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办单位：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支持单位：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中国·上海
2016年11月17日至18日

第十三届上海知识产权国际论坛

“尊重知识产权 激励创新创造”国际会议



议  程



2016年11月17日，星期四

08:30 – 09:15 注册

开幕式09:15 – 09:30

09:30 – 09:50

主持人:

主旨发言

主持人:

演讲人:

发言人:

吕国强先生
上海市知识产权联席会议秘书长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局长
中国上海

杨雄先生

王彬颖女士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品牌与
外观设计部门副总干事

吴侨文先生
英国驻沪总领事馆总领事
中国上海

阿莉恰·亚当恰克女士
波兰共和国专利局局长
波兰华沙

格塔丘·门吉斯提·阿莱穆先生
埃塞俄比亚知识产权法律顾问、律师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马可西米利亚诺·圣克鲁斯先生
智利经济部国家工业产权局局长
智利圣地亚哥

上海市市长
中国上海

王彬颖女士

国家知识产权局高级代表
中国北京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高级代表
瑞士日内瓦

申长雨先生

米内利克·阿莱穆·格塔洪先生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特使
瑞士日内瓦

致辞人：

09:50 – 11:40 

主题一：
实现知识产权激励创新、
推动发展和增长的承诺

第1单元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怎样让各国
有能力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实现国家
发展目标

在全球知识经济中，创新和知识产权对于处在不
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在刺激经济增长、贸易和就
业方面都令人寄予厚望。实现知识产权的这一承诺需
要发掘刺激经济增长的各种新方式，把握全球创新和
创意产业带来的各种机遇。

承认知识产权处于创新–增长关系的核心，本节
将探讨各国在发展和实施全面、连贯和协调良好的国
家知识产权战略方面的经验。发言人将就以下方面交
流经验：

• 在各国知识产权制度处于不同状态的背景下，
将知识产权促发展的理念转为有实际益处的具体可持
续成果；

• 探讨知识产权政策选择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效果；以及

• 克服以下方面带来的挑战：资源有限，社会、
经济、文化、政治和法律制度多样，发展阶段不同，
利益有关方广泛且多样，技能、能力和知识要求各不
相同。



潘安略先生
罗思（上海）合伙人
中国欧盟商会知识产权工作组主席
中国上海

白金先生
法国驻华大使馆知识产权事务参赞

莎木西亚·卡玛鲁丁女士
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局长
马来西亚吉隆坡

菲利普·门德斯先生
澳大利亚昆士兰理工大学兼职教授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陈耀东先生
阿克苏诺贝尔亚太区知识产权总监
中国上海

玛哈·巴希特·扎基女士
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知识产权
与竞争力司司长
埃及开罗

罗格·坎普夫先生
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政府采购
与竞争司顾问
瑞士日内瓦

芮文彪先生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中国上海

刘健先生
中国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中国深圳

斯蒂芬云先生
德国蒂森克虏伯知识产权
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张志成先生
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副司长
中国北京

邢冬生先生
上海品牌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中国上海

云战友先生
内蒙古伊利集团创新中心副总经理
中国呼和浩特

11:40 – 12:00 商业领袖主旨发言

12:00 – 13:40 午餐

13:40 – 15:10 

-

发言人:

 

15:10 – 15:30 商业领袖主旨发言

15:30 – 16:00 茶歇

16:00 – 17:30 

主持人:

发言人:

第2单元
知识产权的商业化和利用

第3单元
开展国际合作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
风尚：行为主体是谁？关键议题有
哪些？知识产权服务于创新和创造的价值实现，也是技

术转让的重要基础。此外，知识产权资产可被企业用
来融资。本节旨在交流知识产权商业化方面的经验和
观点，包括：

• 企业怎样对知识产权进行战略性运用，以促
进企业发展；

• 怎样把知识产权交易用作技术转让的工具；
• 运转良好的知识产权融资制度有哪些基本要

素；以及
• 如何进行知识产权资产评估。

国际合作对实现合力及政策协调、努力建设尊重
知识产权的国际环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节的发
言人将分享他们对旨在促进互相理解、构建共同战略、
优化监管和执法体系并推动国内和国际协调的协调结
构的看法。

将就适合具体国情的宣传和教育策略开展交流，
还将探讨具体产业的公私伙伴关系，重点是发展方面
的关切，如企业的社会责任。

主持人:



格温纳迪·库派依先生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经济发展
与贸易部国家专利和信息中心
主任助理
塔吉克斯坦杜尚别

路易丝·范格鲁嫩女士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树立尊重
知识产权风尚司司长
瑞士日内瓦

何敏先生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
中国上海

米内利克·阿莱穆·格塔洪先生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问题部门
助理总干事
瑞士日内瓦

阿兰·捷普提先生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菲律宾达义

卢博斯·克诺特先生
斯洛伐克工业产权局前局长
斯洛伐克班斯卡比斯特里察

米格尔·安赫尔·马加因先生
墨西哥工业产权局局长
墨西哥墨西哥城

18:00 – 20:00 招待会

2016年11月18日，星期五

09:00 – 10:30 

主持人:

发言人:

