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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大会
第四十五届会议(第 24 次特别会议)
2014 年 5 月 8 日和 9 日，日内瓦

报

告

经大会通过

1.

本大会涉及议程(文件 A/53/1)的下列项目：第 1、2、3、4、5 和 6 项。

2.

除第 4 项外，关于上述各项的报告均载于总报告(文件 A/53/3)。

3.

关于第 4 项的报告载于本文件。

4.

大会主席拜依维·凯拉莫大使(女士)(芬兰)主持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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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第 4 项：
审议召集一次通过外观设计法条约的外交会议
5.

讨论依据文件 WO/GA/45/2 进行。

6.

日本代表团代表 B 集团发言，对本届大会未能就召开外交会议达成一致表示遗憾，认为条文草

案和细则草案的案文在法律上已经成熟，应推动召开外交会议。代表团指出，本届会议上有一个平衡的
解决方案，即以公平的方式考虑到条约的所有可能要素，但并不决定具体要素的形式。但令人遗憾的是，
有些代表团对召开外交会议施加条件，使大会无法向前推进。代表团指出，B 集团完全接受大会决议原
来的版本，包括关于 2014 年日内瓦外交会议的那项。代表团重申召开外交会议的意愿，强调这将简化
并加强外观设计注册手续和程序，并使用户、特别是中小型企业(SME)受益，不论各成员国的发展程度
如何。代表团敦促成员国未来继续寻求解决方案，重申技术援助对实施条约的重要性，希望就此达成共
识。代表团也重申了以高效的方式实施条约的重要性。
7.

捷克共和国代表团代表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CEBS)发言，感谢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

志法律常设委员会(SCT)为当前《外观设计法条约》(DLT)草案投入的努力和工作，特别是就技术援助和
能力建设事项所取得的显著进展。代表团进一步感谢 SCT 所有成员为此付出的积极努力。代表团宣称
CEBS 集团高度重视 DLT 的通过，这将简化并整合外观设计注册手续及程序，使所有用户受益，并将在
该领域创造一个现代、灵活、对用户友好的国际框架。代表团强调多个区域的用户都在期待该条约，并
将其列为高度优先事项。代表团指出，CEBS 集团认为，SCT 已经成功完成了大会就 DLT 授予它的任务，
草案目前已达到一种如果在专家层面继续谈判将会削弱其案文的状态。代表团注意到就条约草案的实质
部分已达成妥协，CEBS 集团认为，成员国无法让步将使各区域的用户深受其害，错失解决重要问题的
良机。代表团重申 CEBS 集团愿在未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以开放态度消弭分歧，以便使 9 月的大会就 DLT
外交会议的召开行成积极的决定。
8.

肯尼亚代表团代表团非洲集团发言，称尽管未能形成共识，仍对大会主席及所有成员国的参与

表示感谢，并赞赏向前推进的总体精神。代表团对本届会议未达成一致表示遗憾，指出非正式磋商的政
治精神不允许向前推进。代表团指出，非洲集团坚持将能力建设条款作为 DLT 一部分的立场，它注意到
其他代表团在此议题上的不同立场，认为此问题应在外交会议召开前得到解决。代表团表示，在决定召
开外交会议前解决此问题将确保会议取得成功并以高效及时的方式完成工作。非洲集团重申将通过建设
性地参与促进就此事项达成共识。
9.

乌拉圭代表团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GRULAC)发言，表示愿意继续在 9 月的下届大会

为召开通过 DLT 的外交会议促成共识。代表团重申，愿在下届大会召开前的讨论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正
如在 SCT 上届会议所声明的，GRULAC 认识到未来的条约对所有成员的潜在好处，因此重申其坚定信念，
即案文必须包含确保向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家(LDC)提供技术援助和国家机构能力建设的条款，不论这
些活动以什么方式得到落实。
10.

孟加拉国代表团代表亚洲及太平洋集团(ASPAC)发言，表示令该集团感到失望的是就 DLT 又未形

成共识。代表团称该集团对召开外交会议不持任何异议，但是由于技术援助对所有国家都至关重要，它
支持在案文的主体内容中有关于技术援助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
11.

代表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的欧洲联盟代表发言，对主席的领导才干和奉献精神表示赞赏，对两

位副主席及秘书处为大会所做准备表示感谢。令该代表深感遗憾的是，尽管机会之窗近在咫尺，DLT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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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案文也明显成熟，大会还是未能就召开制定 DLT 的外交会议达成共识。该代表指出 DLT 草案是数百
位专家多年来的集体成果，代表着巨大的进展，该代表提醒说，所有代表团都曾表示赞同召开外交会议
的原则。该代表认为共识难求仅是由于为数不多的代表团所关切的单一问题。关于未来的讨论，该代表
邀请大会保持几乎导致大功告成的远大雄心，以保存共同的成果。最后，该代表诚挚希望，目前的僵局
将被打破，下届大会将形成一致立场，尽早在切合实际的时间召开外交会议。
12.

埃及代表团代表发展议程集团(DAG)发言，感谢主席努力就此问题引领磋商，并感谢大会通过的

决议。代表团指出，发展议程集团希望强调全面落实 WIPO 发展议程分别关于技术援助、能力建设和准
则制定的提案集 A 和提案集 B 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说，DLT 应该兼容并包，成员驱动，考虑 WIPO 成
员国的不同发展水平以及对 WIPO 成员国的成本和收益的平衡。发展议程集团赞赏 SCT 为推进 DLT 草案
案文所开展的工作，该案文包括关于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条款/决议的草案。就此来说，发展议程集团
支持召开外交会议，通过包括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关于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的条款的 DLT，这将有助于发
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认识条约的目标，创造公平的环境，并确保 WIPO 各成员国之间的平衡。
13.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感谢主席的工作和努力，为大会通过的决议感谢所有代表团，并表示支持非

洲集团所做发言。代表团说技术援助应该是 WIPO 任何条约的基石，这是该组织而不是成员国所应承担
的义务。为此，代表团强调有必要在条约中包括关于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的条款，但表示对于表述此需
求的措辞持灵活态度。最后，代表团期望未来的非正式磋商应更具包容性，并向所有感兴趣的代表团开
放。
14.

