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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专利合作联盟（PCT联盟） 

大 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第 23次例会） 
2021 年 10月 4日至 8日，日内瓦 

《PCT 实施细则》拟议修正案 

国际局编拟的文件 

概 述 

1. 本文件载有依据 PCT 工作组（工作组）提交大会本届会议的建议作出的《专利合作条约（PCT）

实施细则》（《实施细则》）
1
的拟议修正案。 

拟议修正案 

2. 附件一载有工作组在 2020 年 10 月 5 日至 8 日举行的第十三届会议上建议的《实施细则》拟议修

正案。这些修正案涉及在 PCT 中实施产权组织标准 ST.26“关于用 XML（可扩展标记语言）表示核苷酸

和氨基酸序列表的推荐标准”（见文件 PCT/WG/13/8 以及文件 PCT/WG/13/14 的第 4 段和第 5 段）。 

3. 附件二载有工作组在 2021 年 6 月 14 日至 17 日举行的第十四届会议上建议的《实施细则》拟议

修正案。这些修正案涉及出现影响遵守《实施细则》规定期限的业务普遍中断时，加强对申请人和第

三方的保障措施（见文件 PCT/WG/14/11 以及文件 PCT/WG/14/18 的第 8 至 14 段）。 

                                              
1
  本文件所指的“条约……”和“细则……”是指 PCT 和《PCT 实施细则》（“《实施细则》”）中的条款，或者

拟修正或拟增加的这种条款，视情况而定。本文件所指“国家法律”、“国家申请”、“国家阶段”等，包括地区法

律、地区申请、地区阶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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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件三载有相关细则经修正后的“誊清”文本。 

生效和过渡性安排 

5. 建议大会通过与载于附件一和二的拟议修正案的生效和过渡性安排有关的以下决定： 

(a) 载于附件一的细则 5、12、13 之三、19 和 49 的修正案应于 2021 年 10 月 4 日至 8 日举行

的产权组织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第 25 次例会）决定的从产权组织标准 ST.25 向产权组织标准

ST.26 过渡之日生效（见文件 WO/GA/54/14）
2
，并应适用于国际申请日期为该日或该日之后的任

何国际申请。 

(b) 载于附件二的细则 82 之四的修正案应于 2022 年 7 月 1 日生效，并应适用于《实施细则》

规定的在该日或该日之后届满的任何期限。 

6. 请 PCT 联盟大会通过载于文件

PCT/A/53/3 附件一和二中的《PCT 实施细

则》拟议修正案，以及载于同一文件第 5

段的生效和过渡性安排。 

[后接附件] 

                                              
2
  产权组织标准委员会决定，建议所有工业产权局实施产权组织标准 ST.26的过渡日期（通常称为“大爆炸日期”）

应为 2022 年 1 月（见文件 CWS/5/7 Rev.1 以及文件 CWS/5/21的第 17 段）。文件 WO/GA/54/14请产权组织大会考虑将

该日期推迟至 2022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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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议增加和删除的内容分别通过在有关案文上加下划线和删除线的方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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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条  

说明书 

5.1   [无变化] 

5.2   核苷酸和/或者氨基酸序列的公开 

 (a)  如果国际申请包含一个或多个根据行政规程的规定应包括在序列表中的核苷酸和/或者氨基

酸序列的公开，说明书应包括符合行政规程规定的标准的序列表说明书序列表部分，并根据该标准将

其作为说明书的单独部分提交。 

 (b)  如果说明书序列表部分含有行政规程规定的标准定义的自由内容，则该自由内容也应用撰写

说明书所用的语言写入说明书的主要部分内。不应要求说明书序列表部分所包括的语种相关自由内容

写入说明书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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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条 