主题二：
变化环境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审判

第4单元
各国在有效和新型知识产权执法机
制方面的经验

为了实现社会、经济和发展等目标，各国在知识
产权保护和公共利益方面的政策要取得适当平衡。然
而，实现适当的平衡是一项越来越难的任务，部分原
因是技术正以飞快的速度改变着数字领域。

本节将讨论知识产权执法针对不断增加的社会和
技术挑战而出现的进展。来自各国执法机构、知识产
权局和产业界的发言人将就以下方面交流观点、共享
经验：

• 为提供有效和适当的知识产权保护而进行的
立法改革；

• 创新措施或替代性措施，包括情报主导的程
序、专业化知识产权执法部门、跨机构协调、私营部
门合作和自愿机制；

• 建设负担得起、便于应用的框架，提供措施
便于小企业和个人主张其知识产权；以及

• 努力实现兼顾各方利益、顾及整体的知识产
权保护



閔銀珠女士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树立尊重知识
产权风尚司高级法律顾问
瑞士日内瓦

安娜贝勒·本内特女士
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前法官
澳大利亚

科林·比尔斯法官
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高等法院
英国伦敦

路易斯·哈姆斯先生
南非最高上诉法院前副院长
南非

杉浦正树法官
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
日本东京

李国泉法官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庭副庭长
中国上海

约阿希姆·博恩卡姆先生
德国联邦法院前审判长
德国

路易·何塞·迭斯·坎塞科
·努涅斯先生
安第斯法院前院长
秘鲁利马

陆光辉先生
新加坡贝克•麦坚时律师事务所
知识产权业务负责人、主管经理
新加坡

张为安先生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
保护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北京

海伦·莫斯巴克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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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处法律和政策事务干事
比利时布鲁塞尔

朱丹法官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中国上海

玛丽亚·罗伊娜·
莫德斯托–圣佩德罗法官
菲律宾马尼拉地区审判法院审判长
菲律宾马尼拉

10:30 – 11:00 茶歇

11:00 – 12:30

 

主持人:

发言人:

12:30 – 14:00 午餐

14:00 – 15:30  

主持人:

 

发言人:

 

15:30 – 15:45 闭幕式

第5单元
知识产权争议：怎样以有效和平衡
的方式予以最佳解决？

第6单元
知识产权审判和判例：
有哪些新问题？

有效的争议解决是高效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基本
组成部分。在本节中，发言人将讨论：

• 经济、法律传统和社会特点在设计知识产权
司法结构中的作用；

• 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处理技术问题的办法，目
的是加强程序的时间和成本效益，确保一致性，提供
对诉诸司法的保障；

• 一般法院和专门法院的优缺点；
• 避免小企业和个人受到无理诉讼威胁的策略；
• 法院在国家知识产权制度发展中的作用；以及
• 具有时间和成本效益的替代性争议解决选项。

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和数字化凸显了跨境保护对
于知识产权制度正常运行的重要性。含有跨境因素或
者其他新问题的知识产权案件在审判时的不确定性，
可能会导致不一致、耽搁和不必要的开支。

近期案例涉及数字环境特有救济、损害赔偿的计
算以及管辖问题等新出现的知识产权执法问题，发言
人将围绕这些案例展开讨论。



演讲嘉宾



主持人

吕国强
上海市知识产权联席会议秘书长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局长

开幕致辞

吕国强，现任上海市知识产权联席会议秘书长、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局长。曾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
产权庭庭长、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兼任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知识产权法研
究会会长，同济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审判业务专家”荣誉称号；当选“全
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 ” 、“ 全国知识产权保护 10 位最具影响力人物 ”；两次被英国《知识产权管理》杂志评为“ 全
球 50 位知识产权界最具影响人物 ”。



刘健
中国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中国深圳

斯蒂芬云
蒂森克虏伯知识产权公司首席执行官
德国埃森

主旨发言

刘健，男，1974 年出生 , 自 2005 年起一直担
任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刘健先生于 1996 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市场
营销专业 , 获得学士学位 ;1997 年加入中兴通讯。在
就任中兴通讯副总裁之前，刘先生历任中兴通讯营销
办事处总经理、北京分部主任等职，拥有丰富的电信
行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10 年的公关关系管理经验。

斯蒂芬云博士在波恩大学学习物理学、心理学及
宏观经济学，并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他职业生涯的
最初五年在麦肯锡公司度过。在创建并出售了两个自
己的企业（并售出）后，斯蒂芬先后在拜耳公司及丹
纳赫公司担任多项职务。他于 2011 年加入蒂森克虏
伯，在公司层面负责知识产权及服务，并同时是蒂森
克虏伯知识产权公司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他今年
47 岁，是三个儿子的父亲。



主持人

白金
法国驻华大使馆知识产权事务参赞
法国工业产权局驻华代表
中国北京

安娜贝勒·本内特法官
澳大利亚联邦法院
澳大利亚悉尼

米内利克·阿莱穆·格塔洪
WIPO全球问题部门助理总干事
瑞士日内瓦

作为法国工业产权局（INPI）在法国驻华大使馆
的代表，白金先生发展与机构的合作并在知识产权领
域支持法国企业。

在此之前，白金先生曾任法国国家反仿冒委员会
（CNAC）的联络员。法国国家反仿冒委员会由法国
工业部长担任的法国议会成员担任主席，该委员会是
公共和私营的合作伙伴的联盟，以促进信息交流，推
广最佳做法，协调行动，寻找专业人士之间的协议，
促进法律改革以及进行国际合作。他还作为专家参与
许 多 欧 盟 的 合 作 项 目，酩 悦•轩 尼 诗–路 易•威 登

