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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代表团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第六十三届成员国大会系列会议上的 

一般性发言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  申长雨 

（2022年 7月 14日） 

谢谢主席女士。 

我代表中国政府代表团，祝贺您当选大会主席，预祝

大会在您和副主席的卓越主持下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总干

事和秘书处为本届大会所做的周到安排。 

    首先，我想向大会通报一下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

最新进展。去年 9 月，中国政府发布了《知识产权强国建

设纲要（2021－2035 年）》，对未来 15 年知识产权事业发

展作出重大顶层设计，体现了中国政府不断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的坚定决心。今年 2

月 5 日，中国又加入了《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

定》和版权方面的《马拉喀什条约》，目前均已在华正式

生效实施，这体现了中国政府支持多边主义，进一步扩大

对外开放的坚定立场。 

今年是 WIPO 实施中期战略计划的第一年，中方对总干

事及其管理团队所开展的卓越工作表示赞赏，对 WIPO 所取

得的显著成就表示祝贺。中方和 WIPO 在对接中国知识产权

强国建设纲要和 WIPO 中期战略计划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合

作。去年双方联合举办了全球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国际会

Check Against Delivery



 

 
- 2 - 

议和国际版权论坛，今年还将联合举办传统知识保护国际

研讨会。我们期待这些合作为构建兼顾各方利益的知识产

权生态系统作出积极贡献。 

最后，中方愿就 WIPO 框架下的相关事务提出几点建

议。 

一、呼吁各国继续努力，共同推进联合国 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我们希望 WIPO 继续发挥专门机构的优势，运

用知识产权推进议程实现。 

二、维护以 WIPO 为核心的知识产权多边体系平稳运

行。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呼吁成员国展现更多

团结合作的精神，坚持协商一致的原则，妥善处理共同关

心的问题。 

三、继续完善 WIPO 全球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将中文等

联合国官方语言纳入商标马德里体系和外观设计海牙体

系，为全球市场主体和创新主体提供更为便利的服务。 

四、进一步完善 WIPO 的监督、审计体系，提高 WIPO

计划、预算执行等相关工作的透明度，方便成员国更好了

解和参与 WIPO的工作。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知识产权工作情况将通过书面

形式提交。 

谢谢主席女士。 

（发言结束）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大会

第 63 届系列会议

中国香港特区代表一分钟演说

主席、总干事、各位代表：

创新是应对挑战和驱动发展的上策，知识产权是

支撑创新的基石。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致力完善知识

产权制度。版权方面，我们正全速推进修订《版权条

例》的立法工作，以应对数码环境的挑战，符合香港

特区的社会和经济需要。专利方面，我们会进一步发

展香港特区的「原授专利」制度，加强实质审查的能

力，更好支持创新科技的发展。商标方面，我们正全

力为在香港特区实施马德里国际商标制度进行筹备工

作。



香港特区会发挥专业服务方面的优势，通过知识

产权贸易，支援区内战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助力实

现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的发展目标。

谢谢各位！



Intervention by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the 63rd Series of Meetings of the

Assemblies of Member States of WIPO

Chairman, Director General, Excellencies and Delegates,

Innovation is the best strategy for meeting challenges and

driving develop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the

cornerstone of innovatio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ong Kong SAR)

of China is dedicated to refining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On copyright, we are working full steam ahead on

legislative amendments to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and to meet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needs of the Hong Kong SAR. On the patent front,

we will further develop our original grant patent system and

strengthen our capacity in conducting substantive examination,

in a bid to better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On the trademark front, we are making intensive

preparations to implement the Madrid System for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of Marks in the Hong Kong SAR.

The Hong Kong SAR will assist in realizing the development

goals under the National 14th Five-Year Plan by leveraging our



advantages in providing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rategic and emerging industries in the

region through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ing.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