匈牙利代表团赞同 CEBS 集团和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的发言。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一样，对大会

本届特别会议未就外交会议的召开达成积极决议而深感遗憾。代表团提醒其他代表团，是否召开通过
DLT 的外交会议将第四次纳入大会议程，且关于 DLT 的谈判已进行多年。代表团赞成其他多个代表团的
观点，
即 DLT 草案的案文已经足够成熟，
可召开外交会议，草案案文是对世界各地设计者的需求的回应。
代表团说缔结 DLT 将填补有利于设计者和专利、商标等其他知识产权权利用户的国际框架的空白，商标
和专利用户长期以来通过《专利法条约》和《商标法新加坡条约》受益于统一的手续。此外，代表团强
调统一外观设计法的手续将有利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的申请人和用户，使他们中
的任何人在国外寻求外观设计保护时更加容易。代表团还认为经过 SCT 各届会议以及大会往届会议的广
泛讨论，所有代表团应该相信 WIPO 将会继续在外观设计领域提供技术援助，特别是对 DLT 的实施提供
技术援助。最后，代表团希望 2014 年 9 月的大会上，所有代表团将以开放的心态和建设性的精神出席
会议，并将最终做出决定，召开外交会议，通过 DLT。
15.

科特迪瓦对非洲集团的发言表示支持，对未能就召开外交会议达成共识表示遗憾。代表团充分

认识到知识产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根本作用，称科特迪瓦将在 2020 年成为新兴国家，因此密切关注
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工作及其对发展的影响。代表团称，由于缺乏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该国深受
其害，特别是纺织业和创意产业，两家最大的纺织厂因深受假冒之苦已然倒闭。最后，代表团说科特迪
瓦需要打击假冒的手段，和获得公平公正的支持所需的能力建设。代表团希望 WIPO 能够记住这一点。
16.

希腊代表团支持欧盟及其成员国、B 集团的发言。代表团注意到 SCT 在过去几年的系列会议上精

心审议了关于外观设计法手续的条约草案案文，认为这些会议的成果已经足够成熟，能够作为基本提案
向外交会议提交，案文包括虑及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实施条约所需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等条款。
有鉴于此，很难理解为什么外交会议的召开必须以技术援助条款的存在为前提。尽管代表团就技术援助
条款的性质持灵活态度，考虑到案文已经成熟的事实，代表团称阻止就召开外交会议做出决定是站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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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的。代表团补充道，任何协调和改进知识产权制度的努力都不应受阻，它对大会未达成积极决定感到
遗憾。
17.

波兰代表团感谢 SCT 为 DLT 当前草案所投入的努力和辛勤工作，特别是在 3 月的上届会议就技

术援助和能力建设事项取得的显著进展。代表团赞赏 SCT 所有成员对此的积极参与，并对欧盟及其成员
国和 CEBS 的发言表示支持。代表团认为，3 月的 SCT 会议已就条约和细则的实质内容取得显著进展，
委员会已完成其使命，且案文已经成熟到足以结束工作的程度。因此，进入下一阶段——外交会议的时
机现已成熟。
关于技术援助是作为条款纳入条约还是以决议的形式另行规定，代表团持灵活态度。
然而，
关于此事的一致意见不能作为召开外交会议的前提。代表团指出，DLT 将简化并整合使所有用户受益的
外观设计注册手续和程序，并将在本领域创造一个现代、灵活、对用户友好的国际框架。各区域的用户
对条约期待已久，条约是他们的高度优先事项。代表团指出，此次已经丧失了就重要事项向前推进的良
机，它对 WIPO 大会再次未就召开制定 DLT 的外交会议取得共识感到遗憾，希望下届大会能够打破目前
的僵局。
18.

加拿大代表团赞赏主席为就该重要事项达成共识所提供的帮助，宣布愿意接受主席提议的决议

案文。代表团回顾其一直对 DLT 持支持态度，称尽管支持就 DLT 召开外交会议，并同意在外交会议上就
技术援助条款进行谈判，但反对承诺将此条款作为召开外交会议的前提条件。考虑到这将引出一个系统
性问题，代表团指出外交会议的召开，应该是以全面的方式审议整个案文为基础，而不是为某个要纳入
条约的特定要素所做承诺而召开。代表团忆及曾尽可能地以灵活态度参加 2013 年 12 月大会，试图展现
必要的灵活性以符合当时广泛的选择和立场，在 SCT 于 2014 年 3 月召开的上届会议上，它宣称将为缔
结 DLT 全力以赴，并将继续与合作伙伴建设性地工作，以便达成共同接受的决议，从而形成召开外交会
议的共识。代表团邀请其他各方通过建设性地协同工作显示对 WIPO 精神的尊重，以便在不远的未来达
成积极成果。
19.

WIPO 大会：
(a)

注意到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SCT)第三十一届会议在

拟议的《外观设计法条约》条文草案和实施细则草案方面取得的进展；
(b)

鼓励各代表团在定于 2014 年 9 月举行的 WIPO 成员国大会第五十四届系列会议之

前举行非正式磋商，争取解决未决问题；
(c)

将在其 2014 年 9 月的会议上就是否尽早于待定的地点召开一次通过《外观设计法

条约》的外交会议作出决定。

[文件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