（LVMH）的法律顾问，在许多商学院就创新的战略
保护作讲座，并在布拉格的法兰西学院教授法学课程。

白金先生是商业及知识产权法硕士、国际关系硕
士、公共事务硕士和管理硕士。

2016 年 3 月以前，安娜贝勒•本内特博士是澳
大利亚联邦法院法官，负责许多知识产权的一审和上
诉案件，并任澳大利亚联邦最高法院的兼职法官。在
澳大利亚联邦法院的任命之前，本内特博士是知识产
权方面的高级顾问。

本内特博士还曾任澳大利亚版权庭庭长、澳大利
亚国家卫生和医学研究理事会主席以及行政上诉法庭
委员。她的任命包括：邦德大学校长、体育仲裁庭仲
裁员、澳大利亚国家科技馆（Questacon）顾问委
员会成员、加文医学研究所成员、“ 女首席执行官 ”
组织成员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法律系顾问委员会成员。

助理总干事米内利克•阿莱穆•格塔洪（埃塞俄比
亚）分管 WIPO 全球问题部门。该部门集中了几项
处理跨领域问题的计划，包括：传统知识、传统文化
表现形式和遗传资源；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风尚；知
识产权与全球挑战以及对外关系。



閔銀珠
WIPO树立尊重知识产权风尚司高级法律顾问
瑞士日内瓦

潘安略
罗思（上海）合伙人
中国欧盟商会（EUCCC）知识产权工作组主席
中国上海

王彬颖
WIPO品牌与外观设计部门副总干事
瑞士日内瓦

閔銀珠女士，大韩民国国民，在树立尊重知识产
权风尚司带领开展政策和国际合作方面的工作，负责
促进就知识产权执法和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风尚开展
多边对话。她在担任现职前，曾任 WIPO 仲裁与调
解中心法律发展科科长。

閔女士拥有大韩民国首尔延世大学的法律博士学
位 和 瑞 士 日 内 瓦 高 级 国 际 关 系 及 发 展 研 究 院

（IHEID）的国际法证书，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
的富布莱特学者。她在 2000 年 2 月入职 WIPO 之前，
在延世大学法律系执教，并曾于 2013 年和 2014 年
任西江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

閔女士自 2011 年起成为药品专利池专家顾问组
的成员，并著有多本知识产权执法和争议解决方面的
出版物，在即将出版的《牛津知识产权法手册》（牛
津大学出版社）中，“ 知识产权跨境执法 ”一章由她
撰写。

王 彬 颖 女 士，中 国 国 民，1992 年 4 月 入 职
WIPO 国际局，2009 年 12 月被任命为副总干事，
负责品牌与外观设计部门，2014 年 12 月被再次任命，
获任第二个任期。

潘安略先生为跨国公司提供专业的争议和非争议
性知识产权服务和建议，尤其侧重于中国知识产权保
护的策略、诉讼及执行。他曾于 2013 年、2015 年及
2016 年获得过国际法律事务所颁发的国际劳工组织 -
客户推荐奖（ILO Client Choice Award），并获得亚
洲法律调查颁布的 2008 年、2009 年、2011 年、
2012 年和 2013 年“ 中国知识产权 - 杰出律师 ”荣誉。
曾被提名在中国知识产权法律 500 强刊物上，并被评
为 2011 年至 2016 年度世界商标纵览（WTR）1000
商标律师，同时也被《知识产权管理》杂志评选为

“2011 年和 2012 年专利诉讼 250 名杰出律师奖 ”和
“2012 年至 2016 年度杰出专利律师 1000 名录 ”。

在入职 WIPO 前，格塔洪先生是埃塞俄比亚常
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以及联合
国维也纳办事处和维也纳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他曾
任埃塞俄比亚驻瑞士特命全权大使、驻奥地利、保加
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非常驻）大使。他担任过
埃塞俄比亚外交部的法律顾问并出任过不同的外交岗
位。他曾是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的成员。

格塔洪先生拥有伦敦大学学院国际公法的硕士学
位和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法律系的学士学位。



 
发言人

品牌与外观设计部门负责 WIPO 商标、工业品
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SCT）框架下
国际法的发展。该部门还负责管理商标国际注册体系

（《马德里协定》和《马德里议定书》、工业品外观设
计国际注册体系（《海牙协定》）和原产地名称国际注
册体系（《里斯本协定》）。

王女士的学术背景主要在英语语言、通讯、交通
和法律方面。她上世纪 70 年代毕业于中国长沙的中
南大学，后从美国加州大学法学院（伯克利）获得法
律方面（含工业产权）的硕士学位。她还获得纽约哥
伦比亚法学院颁发的美国法文凭。

入职 WIPO 以前，王女士于 1975 年至 1980 年
在中国交通运输部工作，其间曾派驻坦桑尼亚共和国
和赞比亚。之后直至 1992 年，她供职于中国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局（SAIC）企业及外国公司注册司，还
供职于国家工商局下属机构中国商标事务所。

