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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ACE/12/INF/3
原 文：英文
日 期：2017 年 9 月 1 日

执法咨询委员会
第十二届会议
2017 年 9 月 4 日至 6 日，日内瓦

建议时间表
秘书处编拟

2017 年 9 月 4 日，星期一
10:00-13:00

议程第 1 项：会议开幕
议程第 2 项：选举主席和两名副主席
议程第 3 项：通过议程
议程第 4 项：接纳临时观察员
议程第 5 项：讨论 ACE 第十一届会议商定的工作计划
工作计划 A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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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无害环境方式处置和销毁知识产权侵权商品
WIPO/ACE/12/3：以无害环境方式处置和销毁知识产权侵权商品——内容提要
独立环境顾问 Martin Guard 博士，瑞士日内瓦
WIPO/ACE/12/4：以无害环境的方式处置和销毁知识产权侵权商品的国家经验
−

以无害环境的方式处置知识产权侵权产品：意大利海关行政管理局的经验
海关与反垄断机构管制与反欺诈中央管理局高级海关官员 Davide Tanzarella
博士，意大利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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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无害环境方式处置和销毁知识产权侵权商品——墨西哥案例
墨西哥工业产权局（IMPI）局长 Miguel Ángel Margáin 先生，墨西哥墨西哥
城

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协调知识产权执法
WIPO/ACE/12/5：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协调知识产权执法
−

亚美尼亚在协调知识产权执法方面的经验
亚美尼亚共和国知识产权局（AIPA）版权及相关权司司长 Kristine Hambaryan
女士，亚美尼亚埃里温

−

协调知识产权执法：《智利国家工业产权战略》的一个核心目标
国家工业产权局国际事务与公共政策司法律顾问 Eileen Frodden 女士，智利首
都圣地亚哥

−

知识产权保护与构建知识产权文化：中国上海市的做法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SIPA）副局长芮文彪先生，中国上海

−

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国内协作，坚决打击中国知识产权侵权——全国打击知识产
权侵权和假冒领导小组的工作
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胜利
先生，中国北京

13:00-15:00

午餐

15:00-18:00

WIPO/ACE/12/5：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协调知识产权执法（续）
−

日本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法律和业务方面
日本特许厅（JPO）国际合作科科长星野和男先生，日本东京

−

协调知识产权执法——纳米比亚《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风尚战略计划》的重要
支柱
商业和知识产权局（BIPA）最高行政长官 Tileinge S. Andima 先生和知识产权
代理执行主任 Ainna Vilengi Kaundu 女士，纳米比亚温得和克

−

东南亚国家联盟在知识产权执法方面的区域合作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IPOPHL）主管宣传、政策、国际关系和执法的副局长阿
兰·吉菩提（Allan Gepty）先生，菲律宾达义市
知识产权执法协调和泰国皇家警察的作用
泰国皇家警察中央调查局防范经济犯罪司总监（调查）CHARAVIT
CHAVALITPHONGPUN 上校（博士），泰国曼谷

−

协调土耳其的版权执法
文化旅游部版权总局国际关系组协调员及版权专家 Belgin Aslan 女士，土耳其
安卡拉

−

越南的知识产权执法协调情况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作用
越南国家知识产权局（NOIP）行政事务办公室主任陈励鸿博士，越南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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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讨论
主持人： 墨西哥工业产权局（IMPI）局长 Miguel Ángel Margáin 先生，墨西哥
墨西哥城
18:00

“吸引观众树立尊重意识——提高认识的各种活动”展览开幕式暨招待会

2017 年 9 月 5 日，星期二
10:00-13:00

工作计划 A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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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效的法庭程序
WIPO/ACE/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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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效的法庭程序
−

埃及解决知识产权争议的有效的司法程序
阿勒旺大学地区知识产权研究所所长、法律系商业法教授 Hossam El-Saghir 博
士，埃及开罗

−

巴拿马知识产权领域的有效的法庭程序
最高法院院长 José Eduardo Ayú Prado Canals 先生,巴拿马巴拿马城

−

向瑞士联邦专利法院提起诉讼的效率和效益
联邦专利法院院长 Dieter Brändle 博士，瑞士圣加伦

小组讨论
主持人：比利时安特卫普上诉法院法官、卢森堡比荷卢法院法官 Sam Granata 先生
知识产权执法和国际私法
WIPO/ACE/12/7：知识产权法与国际私法的交集——指南草案执行摘要
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前法官 Annabelle Bennett 博士，澳大利亚悉尼，和上诉法院兼
卢森堡比荷卢法院法官 Sam Granata 先生，比利时安特卫普
WIPO/ACE/12/8：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执行知识产权方面的工作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HCCH）高级法律干事赵宁，荷兰海牙
处理网上知识产权侵权的制度性安排
WIPO/ACE/12/9：网上商标侵权处理办法研究报告
牛津大学研究员兼国王学院客座教授 Frederick Mostert 博士，联合王国伦敦
WIPO/ACE/12/10：关于处理在线侵权的知识产权政策和体制的制度性安排
−