国际申请的语言和为国际检索和国际公布目的的译文 

12.1  所接受的国际申请的语言 

 (a)  [无变化]  提出国际申请应使用受理局为此目的所接受的任何一种语言。 

 (b)  [无变化]  每一个受理局对国际申请的提出应至少接受一种符合以下两条件的语言： 

 (i) 是国际检索单位所接受的语言，或在适用的情况下，是对该受理局受理的国际申请有权

进行国际检索的至少一个国际检索单位所接受的语言； 

 (ii) 是公布使用的语言。 

 (c) [无变化]  尽管有（a）的规定，请求书应以受理局为本款目的所接受的任何公布语言提出。 

 (d)  尽管有(a)的规定，本细则 5.2(a)所述说明书序列表部分包含的任何文字语种相关自由内容

应符合行政规程规定的标准以受理局为此目的所接受的语言提交。任何在本款下接受但在(a)下不接受

的语言应满足(b)的要求。受理局可以准许但不应要求语种相关自由内容根据行政规程的规定以一种以

上的语言提交。 

12.1 之二至 12.2   [无变化] 

12.3  为国际检索目的的译文 

 (a)  [无变化] 如果提出国际申请时所使用的语言不为进行国际检索的国际检索单位所接受，申请

人应自受理局收到国际申请之日起 1 个月内，向该局提交一份该国际申请的译文，其使用的语言应符

合以下条件： 

 (i) 是该检索单位接受的语言；和 

 (ii) 是公布使用的语言；和 

 (iii) 是受理局根据本细则 12.1（a）所接受的语言，除非国际申请使用的是公布的语言。 

(a 之二)  对于任何说明书序列表部分，(a)应仅适用于语种相关自由内容；任何语种相关自由内

容的译文应根据行政规程提供。 

 (b) （a）既不适用于请求书也不适用于说明书的序列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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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3(a)条，续] 

 (c)  [无变化]  在受理局根据本细则 20.2(c)给申请人发通知时，如果申请人尚没有提交根据(c)

所要求的译文，受理局应最好连同该通知一起，要求申请人： 

 (i) 在(a)规定的期限内提交要求的译文； 

 (ii) 如果没有在(a)规定的期限内提交要求的译文，则自通知之日起 1 个月内，或者自受理局

收到国际申请之日 2 个月内，提交要求的译文，而且在适用的情况下，缴纳(e)中所述的后提交费，两

个期限以后到期的为准。 

 (d)和(e)  [无变化] 

12.4   为国际公布目的的译文 

 (a)  [无变化]  如果提出国际申请时所使用的语言不是公布的语言，而且不需要根据本细则

12.3(a)提交译文，申请人应自优先权日起 14 个月内向受理局提供该国际申请的译文，使用受理局为

本款目的所接受的任何公布语言。 

 (a 之二)  对于任何说明书序列表部分，(a)应仅适用于语种相关自由内容；任何语种相关自由内

容的译文应根据行政规程提供。 

 (b)   (a)的规定既不适用于请求书，也不适用于说明书的序列表部分。 

 (c)  [无变化]  如果申请人没有在(a)规定的期限内提交该款所要求的译文，受理局应通知申请人

在自优先权日起 16 个月内提交要求的译文，而且在适用的情况下，缴纳(e)所要求的后提交费。如果

译文是受理局在根据前句规定发出通知之前收到的，应视为在(a)规定的期限届满前收到。 

 (d)和(e)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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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条之三 

核苷酸和/或者氨基酸序列表 

13 之三.1   国际检索单位的程序 

 (a)  如果国际申请包括了一个或多个根据行政规程的规定应包括在序列表中的核苷酸和/或氨基

酸序列的公开，为了国际检索的目的，国际检索单位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交符合行政规程规定标准的电

子形式的序列表，除非该电子形式的序列表已经能够由该国际检索单位以一种其能接受的形式、语言

和方式所获得，并且在适用的情况下，要求申请人于通知规定的期限内缴纳本款(c)所述的后提交费。 

 (b)  [删除]  如果至少国际申请的一部分是以纸件提出的，并且国际检索单位发现说明书不符合

本细则 5.2(a)的规定，为了国际检索的目的，该国际检索单位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交符合行政规程规定