吴侨文于 1995 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次年任职于
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为准备于 2000 年作为政治
与经济领事首次赴任上海，他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
中文。

2003 年回到伦敦后，吴侨文先生担任了多项职
务，包括人权政策主管、领馆政策主管和英国外交部
长演讲撰稿人。2008 年至 2012 年间，他担任了英
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副总领事。过去三年里，他作为英
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负责中英在能源、科技与
创新、低碳、卫生及城市化等领域的关系。

阿莉恰•亚当恰克拥有法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
文题为“ 专利诉讼中专利律师的角色 ”。从波兰华沙
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她通过了法官考试，并且是一名

第1单元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怎样让各国有能力运用知识产权制度
实现国家发展目标

吴侨文
英国驻沪总领事馆总领事
中国上海

阿莉恰·亚当恰克
波兰共和国专利局局长
波兰华沙



专利律师、法律顾问和圣十字工业大学大学的助理教
授。目前，亚当恰克博士是欧洲专利局行政理事会和
预算及财务委员会成员，同时还是维谢格拉德专利局
行政理事会成员。她还担任波兰专利律师协会会长。

亚当恰克博士积极参与监管知识产权的法案的立
法工作。她是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及协会的成员，并
多次因其专业和社会活动以及投入备受赞誉。她发起
了许多措施，以普及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推动波兰
在国外的成就，促进知识从大学转移至产业，和支持
儿童、青少年和学生的知识产权教育。

格塔丘•门吉斯提 1990 年毕业于伦敦大学玛丽
女王西田学院知识产权法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他
推动埃塞俄比亚制定并实施了知识产权制度。埃塞俄
比亚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大都由他起草，他是埃塞俄比
亚知识产权局第一任局长，带领该局开展工作直至
2008 年 8 月卸任。

门吉斯提先生成功实施并推动实施了多个旨在加
强知识产权制度和推动非洲国家利用知识产权作为工
具促进发展的项目。他个人或与他人共同撰写了多本
知识产权及相关问题方面的著作，并经常在国家、地
区和国际论坛上就知识产权相关话题发言。

芮文彪，1992 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系，
获法学学士学位，1996 年获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
学位。1999 年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曾任上海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
委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审
判委员会委员。2015 年任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华东政法大学知产学院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知识产
权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马可西米利亚诺•圣克鲁斯先生自 2009 年 10 月
起担任智利国家工业产权局（INAPI）局长。在他任
职期间，INAPI 在智利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了关键作
用，并成为了PCT 20个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之一。

此前他曾在智利常驻世界贸易组织（WTO）使
团工作，主要负责 WIPO、WTO 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知识产权问题方面的工作。他曾担任两届
WIPO 专利法常设委员会主席（2008 年 6 月 -2011
年 5 月） 。在日内瓦之前，他曾于 1999 年至 2004
年担任智利多个自由贸易协定方面的知识产权小组首
席谈判代表。他还在智利国内外作过多次知识产权方
面的讲座，并在该领域发表过多篇论文。他目前是
WIPO PCT 工作组药品专利池专家顾问组以及南美 8
个知识产权局组成的统一论坛 PROSUR 的主席。

芮文彪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中国上海

马可西米利亚诺·圣克鲁斯
智利经济部国家工业产权局局长
智利圣地亚哥

格塔丘·门吉斯提·阿莱穆
埃塞俄比亚知识产权法律顾问、律师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张志成先生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的副司
长。他 1995 年开始在国知局工作。张志成先生牵头
和参与开展了国家知识产权局、教育部、商务部、
APEC 秘书处及其他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委托的多项
重要研究活动。他还在多份期刊上发表过知识产权方
面的文章，与他人合作翻译过许多学术著作，并著
有《知识产权战略研究》一书。2005 年至 2008 年间，
张志成先生参与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研究和制定工
作，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制定工作小组的主
要成员。

莎木西亚•卡玛鲁丁女士是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
（MyIPO）局长。她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起担任该职，
作为马来西亚局第一位女局长，成为该局史上的新里
程碑。卡玛鲁丁女士 1993 年开始在马来西亚局担任
知识产权方面的工作，在公共服务部门任职超过 34
年。在被任命为局长前，她曾担任过多个职位，包括
商标助理注册员、专利助理注册员、专利格式科科长
和工业产权局副局长，负责专利、商标、工业品外观
设计和地理标志的行政管理和注册工作。她的学术背
景为经济学、金融和银行业，获有美国新罕布什尔学
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卡玛鲁丁女士在知识产权行
政管理和战略方面经验丰富，她曾是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TPPA）知识产权方面的谈判代表，并自
1997 年起代表马来西亚参与东盟知识产权合作工作
组。她在马来西亚国内外发表过多篇有关知识产权和
新增长领域中的知识产权（如知识产权货币化和知识
产权估值）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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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成
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副司长
中国北京

莎木西亚·卡玛鲁丁
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局长
马来西亚吉隆坡



菲利普•门德斯先生是技术交易律师，有 25 年
为高校和其他技术所有人实现知识产权商业化的经
验。期间他常作为顾问，为高校和政府提供创新政策、
知识产权政策、技术转让最佳做法和改善商业化方面
的咨询意见。

