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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ACE/13/INF/3
原 文：英文
日 期：2018 年 9 月 12 日

执法咨询委员会
第十三届会议
2018 年 9 月 3 日至 5 日，日内瓦

建议时间表
秘书处编拟

2018 年 9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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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届会议商定的工作计划
工作计划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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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权组织成员国提高意识的具体产品或活动
WIPO/ACE/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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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罗地亚开展的中小学生提高意识活动
克罗地亚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Ana Rački Marinković女士，克罗地亚
萨格勒布



知识产权领域公共宣传工作：哈萨克斯坦的经验——全国反盗版运动
哈萨克斯坦司法部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Gulnara Kaken 先生，哈萨克斯坦阿斯
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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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借助社交媒体提升知识产权意识
泰国商务部知识产权厅中央行政办公室公共关系官员 Sasiwat Rattanaphan 先
生，泰国暖武里府



美利坚合众国知识产权公共意识宣传活动
美国专利商标局（美国专商局）政策与国际事务办公室执法高级顾问 Peter N.
Fowler 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



“正品”项目
西班牙国家商标保护协会（ANDEMA）总干事 José Antonio Moreno Campos 先
生，西班牙马德里



尊重©版权！——在学生中树立版权意识
瑞士音乐作者和出版商合作协会（SUISA）会员部主任 Claudia Kempf 女士，瑞
士苏黎世

13.00 – 15.00

午餐

15.00 – 18.00

小组讨论
主持人

联合王国知识产权局版权与知识产权执法司知识产权执法政策顾问
Elizabeth Jones 女士，联合王国纽波特

工作计划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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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执法与竞争法之间的相互影响
WIPO/ACE/13/5：知识产权执法与竞争法之间的相互影响


巴西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之间的交叉关系
巴西经济防务管理委员会专员 Paula Azevedo 女士，巴西巴西利亚



秘鲁的知识产权与反不正当竞争法
秘鲁国家保护竞争与知识产权局显著标志司司长 Ray Meloni 先生，秘鲁利马

小组讨论
主持人

产权组织转型与发达国家部副主任 Giovanni Napolitano 先生，瑞
士日内瓦

18.00

展览开幕仪式

2018 年 9 月 4 日，星期二
10.00 – 13:00

工作计划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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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执法协调
WIPO/ACE/13/6：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协调知识产权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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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如何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所涉政府机构及其权限
白俄罗斯国家知识产权中心法律与国际条约司副司长 Aliaksandr Zayats 先
生，白俄罗斯明斯克



“加强工业品外观设计保护，推动灯饰产业发展”——
中山古镇的知识产权保护之路
中国广东省中山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尹明，中国中山市



中国推进使用正版软件的工作经验
中国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执法监管处调研员郑良斌，中国北京



芬兰使用发送给个体的停止并终止函的最佳做法
芬兰教育与文化部文化艺术政策司版权政策及视听文化处政府顾问 Anna
Vuopala 女士，芬兰赫尔辛基



墨西哥打击软件盗版
墨西哥工业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司长 Irely Aquique Pineda 女士，墨西哥墨
西哥城



伊比利亚—美洲工业产权计划和发展促进计划（IBEPI）国家的执法体系
秘鲁国家保护竞争与知识产权局显著标志司司长 Ray Meloni 先生，秘鲁利马



韩国特许厅根据《反不正当竞争和商业秘密保护法》采取的行政措施
韩国特许厅（KIPO）知识产权调查司副司长 Hee Kyung Chung 女士，大韩民国
大田市



大韩民国知识产权侵权刑事侦查和诉讼
大韩民国法务部国际法律事务司检察官兼副司长 Sanghyun Kim 先生，大韩民国
首尔市



俄罗斯联邦如何制定机制确保遵守版权及相关权
俄罗斯文化部法律部门主任 Natalia Romashova 女士，俄罗斯莫斯科

13.00 – 15.00

午餐

15.00 – 18.00



乌干达知识产权执法协调情况
乌干达注册服务局注册局长 Bemanya Twebaze 先生，乌干达坎帕拉

小组讨论
处理在线知识产权侵权的制度性安排
WIPO/ACE/13/7：处理在线知识产权侵权的制度性安排


以色列拟议在线版权执法措施
以色列司法部知识产权法律司律师 Ayelet Feldman 女士，以色列耶路撒冷

WIPO/ACE/13/INF/3
第4页


联合王国与中介机构合作解决知识产权侵权的经验
联合王国知识产权局版权与知识产权执法司知识产权执法政策顾问 Elizabeth
Jones 女士，联合王国纽波特



加强以行业为主导减少知识产权侵权的努力——欧盟委员会的最新信息
欧盟委员会内部市场、工业、创业与中小企业总司知识产权与打击假冒处政策
官员 Natalia Zebrowska 女士，比利时布鲁塞尔

小组讨论
主持人

丹麦专利商标局（DKPTO）执法与反假冒主任 Barbara SuhrJessen 女士，丹麦措斯楚普

2018 年 9 月 5 日，星期三
10.00 – 13:00

工作计划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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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顾各方利益、全面而有效的知识产权争议解决方式
WIPO/ACE/13/8：知识产权与司法机关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CEIPI）司法培训经理兼欧洲专利诉
讼文凭主任 Xavier Seuba 副教授先生
WIPO/ACE/13/9：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损害赔偿的量化问题


对知识产权的损害的评估：哥伦比亚法律制度的观点
哥伦比亚工商监管局司法事务副总监 Jorge Mario Olarte Collazos 先生，哥
伦比亚波哥大



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的损害赔偿计算问题
安曼上诉法院法官 Nehad Al-Husban 博士法官，约旦安曼



假冒案件中的损失赔偿
摩洛哥王国商业上诉法院第一院长 Abderazzak Al Omrani 先生，摩洛哥卡萨布
兰卡



联合王国确定知识产权侵权的损害赔偿额的经验
联合王国高等法院知识产权企业法庭地区法官 Alan Johns 先生，联合王国伦敦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协会（AIPPI）经济救济量化研究报告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协会助理总报告人 Ari Laakkonen 博士，瑞士苏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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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讨论
主持人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司法培训经理兼欧洲专
利诉讼文凭主任 Xavier Seuba 副教授先生

工作计划 C 项：就产权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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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 – 15.00

午餐
工作计划 D 项：交流产权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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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咨委的任务授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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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改编产权组织培训材料《调查和起诉知识产权犯罪》的国家和地
区经验


以综合方法使用量身定制的培训材料培训执法机构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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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制产权组织培训材料《调查和起诉知识产权犯罪》以供约旦法官、公共检察
官和知识产权执法官员使用情况
安曼上诉法院法官 Nehad Al-Husban 博士法官，约旦安曼



经改编的产权组织培训材料《调查和起诉知识产权犯罪》在非洲地区知识产权
组织（ARIPO）成员国的使用
非洲地区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 Fernando dos Santos 先生，津巴布韦哈拉雷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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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产权组织近期在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风尚方面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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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程第 9 项：会议闭幕

[文件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