标准的纸件形式序列表，除非该纸件形式的序列表已经能够由该国际检索单位以一种其接受的形式和

方式所获得，无论是否已经根据本款(a)要求提交电子形式的序列表，以及在适用的情况下，是否要求

申请人于通知规定的期限内缴纳本款(c)所述的后提交费。 

 (c)  根据(a)或(b)所述通知而提交序列表的，国际检索单位为其自身的利益，可以要求向其缴纳

后提交费，其数额由国际检索单位决定，但不应超过费用表第 1项所述的国际申请费的 25%，不考虑国

际申请超过 30 页部分每页的任何费用，但是后提交费只能根据本款(a)或(b)之一要求缴纳，而不能同

时根据上述两项要求缴纳。 

 (d) 如果申请人没有在(a)或(b)所述通知规定的期限内提交所要求的序列表和缴纳任何所要求的

后提交费，国际检索单位只需在没有序列表的情况下可以进行的有意义检索的范围内对国际申请进行

检索。 

 (e) 任何不包括在提出时国际申请中的序列表，无论是否是根据(a)或(b)所述通知提交的，还是

以其他方式提交的，均不能成为国际申请的一部分，但本款并不妨碍申请人根据条约第 34 条(2)(b)修

改涉及序列表的说明书。 

 (f) [删除]  如果国际检索单位发现说明书不符合本细则 5.2(b)，应通知申请人提交要求的改正。

申请人所提出的任何改正应比照适用本细则 26.4 的规定。国际检索单位应将改正送交受理局和国际局。 

13 之三.2 和 13 之三.3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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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条 

主管受理局 

19.1 至 19.3 [无变化] 

19.4   向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传送 

(a)  如果国际申请是向按照条约作为受理局的某一国家局提出的，但是，在下列情形下： 

 (i) 该国家局依照本细则 19.1 或者 19.2 无权受理该国际申请；或者 

 (ii) 该国际申请所使用的语言不是该国家局根据本细则 12.1(a)应接受的语言，或者说明书序

列表部分中语种相关自由内容所使用的语言不是该国家局根据本细则 12.1(d)应接受的语言，而是国

际局作为受理局依照该条细则所接受的语言；或者 

 (ii 之二) 整个或部分国际申请以该国家局不接受的格式提交，或者 

 (iii) 由于(i)、和(ii)和(ii-之二)项规定之外的任何理由，并征得申请人的授权后，国家局

和国际局同意适用本条的程序，则除(b)另有规定外，应认为该国际申请已被该国家局代表按本细则

19.1(a)(iii)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所受理。 

(b)和(c)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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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 条 

根据条约第 22 条的副本、译文和费用 

49.1 至 49.4  [无变化] 

49.5   译文的内容和形式要求 

 (a)  [无变化] 

 (a 之二)  如果序列表部分符合本细则 12.1(d)的规定，而且说明书符合本细则 5.2(b)的规定包括

以指定局为此目的所接受的语言提供的语种相关自由内容，任何指定局不应要求申请人向其提供包含

说明书序列表部分任何文字的译文，除非根据行政规程的规定，如果所包括的语种相关自由内容使用

的语言不是英文，则向数据库提供商提供已公布序列表的指定局可以要求提供说明书序列表部分的英

文译文。 

 (b)至(l)  [无变化] 

49.6   [无变化] 

[后接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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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 实施细则》拟议修正案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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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增加和删除的内容分别通过在有关案文上加下划线和删除线的方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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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2 条之四 

期限延误的宽免和期限的延长 

82之四.1   期限延误的宽免 

 (a) 任何相关当事人可以提交证据证明，其未能遵守本细则中所规定的向受理局、国际检索单

位、指定补充检索单位、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或者国际局办理手续的期限是由于在其居住地、营业地或