他是昆士兰理工大学的兼职教授，在该校与
WIPO 合办的知识产权法硕士项目中教授知识产权管
理与商业化的课程。他受澳大利亚政府任命进入其知
识产权咨询理事会，六年多来参与理事会的工作，为
澳大利亚政府提供知识产权与创新政策包括政策和法
律变革方面的咨询和建议。

门德斯先生对政策和实施层面的创新、知识产权
及其管理和商业化问题都极富热情。

陈耀东律师曾在中国美国执业多年，是中美知识
产权法专家，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资深仲裁
员。长期致力于知识产权争议解决，战略安排和法律
法规建设，在专利和技术秘密的交易，管理和诉讼方
面有丰富经验。曾多次在国际会议上主讲中美知识产
权保护相关论题。参与主编的《知识产权新动向—实
务与精要》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菲利普·门德斯
澳大利亚昆士兰理工大学兼职教授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陈耀东
阿克苏诺贝尔亚太区知识产权总监
中国上海

邢冬生先生现任上海品牌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
任，专注于国内外品牌管理和品牌资本化运作。邢冬
生先生同时还任上海市商标协会副会长、上海市知识
产权协会副理事长、上海知识产权仲裁院专家委员、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理事、中华商标协会理事。邢冬
生先生曾任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监督管理处处
长，上海市著名商标认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他从事
商标管理和商标执法工作 30 余年，在指导中国企业
开展品牌培育、运营和保护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邢
冬生先生曾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国家版权局评选为“2010 年度全国知识产权保
护 10 名最具影响力人物 ”之一。

邢冬生
上海品牌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中国上海



云战友，男，现任内蒙古伊利集团创新中心副总
经理，兼任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事及下属乳酸菌
分会副理事长，国际乳联（IDF）专家委员会中国委员、
中国奶业专家库专家等职。目前主要开展乳品领域的
研究和开发工作，承担并完成国家、省、市和所在单
位各类科研项目 20 余项，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40
余篇，国内外会议报告 20 余次，申请专利 10 多项。
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省（部）及市级科
技奖 10 多项，并获得“ 中国乳业十大杰出科技人物 ”、
呼和浩特市“ 技术创新优秀人才奖 ”、内蒙古自治区

“333 人才引进工程首席专家 ”、“ 内蒙古科技创新杰
出人才 ”、“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 国
务院特殊津贴 ”等荣誉。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校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委员；法国巴黎第一大学
法学博士；主要从事知识产权基本理论、知识产权管
理、专利法、专利资源优化配置和职务发明制度的研
究；现为上海市人民政府知识产权咨询委员会咨询专
家；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兼职教授、合作博导；“ 中
国科技法学会 ”常务理事；上海仲裁委员会、武汉仲
裁委员会仲裁员。

在加入阿盟前，巴希特女士曾在苏丹司法部担任
法律顾问，以及文化信息部和苏丹文学艺术作品理事
会法律司司长。1995 年至 2000 年，她在改革苏丹
知识产权立法工作组和委员会，以及苏丹加入世贸组
织筹备委员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自 2000 年 3 月起，
她一直是 WIPO 学院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她参加并
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参加了许多地区和国际会议，并
就各种知识产权问题，以阿拉伯文和英文发表了多篇
论文，并举办了多场讲座。

云战友
内蒙古伊利集团创新中心副总经理

玛哈•巴希特，苏丹公民，拥有知识产权法博士
和版权立法硕士学位，于 2000 年 10 月任职于阿拉
伯国家联盟（阿盟）。她参与了在开罗的阿盟总部设
立知识产权部门的工作，该部门旨在与 22 个阿盟成
员合作，共同协调阿拉伯地区内所有知识产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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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哈·巴希特·扎基
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知识产权与竞争力司司长
埃及开罗 

何敏教授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
中国上海



路易丝•范格鲁嫩女士，南非最高法院大律师，
自 1996 年加入 WIPO。在此任命前，范格鲁嫩女士
曾任刑事法院检察官，教授过法律，并担任过南非专
利、商标、版权和外观设计注册员。除知识产权局的
管理工作外，她还担任过商标注册法庭的听证官，拥
有南非最高法院独任法官的司法权。

范格鲁嫩女士作为高级法律顾问加入 WIPO，应
英语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帮助他们制定在 TRIPS 方
面符合国际规范的法律。2002 年，她成为 WIPO 执
法与特别项目司副司长。2010 年，她被任命为该司
司长，该司现改名为树立尊重知识产权风尚司。她在
现在的岗位上，负责在 WIPO 执法咨询委员会的框
架下开展政策对话。该司负责开展的工作包括：为落
实《TRIPS 协定》第三部分向成员国提供法律援助；
开展针对执法官员的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以及针对司
法人员的研讨会；促进公众意识宣传和战略合作。她
还曾任在巴黎举办的第六届全球打击假冒盗版大会的
指导小组主席。

他此前的任职经历包括：塔吉克斯坦国立大学计
算机科学与控制理论助理讲师（1982 年 -1989 年）；
水 资 源 保 护 研 究 院 生 物 检 查 实 验 室 高 级 研 究 员

（1989 年 -1991 年）；以及塔吉克斯坦专利局自动化
部门负责人（1993 年 -1996 年）。库派依先生还曾
于 1996 年至 2010 年任塔吉克斯坦专利局第一副主
任，并参与塔吉克斯坦加入 WTO 的工作组所开展的
工作。

