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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计划03

专利和《专利合作条约》（PCT）体系

03.1 国际专利法和服务的发展

03.2 PCT体系

03.3 国际专利分类（IPC）

概   要 

58. 
总干事在上一个两年期内发起的《专利议程》将继续研讨国际专利制度的未来
进展，确保将要进行的工作向达到共同目标的方向前进；国际专利制度应当对
所有成员国都更加方便用户、易于使用和经济有效，适当兼顾发明者的权利和
一般公众的权利，同时考虑到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WIPO《专利议程》还将
研讨各成员国同意纳入当前讨论的所有有关问题。包括《专利合作条约》在内
的国际专利制度需要以一种符合国家、区域和国际战略和法律的方式发展，使
有关国家可将专利体系作为获益的一种政策工具加以使用。WIPO《专利议程
》旨在确保在各国家优先问题和政策不同的情况下尽可能协调实现上述发展。

59. 
PCT在专利体系、专利管理和一般公众的用户利益方面的主要目标，是简化在
多个国家提交和处理专利申请，方法是减少国家申请提交和处理方面的工作重
复以及使专利批准的费用更为经济节约，从而在专利管理上减少公共资源分散
使用的情况。因此，放在优先地位的是PCT的良好运作，以便提供高价值高效
率的服务。

60. 
分项计划3.1涉及国际专利法和服务的发展，侧重专利法实质上和程序上的协调
，以及PCT体系改革的发展和实施。秘书处将向负责处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专
利法问题的专利法常设委员会(SCP)提供支助，并为成员国提供一个有效的机
制，用以确定优先领域、分配资源和确保协调与持续地开展目前正在进行的工
作。本分项计划将在程序法改革方面继续工作，促进《专利法条约》(PLT)的
生效。为了简化保存程序，本分项计划还将研究是否需要修订《国际承认用于
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存布达佩斯条约》。本分项计划还将侧重PCT改革倡议，
并且将支持PCT联盟大会设立的PCT改革委员会和工作组审议改革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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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分项计划3.2包含PCT体系的管理和运作，提供关于PCT的法律宣传、咨询意见
和培训。本分项计划还实施PCT大会通过的PCT改革，为确保PCT继续取得成
功制订战略管理措施。在过去十年中，由于更多的国家加入PCT联盟和越来越
多的专利申请人选择提交PCT申请，PCT的使用大量增加。随着继续努力满足
用户和成员国的需要，增加使用PCT以及受益于PCT，本分项计划的一个新重
点将是制定战略措施和办法，以处理日益增加的PCT工作量以及为跟踪有可能
与PCT有关的专利申请的趋势确定指标。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还将进一步
努力与工业产权局和PCT用户联系，确保PCT受益者充分了解该体系并且确保
该体系满足他们的需要。

62. 
分项计划3.3为政府、政府间组织、研发机构和大众提供IPC体系维护、修订、
改革和促进方面的行政和宣传服务。本分项计划还涉及改进国际专利检索，为
此要拟出向ISA提出的建议，提议增加PCT最低限度文件的非专利部分，使之
除其他外包括传统知识出版物。

分项计划 3.1
国际专利法和服务的发展

目
标：根据成员国的利益和政策，进一步发展国际专利制度，其中包括法律和
服务，也包括PCT的体系的改革。

预期成果 效绩指标

1. 
专利法及其实施方面的条款和指南达
到统一。

关于专利法常设委员会进一步统一专
利法的会议的反馈信息和报告，以及
在通过一些关于进一步统一专利法和
实施的条款和指南方面的进展。

2. 
在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存方面增
进统一。

成员国作出关于审议进一步制订《布
达佩斯条约》的决定，包括进行有可
能的修订。

3. 
对加入WIPO管理的专利条约，尤其
是加入《专利法条约》（PLT）的益
处的认识得到提高。

加入或准备加入的成员国数目。

4. 
根据PCT大会设定的PCT改革目标，
改进PCT体系，包括精简程序、减少
用户费用和提高服务质量。

� 
PCT大会通过《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
则》的修订，以落实改革措施。
� 
关于PCT改革会议的反馈信息和报告
（PCT大会、PCT改革委员会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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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果 效绩指标

作组）。

5. 
对国际专利制度的发展方向的信心得
到提高。

报告的数量和质量，说明涉及与成员
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有
关的国际专利制度的提议的作用。

63. 
各国的专利法各不相同，给专利申请人和权利人带来了困难，就获取多国专利
保护的复杂性和费用而言尤其如此。此外，由于专利申请数量增加和重复工作
，世界各地的专利局都面临着工作量日益增加。2000年通过了《专利法条约》
，该条约对统一和简化专利手续和程序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未处理实体专利法
方面的问题。为此，成员国同意专利法常设委员会继续讨论进一步统一专利法
的问题，尤其是专利法的实质问题，目的是在成员国同意的情况下召开关于实
体专利法的一项条约的外交会议。另外，还出现了《布达佩斯条约》和登记专
利申请中脱氧核糖核酸序列排列表方面的具体需求和要求。

