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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ACE/11/INF/3
原 文：英文
日 期：2016 年 8 月 25 日

执法咨询委员会（ACE）
第十一届会议
2016 年 9 月 5 日至 7 日，日内瓦

建议时间表
秘书处编拟

2016 年 9 月 5 日，星期一
10.00 – 11.00

议程第 1 项：会议开幕
议程第 2 项：通过议程
议程第 3 项：接纳临时观察员
议程第 4 项：通过 ACE 第十届会议主席总结

11.00 – 13.00

议程第 5 项：讨论 ACE 第十届会议商定的工作计划
A.就树立意识活动和战略宣传活动交流各国经验信息，这些活动是成员国根据
其教育优先事项或其他任何优先事项，在广大公众，特别是青年人中树立尊重
知识产权风尚的方式
WIPO/ACE/11/4：作为树立尊重知识产权风尚手段的树立意识活动和战略宣传活
动


阿尔及利亚版权及相关权国家机构的培训和宣传活动

阿尔及利亚国家版权及相关权局局长 Sami Benchikh Lehocine 先生，阿尔
及利亚阿尔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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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瓜和巴布达针对年轻人开展的旨在树立尊重知识产权风尚的教育活动和
竞赛

安提瓜和巴布达法律事务部知识产权和商务局局长 Ricki Camacho 女士，安
提瓜和巴布达安提瓜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的青少年知识产权教育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宣传处处长徐海燕女士，中国北京


加强知识产权宣传，提高进出口守法意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法务处副处长刘阳先生，中国广州


希腊版权学校——提高中小学教育对版权保护的认识

希腊文化体育部希腊版权组织信息和会议组织部主任 Eva Kokkinou 女士，
希腊雅典


匈牙利提升知识产权公共意识的经验

匈牙利知识产权局国家反假冒委员会副秘书 Roberta Pál 女士，匈牙利布
达佩斯


树立尊重知识产权风尚并提升知识产权意识：拉脱维亚共和国专利局的经验

拉脱维亚共和国专利局项目管理人 Arvis Grīnbergs 先生，拉脱维亚里加


巴拉圭国家知识产权局开展的宣传计划

巴拉圭国家知识产权局执法总司司长 Héctor Balmaceda Godoy 先生，巴拉
圭亚松森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的知识产权教育和意识宣传活动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局长 Josephine Rima Santiago 女士，菲律宾达义


大韩民国树立尊重知识产权意识的活动

大韩民国韩国特许厅多边事务处助理处长 Yang Dae-gyeong 先生，大韩民国
大田市


SYGNAŁ协会在波兰加强教育和宣传促进知识产权的工作

Sygnał 协会主席 Teresa Wierzbowska 女士，波兰华沙


“下一件大事”——瑞士音乐家协会发起的有关录制音乐价值的宣传运动

瑞士音乐家协会主席 Christoph Trummer 先生，瑞士苏黎世
13.00 – 15.00

午餐

15.00 – 16.10

议程第 5 项：讨论工作计划（续）
WIPO/ACE/11/4：作为树立尊重知识产权风尚手段的树立意识活动和战略宣传活
动（续）
WIPO/ACE/11/5：WIPO 学院通过教育体系提升年轻人知识产权意识的举措

秘书处编拟
16.10 – 16.40

茶歇

16.40 – 18.00

议程第 5 项：讨论工作计划（续）
B.就知识产权执法政策和体制等方面的制度性安排交流各国经验信息，其中包
括以兼顾各方利益、全面而有效的方式解决知识产权争议的机制
WIPO/ACE/11/6：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执法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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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与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副司长赵梅生先生，中国北京


哥伦比亚工商监管局和国家版权局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司法权力

哥伦比亚工商监管局(SIC)司法事务副总监 Fidel Puentes Silva 先生，哥
伦比亚波哥大


巴拉圭国家知识产权局开展的知识产权执法工作

巴拉圭国家知识产权局执法总司司长 Héctor Balmaceda Godoy 先生，巴拉
圭亚松森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的执法职能：最佳实践和挑战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Allan B. Gepty，菲律宾达义
18.00

“尊重知识产权与旅游业”展览开幕式及鸡尾酒招待会

2016 年 9 月 6 日，星期二
10.00 – 13.00

议程第 5 项：讨论工作计划（续）
B.就知识产权执法政策和体制等方面的制度性安排交流各国经验信息，其中包
括以兼顾各方利益、全面而有效的方式解决知识产权争议的机制（续）
WIPO/ACE/11/8：在国家层面协调知识产权执法


加拿大反欺诈中心的拒付项目：引领反假货退款！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知识产权贸易政策司（TMI）高级贸易政策官 Nicholas
Gordon 先生，加拿大渥太华


格鲁吉亚树立尊重知识产权风尚的经验，尤其是执法政策和体制方面的机构
合作经验

格鲁吉亚国家知识产权中心主席 Nikoloz Gogilidze 先生，格鲁吉亚姆茨赫
塔


印度国家知识产权政策——执法与裁决

印度商业和工业部产业政策与促进司知识产权处处长 Rajiv Aggarwal 先
生，印度新德里


意大利在战略和操作层面打击假冒的举措

意大利经济发展部意大利专利商标局打击假冒司（DGLC-UIBM）打击假冒、
促进知识产权和国际事务企业援助处高级官员 Francesca Arra 女士，意大
利罗马