库派依先生 1989 年从莫斯科的俄罗斯石油天
然气国立大学获技术工程自动化博士学位。他有 50
多篇发表作品，并是欧亚专利组织 1996 年标志的
创作者。

格温纳迪•库派依先生目前任塔吉克斯坦专利局
主任助理。他自 2013 年起，还在杜尚别的罗蒙诺索
夫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知识产权课程。

路易丝·范格鲁嫩
WIPO树立尊重知识产权风尚司司长
瑞士日内瓦

罗格•坎普夫先生来自德国汉堡。他于 2004 年
5 月加入世贸组织，任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与竞争司
顾问。他负责秘书处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TRIPS）与公共卫生和执法领域以及知识产权相关
技术援助方面的工作。他目前还任TRIPS理事会秘书。

坎普夫先生 1998 年至 2004 年在欧盟委员会布
鲁塞尔总部以及其在日内瓦的常驻使团工作，负责
WTO 和 WIPO 的知识产权问题以及政府采购方面的
工作。在此之前，他曾参与在《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下就金融服务开展的谈判，并在汉堡大学担
任公法和欧洲共同体法律方面的助理。坎普夫先生有
汉堡大学的法律学位和巴黎国家行政学院的公共行政
管理学位。他发表过多篇关于欧盟和世贸组织法律的
文章。

罗格·坎普夫
世界贸易组织（WTO）知识产权
政府采购与竞争司顾问
瑞士日内瓦

格温纳迪·库派依
塔吉克斯坦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国家专利和信息中心
主任助理
塔吉克斯坦杜尚别



张为安先生现任美商 L Brands Inc. 董事长特别
顾问。他自 2006 年 3 月至 2014 年 4 月期间服务于
美商通用电气公司，担任总部驻亚洲地区高级知识产
权法律顾问。在此之前，他在美商强生公司服务了
17 年，于 1998 年 1 月派驻上海组建强生公司总部
驻亚洲地区法律办公室。其后，他为强生公司在华投
资企业组建并领导知识产权保护办公室。张为安于
2006 年 2 月辞去强生公司总部助理总法律顾问一职。

 
张为安是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

员会（简称“ 品保委 ”保委是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优质品）的创始成员之一，于 2003 年至 2013 年期
间被选任为品保委主席，并于 2010 年初至 2014 年
底担任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兼职副会长。张为安自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间，担任品保委的荣
誉主席。目前他担任品保委副主席。 

张为安于 2000 年至 2014 年期间曾多次针对完
善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及执法环境，当面及书面向
中国国务院领导提出建设性意见及建议，获得国务院
领导肯定。他的法律修改建议曾被写入中国产品质量
法、商标法与专利法内。他于 2007 年至 2014 年期
间无偿担任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专家顾问。张为安曾经
于 2006、2007、2008、2010、2011、2012、
2013 及 2014 年被英国知识产权管理杂志评为全球
知识产权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 50 人之一 , 并于 2012
年获得国际反假冒机构授予年度个人反假冒成就奖。
于 2016 年 10 月，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反假冒与产
品保护中心授予张为安年度品牌保护英雄奖。

阿 兰•捷 普 提 目 前 是 菲 律 宾 知 识 产 权 局
（IPOPHL）主管宣传、政策、执法与国际关系的副局长，
和该局在国家知识产权委员会（NCIPR）的代表。他
负责宣传、政策、国际关系和执法。

在任职于 IPOPHL 前，他是诉讼法、公司法和
投资法领域积极的法律执业者。2003年至2009年间，
他担任菲律宾工商联合会（PCCI）的公司顾问和助
理公司秘书，以及菲律宾港务局（PPA）私营部门技
术助理。

他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高级管
理课程。1997 年，他在马尼拉的圣贝达大学完成了
法律学位，同年通过了司法考试。他还在马尼拉圣道
顿马士（皇家）大学主修经济学专业，获得了商业学
士学位，于 1992 年以优等成绩毕业。他获得了“ 曼
努埃尔•奎松总统领导力奖 ”，在其担任红十字会青
年组织主席期间，该组织被授予“ 教宗利奥十三世社
群主义奖 ”。捷普提先生还是菲律宾大学法律中心强
制性持续法律教育（MCLE）系列讲座，以及菲律宾
司法学会（PHILJA）针对特别商业法院法官的研讨
会和培训班的知识产权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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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为安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北京

阿兰·捷普提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菲律宾达义



卢博斯•克诺特是斯洛伐克的知识产权专家，自
1996 年起就一直在知识产权领域工作。2012 年至
2016 年间，他担任了斯洛伐克共和国工业产权局

（IPO SR）局长。

克诺特先生于 1996 年加入 IPO SR，并在其秘
书处担任各种管理职务，包括总统助理和总统办公室
主任。2005 年至 2008 年，他在欧洲专利局（EPO）
维也纳分局担任了多个职位，在专利意识和技术合作
方面为 EPO 成员国提供帮助。2008 年至 2012 年，
他在商业领域十分活跃，专注于知识产权问题、项目
管理和外语。他还是 EPO 试点项目调整 PATLIB 中
心的外部顾问兼协调员，和“2009 年加入前援助文
书——阿尔巴尼亚 ”项目知识产权方面的 EPO 外部
专家。