64. 
PCT改革起始于2000年10月，当时，PCT联盟大会设立了PCT改革委员会，审
议专项提案；随后设立了PCT改革工作组。大会在上述两个机构的准备工作的
基础上批准了PCT改革的总体目标，并且于2002年10月一致通过了《专利合作
条约实施细则》第一组修订案。PCT改革的总体目标涵盖简化体系和精简程序
、减少申请人的费用、维持PCT主管局的工作量与提供的服务质量两者的平衡
、使PCT的条款与PLT的条款一致，并且确保该体系适用于所有主管局，不论
其规模大小。根据上述目标，PCT改革方面的进一步工作将包括审议修订PCT
国际检索和国际初步审查的可行性，进一步修订《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的
可行性和修订《专利合作条约》的可行性。

65. 
《行政规程》的修正于2002年1月7日生效，这样就能够实施PCT下设定国际申
请及相关文件的电子化申请和处理。《行政规程》的这些修正确定了必要的法
律框架（第七部分）和技术标准（附件F）。由于能够以电子方式提交和处理
国际申请及相关文件，法律框架也许需要根据取得的实践经验以及新技术的发
展作相应的变化和更改。 

66. 
国际局开展的工作和成员国与WIPO合作开展的工作确保PCT体系改革的提案透
明和表述清楚，以便成员国作出决定和进行分析。上述工作也着眼于确保国际
专利制度更加方便用户和易于使用，便于所有成员国和范围更广的受益人更多
的使用，尤其便于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中使用，并且确保适当兼顾发明人权
利与公众的权利，而且还确保这些工作与所有成员国的发展和知识产权政策目
标相关联。 

活  动

� 
召开专利法常设委员会(及该委员会成立的工作组)的四次会议，以审议专利
法当前的问题，其中包括：进一步统一实质性专利法的可能性和提高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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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一致性的可能性，以及在成员国同意的情况下召开一次关于实质性专
利法条约的外交会议的可能性；进一步发展《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
生物保存的布达佩斯条约》的可取性和可行性(这有可能包括统一的关于公
众获得保存的生物材料的规则，在上述条约中关于提交微生物的时间的条
款以及考虑一种在数据库中一次性保存专利申请中提到的脱氧核糖核酸序
列排列表及具有取代排列表的全部内容的效力的制度的可能性)；为便于成
员国就外层空间保护工业产权问题开展讨论准备适当的活动；

� 
编写关于专利法重要问题的研究报告，虽然可能暂时还不能提交专利法常
设委员会审议，但成员国会从专家分析意见中受益；

� 
通过提高人们对统一程序专利法的原则的理解，其中包括通过信函、法律
咨询、为参加研讨会和在研讨会上讲话及向各国政府提供咨询意见而进行
出访等手段，促进《专利合作条约》的生效，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建立PLT大
会；

� 
通过提高人们对统一程序专利法的原则的理解，其中包括通过信函、法律
咨询、为参加研讨会和在研讨会上讲话及向各国政府提供咨询意见而进行
出访等手段，管理和促进WIPO管理的专利领域的条约(包括《巴黎公约》和
《布达佩斯条约》)；

� 出版《布达佩斯条约的微生物存放指南》的更新版；

� 
更新WIPO关于生物技术特许专营和集成电路特许专营的指南，以促进特许
专营作为技术转让和工业产权商品化的有效工具；

� 
召开PCT改革委员会和/或工作组的六次会议，审议关于PCT体系改革的提
案；

� 
准备与修订《专利合作条约》、修正《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以及修订
《专利合作条约国际检索与国际初步审查方针》的提案有关的PCT改革；

� 
召开和参加涉及PCT改革的主管局和主管部门的会议，并且促进PCT改革活
动，其中包括信函、法律咨询意见、为参加研讨会和在研讨会上讲话及向
各国政府提供咨询意见而进行出访，编写和提供关于WIPO文件和出版物的
咨询意见；

� 
在PCT改革方面为成员国的政策制定者和用户编写旨在提高认识的文件，文
件应当格式简洁以便促进广泛理解所涉问题；

� 
为修订PCT《管理规程》编写提案，参加会议和研讨会，并且就国际申请及
相关文件以电子形式（PCT- SAFE）提交和处理提供法律咨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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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写计划、编制指南和研订最佳做法，以及进行案例研究，以实现经济有
效的办法管理专利体系，特别是在规模较小的工业产权局；