者逗留地发生的战争、革命、内乱、罢工、自然灾害、流行病、电子通信服务普遍不可用或者其他类

似原因造成的，并且已经在合理限度内尽快办理了相关手续。 

 (b) [无变化]这种证据应当在不迟于具体适用的期限届满后 6 个月，视情况提交至受理局、国

际单位或者国际局。如果对上述情况的证明能使收件机构满意，期限的延误应予以宽免。 

 (c) [无变化]如果在对期限延误作出宽免决定时，申请人已经履行条约第 22 条或者第 39 条的

行为，则指定局或者选定局不必考虑对期限延误作出的宽免。 

 (d) 提交证据的要求可由受理局、国际单位或者国际局按照该受理局、国际单位或者国际局规

定并公布的条件，视具体情况，予以免除。在这种情况下，利害有关的当事人必须提交一份声明，说

明未能满足期限的原因是该受理局、国际单位或国际局免除提交证据的要求的原因。该受理局或国际

单位应相应地通知国际局。 

82 之四.2   主管局的电子方式通信不可用 

(a) [无变化]任何国家局或政府间组织可以规定，如果由于该局或该组织所准许的任何电子方式通

信不可用而造成本细则中规定的在该局或该组织履行一项行为的期限延误，但该行为已在下一个所述

电子方式通信可用的工作日得到了履行，则应对该期限延误给予宽免。有关主管局或组织应公布任何

此类电子方式通信不可用的信息，包括不可用期间，并相应地通知国际局。 

 (b) [无变化]如果申请人在(a)款所述信息公布时，已向任何指定局或选定局履行条约第 22 条

或者第 39 条的行为，则该指定局或者选定局不必考虑根据(a)款对期限延误作出的宽免。 

82 之四.3   由于业务普遍中断而延长期限 

 (a) 任何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指定补充检索单位、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或者国际局，当其所

在国出现因细则 82 之四.1(a)所列事件而对该受理局的业务造成影响致其普遍中断的情况，因而妨碍

当事人在《实施细则》中规定的期限内向该受理局、国际单位或者国际局办理手续时，均可延长《实

施细则》中规定的当事人向该受理局、国际单位或者国际局办理手续的期限。该延长时间不得超过自

起始日期起的两个月。该受理局或国际单位应相应地通知国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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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2 条之四.3，续] 

 (b) 在依照(a)款延长期限后，该受理局、国际单位或国际局可根据情况需要再次延长期限。

在这种情况下，比照适用(a)款。 

 (c) 如果在(a)或(b)款所述信息公布时，任何指定局或者选定局的国家处理程序已经开始，则

该指定局或者选定局不必考虑根据(a)或(b)款作出的延期。 

[后接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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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条   

说明书 

5.1   [无变化] 

5.2   核苷酸和/或者氨基酸序列的公开 

 (a) 如果国际申请包含根据行政规程的规定应包括在序列表中的核苷酸和/或者氨基酸序列的公开，

说明书应包括符合行政规程规定的标准的说明书序列表部分。 

 (b)  不应要求说明书序列表部分所包括的语种相关自由内容写入说明书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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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条 

国际申请的语言和为国际检索和国际公布目的的译文 

12.1   所接受的国际申请的语言 

 (a)至(c)[无变化] 

 (d)  尽管有(a)的规定，说明书序列表部分包含的任何语种相关自由内容应以受理局为此目的所

接受的语言提交。任何在本款下接受但在(a)下不接受的语言应满足(b)的要求。受理局可以准许但不

应要求语种相关自由内容根据行政规程的规定以一种以上的语言提交。 

12.1 之二至 12.2   [无变化] 

12.3  为国际检索目的的译文 

 (a)  [无变化]  

(a 之二)  对于任何说明书序列表部分，(a)应仅适用于语种相关自由内容；任何语种相关自由内

容的译文应根据行政规程提供。 

 (b) （a）不适用于请求书。 

 (c) 至(e) [无变化] 

12.4  为国际公布目的的译文 

 (a)  [无变化] 

 (a 之二)  对于任何说明书序列表部分，(a)应仅适用于语种相关自由内容；任何语种相关自由内

容的译文应根据行政规程提供。 

 (b)   (a)的规定不适用于请求书。 

 (c)至(e)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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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条之三 

核苷酸和/或者氨基酸序列表 

13 之三.1   国际检索单位的程序 

 (a)  如果国际申请包括了根据行政规程的规定应包括在序列表中的核苷酸和/或氨基酸序列的公

开，为了国际检索的目的，国际检索单位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交符合行政规程规定标准的序列表，除非

该序列表已经能够由该国际检索单位以一种其能接受的形式、语言和方式所获得，并且在适用的情况

下，要求申请人于通知规定的期限内缴纳本款(c)所述的后提交费。 

 (b)  [删除] 