克 诺 特 先 生 是 EPO 专 责 委 员 会 前 副 主 席
（2013-2015 年）。在其担任 IPO SR 主席期间，他代
表斯洛伐克出席 EPO 行政委员会、内部市场协调局

（OHIM）和 WIPO 大会的会议（2012 年起）。他是
斯 洛 伐 克 知 识 产 权 战 略 工 作 组 的 发 起 人 兼 主 席

（2016 年）、打 击 假 冒 和 盗 版 部 门 间 委 员 会 主 席
（2013 年起）、《知识产权》（Duševné vlastníctvo）
杂 志 编 辑 委 员 会 主 席（2012 年 起）和
SUPERBRANDS SK 品牌理事会成员（2014 年起） 。

米格尔•安赫尔•马加因先生作为律师处理知识产
权问题已有 20 多年。他以最高荣誉从泛美大学获得
法学学位，并有牛津大学的法律硕士学位，是英国文
化教育协会奖学金获得者。他曾受邀在多个国家和国
际论坛上发言，并在墨西哥多所大学任过知识产权法
教授，包括泛美大学、玛雅布大学和墨西哥自治科技
学院。

马加因先生曾任墨西哥政府机构间版权保护和工
业产权委员会的私营部门代表，并曾参与起草墨西哥
的国家反假冒计划。他是多个知识产权协会的活跃会
员，是墨西哥工业产权保护协会前主席和墨西哥美国
商会知识产权委员会副主席兼发言人。

马加因先生被专业刊物评为顶级的知识产权律
师， 如《世界商标评论》2011 年和 2012 年千人名录，
钱伯斯法律评级机构出版的《钱伯斯全球》2011 年
和 2012 年 名 录 与《钱 伯 斯 拉 丁 美 洲》2008 年、
2009 年、2010 年、2011 年和 2012 年名录。2007 年，
他获得英国 Informa Law 评选的“ 世界领导人国际
杰出人物奖（知识产权诉讼，拉美地区）”。

2013 年 1 月，马加因先生被任命为墨西哥工业
产权局局长，他也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知识产
权专家小组（IPEG）主席。

卢博斯·克诺特
斯洛伐克工业产权局前局长
斯洛伐克班斯卡比斯特里察

米格尔·安赫尔·马加因
墨西哥工业产权局局长
墨西哥墨西哥城



海伦•莫斯巴克女士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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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
律和政策事务干事。这个处受委托为欧盟市场和产业
界提供现代和透明的知识产权监管框架，以使新创企
业和现有公司能在内部市场跨境实现知识产权资产的
增值、投资和利用，从而在整个欧盟经济中刺激创新。

在加入欧盟委员会以前，莫斯巴克女士是一名私
人执业的知识产权律师，并也为欧盟知识产权局

（EUIPO）工作。她还担任过阿利坎特律师学会社区
法专家律师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作为同行评审和作
者与《牛津知识产权法律实务期刊》有过合作，在其
他专业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并就多个知识产权相关的
话题作过发言。

约阿希姆•博恩卡姆先生刚刚退休，退休前是德
国卡尔斯鲁厄联邦法院法官。他是德国人，先后在弗
莱堡大学、慕尼黑、洛桑（瑞士）和牛津（三一学院
法律系）接受法学教育，并从弗莱堡大学获得博士学
位。2013 年，圣加仑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1989 年，博恩卡姆博士被任命为卡尔斯鲁厄上
诉法院（知识产权 [ 包括专利 ]、反不正当竞争和卡
特尔法处）法官。1996 年，他被任命为联邦法官和
联邦法院成员。2006 年至 2014 年，他任第一民事
庭（知识产权、不正当竞争）审判长，2013 年，他
还兼任反托拉斯分庭的审判长。2005 年至 2010 年，
博恩卡姆博士任总部在伦敦的欧洲竞争法法官协会

（AECLJ）会长。

2000 年 3 月，博恩卡姆博士被弗莱堡大学授予
名誉教授头衔。他作为共同作者出版的作品有：
Köhler/Bornkamm，UWG（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35 版，2017 年；Langen/Bunte，Kommentar 
zum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Kartellrecht

（德 国 和 欧 洲 竞 争 法 评 论），第 12 版，2014 年；
Ahrens，Der Wettbewerbs-prozess（竞争案件诉
讼），第 8 版，2017 年。2014 年起，他是《GRUR（知
识产权）》杂志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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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莫斯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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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政策事务干事
比利时布鲁塞尔

阿希姆·博恩卡姆
德国联邦法院前审判长
德国



路易•何塞•迭斯•坎塞科•努涅斯先生从乔治•华
盛顿大学法学院获硕士学位，从秘鲁天主教大学获法
律学士学位，他曾是富布莱特学者和汉弗莱学者，曾
任秘鲁天主教大学法学院教授，在竞争与知识产权法
硕士项目中教授竞争法、不正当竞争、广告法和国际
贸易课程。他还是太平洋大学研究生院知识产权与竞
争法课程的教授。

迭斯•坎塞科教授是安第斯共同体法院的院长兼
法 官。他 还 是 秘 鲁 国 家 竞 争 和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局

