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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代表团在 WIPO 第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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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0 月 4 日）

谢谢主席。

我代表中国政府代表团，预祝大会在兹尼贝尔主席

的卓越主持下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总干事和秘书处为本

届大会召开所做的周到安排。

我们正处在一个危机与机遇并存的时代。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等全球性挑战，创新和知识产权比以往更加重

要。我们需要利用知识产权制度进一步激励创新，让知

识产权在应对疫情、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中发挥积极作

用，同时平衡知识产权保护和公众利益。在此背景下，

中国政府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成新一轮《专利法》《商

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修订，加快

制定“十四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推动知

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持续优化

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为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中方注意到，今年 WIPO 启动了新的中期战略计划

的实施，对本组织的使命、战略支柱及内部机构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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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优化调整，积极发展兼顾各方利益的知识产权生态系

统，同时加强与各成员国的联系。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并愿就 WIPO 框架下的相关事务和本届大会间的磋商内

容提出五点建议。

一是鼓励 WIPO 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发挥更加积

极的作用。

二是鼓励 WIPO 框架下的全球知识产权规则制定取

得积极进展；支持 WIPO 在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规则

制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就早日召开外观设计法条约大

会达成一致。

三是继续完善 WIPO 全球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将中

文等联合国相关官方语言纳入马德里体系和海牙体系；

更有效地维护用户数据安全，更好地服务全球创新主

体。

四是充分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关切，提升发展中国家

在 WIPO 决策机构中的代表性，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

技术援助，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能力建设。

五是进一步提高 WIPO 计划和预算等工作的透明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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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共 700 字）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大会

第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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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是创新和科技的成果，有助推动经济和

社会发展。在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支持下，中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全力以赴，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和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

在优化知识产权制度方面，原授专利制度于二○

一九年十二月推出，至二○二一年七月底，共收到 455

项申请。二○二一年六月，专利注册处批出首项原授

专利，标志着香港特区专利制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更好支持创科生态系统的蓬勃发展。

香港特区也会善用在专业服务方面的优势，发挥

贸易枢纽的角色，连系海内外企业，通过知识产权贸

易及商品化，驱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

我们期待与各位交流经验。谢谢！



Intervention by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the 62nd Series of Meetings of the

Assemblies of Member States of WIPO

Chairman, Director General, Excellencies and Delegat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the fruit of creativit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mote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National 14th Five-Year Pla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ong Kong SAR) of China is forging ahead to

develop into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and a

reg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ing centre.

To enhance 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the original grant patent

(OGP) system was launched in December 2019. By the end of July

2021, 455 OGP applications were received. In June 2021, the Patents

Registry granted the first patent under the OGP system. This marks a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tent system of the Hong Kong

SAR and reinforces our support for the robust development of th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ecosystem.

We will also capitalise on our advantages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

make the most of our role as a trading hub, and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among Mainland and overseas enterprises, in a bid to dri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ing and

commercialization.

We look forward to sharing and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s

experiences.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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