协调巴基斯坦知识产权执法工作

巴基斯坦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执法部副主任 Muhammad Ismail 先生，巴基
斯坦伊斯兰堡


葡萄牙工业产权执法：国家工业产权局和反假冒组织的经验

葡萄牙国家工业产权局商标和专利处法律顾问 José Mário Sousa 先生，
葡萄牙里斯本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体制安排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培训和司法研究所所长 Mohammad Mahmoud Al Kamali 博
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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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协调中心在美利坚合众国知识产权执法方面的作用

美国国土安全部，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国土安全调查处国家知识产权协调
中心主任 Bruce Foucart 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华盛顿特区
小组讨论

主持人：联合王国知识产权局版权和执法司长 Ros Lynch 女士，联合王国纽波
特
13.00 – 15.00

午餐

15.00 – 18.00

议程第 5 项：讨论工作计划（续）
B.就知识产权执法政策和体制等方面的制度性安排交流各国经验信息，其中包
括以兼顾各方利益、全面而有效的方式解决知识产权争议的机制（续）
WIPO/ACE/11/7：以兼顾各方利益、全面而有效的方式解决知识产权争议的机制


巴基斯坦知识产权法庭的设立

巴基斯坦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执法部副主任 Muhammad Ismail 先生，巴基
斯坦伊斯兰堡


葡萄牙知识产权法院的经验

葡萄牙国家工业产权局商标和专利处法律顾问 José Mário Sousa 先生，
葡萄牙里斯本


俄罗斯联邦法院的经验

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民事法官主席 Vyacheslav V.Gorshkov 先生，俄
罗斯联邦莫斯科


知识产权专门法院：问题与挑战

日内瓦大学副校长、知识产权和合同法教授 Jacques de Werra 先生
16.00 – 16.30

茶歇

16.30 – 18.00

议程第 5 项：讨论工作计划（续）
B.就知识产权执法政策和体制等方面的制度性安排交流各国经验信息，其中包
括以兼顾各方利益、全面而有效的方式解决知识产权争议的机制（续）
WIPO/ACE/11/7：以兼顾各方利益、全面而有效的方式解决知识产权争议的机制


南非的经验

南非最高上诉法院前副院长、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特职教授、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伦敦中殿名誉主管委员 Louis Harms 法官


泰国中央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法院的经验

泰国中央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法院副院长 Thammanoon Phitayaporn 博士，
泰国曼谷


英格兰和威尔士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知识产权企业法庭

联合王国英格兰和威尔士高等法院大法官法庭，知识产权企业法庭审判长
Richard Hacon 法官，联合王国伦敦


审理知识产权纠纷——国际商会（ICC）关于全球知识产权专门管辖的报告

Baker & McKenzie 合伙人 Eugene Arievich 先生，俄罗斯联邦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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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日内瓦大学副校长、知识产权和合同法教授 Jacques de Werra 先生
2016 年 9 月 7 日，星期三
10.00 – 13.00

议程第 5 项：讨论工作计划（续）
C.就 WIPO 的立法援助方面交流各国经验信息，重点是起草执法方面的国内法，
考虑到灵活性、发展水平、法律传统差异以及执法程序可能滥用等因素，同时
兼顾广泛的社会利益，并符合成员国的优先事项
D.交流 WIPO 在能力建设和支持方面的成功案例，这样的能力建设和支持针对的
是依据相关发展议程建议和 ACE 的任务授权，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对各个机构和
本国官员提供的培训活动
WIPO/ACE/11/10：WIPO 在树立尊重知识产权风尚领域的能力建设和培训活动

秘书处编拟
WIPO/ACE/11/9：WIPO 针对培训活动的能力建设和支持


南非在能力建设和培训活动方面的经验

南 非 公 司 和 知 识 产 权 委 员 会 版 权 和 知 识 产 权 执 法 高 级 经 理 Amanda
Lotheringen 女士，南非比勒陀利亚


能力建设和知识产权组织对培训活动的支持：非洲地区知识产权组织的经验

非洲地区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 Fernando dos Santos 先生，哈拉雷


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风尚、尤其是知识产权执法方面一种平衡的方法

南非最高上诉法院前副院长、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特职教授、大不列颠和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伦敦中殿名誉主管委员 Louis Harms 法官
11.00 – 12.15

小组讨论

主持人：贸易与工业部南非公司和知识产权委员会版权和知识产权执法高级
经理 Amanda Lotheringen 女士
发言人：圣萨尔瓦多经济部法律和制度事务处协调官 Gloria Jesus Portillo
Chavez 女士
日本特许厅国际合作课副课长 Shinji Igarashi 先生，日本东京
安曼工业与贸易部工业产权保护局局长 Zain Al Awamleh 女士
阿曼皇家警察海关总署法律处处长 Badar Al Shidi 先生，阿曼马斯
喀特
议程第 6 项：WIPO 近期在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风尚方面的活动
WIPO/ACE/11/2：WIPO 近期在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风尚领域开展的活动

秘书处编拟
13.00 – 15.00

午餐

15.00 – 18.00

议程第 7 项：ACE 的工作
议程第 8 项：通过主席总结
议程第 9 项：会议闭幕
[文件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