（INDECOPI）及其知识产权庭竞争辩护庭的成员。
他曾作为国际官员在 WIPO、贸发会议和安第斯共同
体秘书处工作，并担任过秘鲁总理办公厅世界银行竞
争力项目的总协调人。

迭斯•坎塞科教授曾在马普知识产权研究所、圣
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
和美国大学法学院做过访问学者。他为几乎所有拉美
竞争和知识产权机构做过咨询，并在全世界多所大学
做过演讲。

陆光辉先生是贝克•麦坚时律师事务所（新加坡）
的主管经理。他在争议和非争议性知识产权事宜、诉
讼和仲裁领域有超过 20 年的从业经验。陆先生还提
供知识产权商业利用方面（尤其是药品和媒体行业）
的咨询。他是新加坡版权审裁处的指定成员。他曾在
国际商标协会的董事会任职，并曾是执行委员会成员。
陆先生获得世界领先的业界和法律出版物的认可。《亚
洲法律杂志》指出，他“ 总能迅速提供优秀的咨询意
见，他以客户为重，对所从事的业务领域了熟于
胸 ”。《知识产权管理》杂志评选他为新加坡知识产
权之星，指出他“ 作为知识产权诉讼律师，能给人留
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

罗娜•圣佩德罗法官获得过司法杰出人物奖，是
菲律宾商业法院和家庭法院的法官。她在菲律宾司法
学院和亚典耀法学院担任教授级讲师，在菲律宾国内
外就范围广泛的多个话题作过讲座。她目前是最高法
院商业法院和知识产权诉讼程序规则分委员会的成
员。她撰写过《企业重组程序》和《知识产权诉讼新

路易·何塞·迭斯·坎塞科·努涅斯
安第斯法院前院长
秘鲁利马

陆光辉
新加坡贝克·麦坚时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业务负责人、
主管经理
新加坡

玛丽亚·罗伊娜·莫德斯托–圣佩德罗法官
菲律宾马尼拉地区审判法院审判长
菲律宾马尼拉



朱丹先生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法
学博士，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库专家，上海市知识产权
咨询专家，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
知识产权研究会常务理事，华东政法大学、上海财经
大学、上海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知识产权
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曾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委员、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审结的多起重大
案件、新类型案件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或入
选最高人民法院评选的年度“ 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十大案件 ”。

科林•比尔斯法官是英格兰和威尔士高等法院的
法官。他 1990 年成为英国律师，在知识产权法领域
执业。他 2003 年 -2008 年被任命为专利、商标和外
观设计局局长常年法律顾问，并于 2008 年成为皇家
大律师。2010 年，他离开律师界，成为专利郡法院
新任法官和英国版权审裁处主席。他被任命在专利郡
法院（现为知识产权企业法院（IPEC））任职期间，
正是重大程序改革发生的时期。2013 年，科林•比尔
斯大法官被任命至高等法院。他在大法官庭任职，是
被推选进入专利法院的法官之一。

路易斯•哈姆斯法官是南非最高上诉法院的法官，
2011 年末作为副院长退任。他是伦敦中殿律师学院
的荣誉委员，是金融服务委员会上诉委员会副主席和
中非联合仲裁中心（上海 / 约翰内斯堡）仲裁小组成
员。他曾积极参与起草南非专利法、商标法、外观设
计法和版权法的某些方面。

程序规则要点》的手册，目前正在共同编写《人口贩
运问题帮助手册》。她参加过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知识
产权高级研究中心（CASRIP，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
的知识产权暑期学院和美国专商局举办的多个区域培
训课程。她还是加拿大联邦司法教育学院的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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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丹法官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中国上海

科林·比尔斯法官
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高等法院
英国伦敦

路易斯·哈姆斯
南非最高法院前副院长
南非



他曾任《巴黎公约》大会副主席（1995-1997 年），
并在《专利法条约》通过期间任工作委员会会议主席。
他编写了《知识产权执法：案例集》（WIPO，第 3 版，
2012 年）和《知 识 产 权 执 法 培 训 手 册》（WIPO，
2015 年）等，并为 WIPO 在以普通法传统为主的发
展中国家相关事宜上发挥顾问的作用。

李国泉，三级高级法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知
识产权庭副庭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香港大学
普通法硕士。先后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原上海市
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从事涉外商
事、海事、商事审判工作。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十
余年，所审理的多件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
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中国法院五十件典型案
件、全国法院优秀调解案例等。

杉浦正樹法官 1994 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法律系。
1996 年被任命为大阪地方法院助理法官，1998 年
-2000 年在东京地方法院任职。2000 年 -2002 年，
他任日本最高法院民事局律师。2002 年，他为越南
河内的法律和司法领域技术合作项目担任长期专家。
他 在 2004 年 被 任 命 为 东 京 地 方 法 院 助 理 法 官，
2006 年被任命为东京地方法院法官。在任札幌地方
家庭法院室兰分院负责人（2007 年 -2010 年）后，
他回到东京地方法院任职（2010 年 -2013 年），之
后任福岛地方 / 家庭法院磐城分院负责人（2013 年
-2016 年） 。2016 年，他被任命出任现职，成为日
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法官。

李国泉法官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
中国上海

杉浦正樹法官
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
日本东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