意大利在打击互联网知识产权侵权方面的经验
财政警察机构知识产权保护特别行动单位负责人 Vincenzo Tuzi 警监，
和农业、食品、林业政策部农产品司质量控制和反欺诈中央督察（ICQRF）
Stefano Vaccari 博士，意大利罗马

−

大韩民国为解决网上假冒商品扩散所作的制度性安排
韩国特许厅（KIPO）多边事务司助理司长 Lim Junyoung 先生，大韩民国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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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5:00

−

15:00-18:00

WIPO/ACE/12/10：关于处理在线侵权的知识产权政策和体制的制度性安排（续）
−

午餐

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案件诉讼的挑战：泰国总检察长办公室的观点
总检察长办公室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诉讼司检察官 Duangporn Teachakumtorn
女士，泰国曼谷

−

网站屏蔽禁令：联合王国的经验
英格兰及威尔士高等法院大法官庭专利法庭法官 Richard Arnold 先生，伦敦

−

打击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制度性安排——欧洲刑警组织的经验
3

欧洲刑警组织（Europol）打击知识产权犯罪协调联盟（IPC ）团队负责人
Chris Vansteenkiste 先生，荷兰海牙
−

减少网上盗版的跨行业自愿措施美国电影协会（MPAA）欧洲、中东和非洲法律
部副主任、高级法律顾问 Geerart Bourlon 先生，布鲁塞尔

小组讨论：
主持人： 牛津大学研究员兼国王学院客座教授 Frederick Mostert 博士，联合王
国伦敦
2017 年 9 月 6 日，星期三
10:00-13:00

工作计划 B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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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态度和行为
WIPO/ACE/12/11：欧洲公民与知识产权：观念、意识和行为
欧洲联盟知识产权局（EUIPO）欧洲知识产权侵权情况观察站主任 Paul Maier 先
生，西班牙阿利坎特
WIPO/ACE/12/12：产权组织树立尊重知识产权风尚的消费者调查工具包——检测态
度和评估宣传活动的有效性
潜能发挥研究服务中心消费者研究独立顾问、执行总裁 Mike Clubbe 先生，联合王
国特维克纳姆
产权组织成员国提高意识的具体产品或活动
WIPO/ACE/1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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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使安提瓜和巴布达青年树立尊重知识产权风尚开展的教育活动和知识竞赛
法律事务部知识产权和商务局（ABIPCO）局长 Ricki Camacho 女士，安提瓜和
巴布达圣约翰

−

埃塞俄比亚对知识产权重要性的意识宣传
埃塞俄比亚知识产权局（EIPO）局长 Mandefro Eshete 博士，埃塞俄比亚亚的
斯亚贝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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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风尚和提高小学生的认识：格鲁吉亚的一项重点教育工作
格鲁吉亚国家知识产权中心（SAKPATENTI）主任 Nikoloz Gogilidze 先生，格
鲁吉亚第比利斯

−

2016/2017 年度阿曼学校学生旅游及尊重知识产权知识竞赛
教育部创新与科学奥林匹克竞赛局局长，课程编制司教育专家 Maya Said
Al’Azri 博士，阿曼马斯喀特

−

树立大众尊重知识产权的风尚——秘鲁的经验
外交部、秘鲁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公使衔参赞
Cristóbal Melgar 先生

−

《真正的猎手》：一个教青少年学会尊重知识产权的游戏
林格校园大学研究员 Giada Marinensi 女士、Brunella Botte 女士和 Stefania
Barca 女士，意大利罗马

工作计划 C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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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PO/ACE/12/14：产权组织在知识产权执法领域提供的立法援助
产权组织秘书处
13:00-15:00

午餐

15:00-18:00

工作计划 D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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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讨论：各国经验
参加人： 商业和知识产权局（BIPA）最高行政长官 Tileinge S. Andima 先生，纳
米比亚温得和克（待定）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IPOPHL）主管宣传、政策、国际关系和执法的副局
长阿兰·吉菩提（Allan Gepty）先生，菲律宾达义市
国家知识产权局（AGEPI）法律司法律援助与合同登记处处长 Rodica
Popescu 女士，基希讷乌
马达加斯加工业产权局（OMAPI）法律服务处处长 Naharisoa Oby
Rafanotsimiva 女士，塔那那利佛
议程第 6 项：产权组织近期在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风尚方面的活动
WIPO/ACE/12/2：WIPO 近期在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风尚领域开展的活动
产权组织秘书处
议程第 7 项：ACE 的工作
议程第 8 项：通过主席总结

18:00

议程第 9 项：会议闭幕
[文件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