 (c)  根据(a)所述通知而提交序列表的，国际检索单位为其自身的利益，可以要求向其缴纳后提

交费，其数额由国际检索单位决定，但不应超过费用表第 1项所述的国际申请费的 25%，不考虑国际申

请超过 30 页部分每页的任何费用。 

 (d) 如果申请人没有在(a)所述通知规定的期限内提交所要求的序列表和缴纳任何所要求的后提交

费，国际检索单位只需在没有序列表的情况下可以进行的有意义检索的范围内对国际申请进行检索。 

 (e)  任何不包括在提出时国际申请中的序列表，无论是否是根据(a)所述通知提交的，还是以其

他方式提交的，均不能成为国际申请的一部分，但本款并不妨碍申请人根据条约第 34 条(2)(b)修改涉

及序列表的说明书。 

 (f)  [删除] 

13 之三.2 和 13 之三.3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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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条 

主管受理局 

19.1 至 19.3 [无变化] 

19.4  向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传送 

(a)  如果国际申请是向按照条约作为受理局的某一国家局提出的，但是，在下列情形下： 

 (i) 该国家局依照本细则 19.1 或者 19.2 无权受理该国际申请；或者 

 (ii) 该国际申请所使用的语言不是该国家局根据本细则 12.1(a)应接受的语言，或者说明书序

列表部分中语种相关自由内容所使用的语言不是该国家局根据本细则 12.1(d)应接受的语言，而是国

际局作为受理局依照该条细则所接受的语言；或者 

 (ii 之二) 整个或部分国际申请以该国家局不接受的格式提交，或者 

 (iii) 由于(i)、(ii)和(ii-之二)项规定之外的任何理由，并征得申请人的授权后，国家局和国

际局同意适用本条的程序，则除(b)另有规定外，应认为该国际申请已被该国家局代表按本细则

19.1(a)(iii)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所受理。 

(b)和(c)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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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 条 

根据条约第 22 条的副本、译文和费用 

49.1 至 49.4  [无变化] 

49.5   译文的内容和形式要求 

 (a)  [无变化] 

 (a 之二)  如果序列表部分符合本细则 12.1(d)的规定，而且包括以指定局为此目的所接受的语言

提供的语种相关自由内容，任何指定局不应要求申请人向其提供包含说明书序列表部分任何文字的译

文，除非根据行政规程的规定，如果所包括的语种相关自由内容使用的语言不是英文，则向数据库提

供商提供已公布序列表的指定局可以要求提供说明书序列表部分的英文译文。 

 (b)至(l)  [无变化] 

49.6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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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2 条之四 

期限延误的宽免和期限的延长 

82 之四.1   期限延误的宽免 

 (a) 任何相关当事人可以提交证据证明，其未能遵守本细则中所规定的向受理局、国际检索单

位、指定补充检索单位、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或者国际局办理手续的期限是由于在其居住地、营业地或

者逗留地发生的战争、革命、内乱、罢工、自然灾害、流行病、电子通信服务普遍不可用或者其他类

似原因造成的，并且已经在合理限度内尽快办理了相关手续。 

 (b)和(c) [无变化] 

 (d) 提交证据的要求可由受理局、国际单位或者国际局按照该受理局、国际单位或者国际局规

定并公布的条件，视具体情况，予以免除。在这种情况下，利害有关的当事人必须提交一份声明，说

明未能满足期限的原因是该受理局、国际单位或国际局免除提交证据的要求的原因。该受理局或国际

单位应相应地通知国际局。 

82 之四.2   [无变化] 

82 之四.3   由于业务普遍中断而延长期限 

 (a) 任何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指定补充检索单位、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或者国际局，当其所

在国出现因细则 82 之四.1(a)所列事件而对该受理局的业务造成影响致其普遍中断的情况，因而妨碍

当事人在《实施细则》中规定的期限内向该受理局、国际单位或者国际局办理手续时，均可延长《实

施细则》中规定的当事人向该受理局、国际单位或者国际局办理手续的期限。该延长时间不得超过自

起始日期起的两个月。该受理局或国际单位应相应地通知国际局。 

 (b) 在依照(a)款延长期限后，该受理局、国际单位或国际局可根据情况需要再次延长期限。

在这种情况下，比照适用(a)款。 

 (c) 如果在(a)或(b)款所述信息公布时，任何指定局或者选定局的国家处理程序已经开始，则

该指定局或者选定局不必考虑根据(a)或(b)款作出的延期。 

[附件三和文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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