥代表团认为，应该在儿童和青少年中间树立并弘扬尊重知识产权的风尚，以便构建良好的执法文
化，防止盗版。
审查加强和完善 WIPO 与执法有关的技术援助的可能性
墨西哥代表团高度重视加强和完善由产权组织提供的技术援助。这有助于提高立法者对知识产权在经济、
社会和文化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并对符合国际承诺和执法标准的立法获得通过给予支持。
[附件四和文件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