� 
会见国家、分区域、区域和国际各级的政策制定者，就专利领域的政策问
题取得协助，并对上述问题进行商讨和交换意见。

在适当情况下，本分项计划之下的活动将与其他有关主体计划协调开展，特别
是主体计划07、08、09和11。 

分项计划03.2
PCT体系

目标：以迅捷、可靠、
易于使用和经济有效的方式提供PCT之下委托国际局提供的知识产权保护
服务，并帮助进一步加强PCT 体系。

预期成果 效绩指标

1. 提高国际局的PCT业务的效率。 � 
PCT工作人员总数与国际申请件数之
间的比率。
� 
PCT总支出的增长与国际申请件数的
增加之间的比较。

2. 
以迅捷、可靠和经济有效的方式争取
2004年处理达134,700件国际申请；20
05年处理达148,000件，2004年作为受
理局的国际局处理达6500件国际申请
，2005年处理达7,000件；2004年处理
达125,000份(第一章和第二章之下)关
于可否给予专利的国际初步报告；20
04年出版达125,000本小册子，2005年
出版达136,000本小册子。

� 
受理和处理的国际申请和关于可否给
予专利的初步国际报告的件数，以及
出版的小册子的本数。
� 
处理国际申请(包括出版物和报告)的
及时性。
� 
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处理的国际申请
的件数。

3. 
PCT体系运作得到改进，包括简化和
精简程序、减少用户的费用、提供高
质量服务。

� 
所有与大会通过的《PCT细则》修订
有关的PCT改革的执行情况。

� 
颁发和执行PCT之下的《行政规程》
。
� 关于非改革事项问题的会议的反馈
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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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果 效绩指标

(包括PCT大会和PCT之下的国际主管
部门会议(MIA))。

4. 
增加对PCT体系的了解，改进国际局
与工业产权局之间的双边交流，改进
与用户的交流。

� 
PCT信息的质量、数量和易于使用性
。
� 
建立经常性的意见交换的工业产权局
和用户以及用户团体的数目。

5. 
有效和及时解决PCT管理或国际局处
理PCT申请方面出现的法律问题。

� 提议解决办法的数目和质量。
� 关于所解决的问题的反馈和报告。

6. 
摘要和IPER翻译产量提高，以及进行
国际检索意见的翻译。

每一类译文数目增加量。

7. 
及时和经济有效地落实PCT体系的修
改，并提高PCT之下提供的服务的效
率，包括评估世界各地所交专利申请
的趋势。

制定和执行适当的政策、做法、数据
库和管理项目体系。

67. 
本分项计划提供业务、管理、法律和对外关系框架，使PCT体系能够运作，并
满足越来越多的PCT用户和PCT成员国的要求。

68. PCT业务：
PCT业务的作用是确保国际局处理国际专利申请，包括对申请进行形式审查、
翻译标题、摘要、国际检索意见以及国际初步审查报告，并公布国际申请。它
还涵盖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增多的活动量。PCT体系在最初设立时并没有设想
到年度申请会大大超过100,000件。因此，目前PCT业务的主要重点之一是继续
应对设法为PCT用户提供高质量服务的挑战，同时修改工作流程和自动化系统
，保证及时有效地处理不断增多的申请。对新设立的处理小组结构正在进行的
完善以及继续部署和执行专利合作条约信息管理（IMPACT）系统及PCT-
SAFE电子提交和处理系统，将是帮助国际局设法应对挑战的关键因素。

69. PCT战略管理：
在经济高度动荡不定和技术变革的时代，随着要求采用更先进和更经济有效的
管理措施的呼声不断增多，如果PCT体系要继续提供能动的、高效率地和有效
的专利保护途径，显然“照常行事”的态度已经不再适合。因此，2004-
2005两年期PCT体系分项计划的主要重点之一将是采取和使用战略管理工具。
这项举措的目标将是进一步加强PCT体系，为此要制定质量优良的评估和变动
管理措施，增强国际局满足PCT用户和工业产权局需要的能力，并采用统计分
析和现代工商政策提高PCT之下委托国际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

70. PCT法律服务：
PCT法律服务的主要重点是确保制定、落实和使用PCT法律框架，并且通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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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和实施PCT法律宣传和培训活动确保PCT用户充分了解PCT体系。PCT法律服
务有责任执行和保证及时成功地落实PCT大会通过的所有改革措施，包括实施
和推广扩大的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系统之下处理PCT申请的程序。PCT法律服
务的任务还包括，针对每年在处理国际申请方面出现的1,000件问题案例向国际
局和工业产权局提出法律咨询意见。此外，PCT法律服务每年还要应答PCT个
别用户提出的大约25,000项征求咨询意见的请求和询问，使这些用户能够充分
利用PCT体系。

71. PCT对外法律关系：
PCT体系要继续取得成功，需要与国际局和工业产权局经常进行有效的双边交
流，特别是在作为PCT受理局的工业产权局、制定或选定的工业产权局或国际
主管部门的作用方面进行这种交流。因此，PCT对外法律关系的一个主要重点
是，确保及时向工业产权局提供有用的和适当的信息、协助和培训，并及时接
收工业产权局的反馈意见，争取提高国际局双边关系的质量、产量和效率。同
样，PCT对外法律关系的重点将是联系PCT体系的现有用户和潜在用户，不仅
要促进更多地使用PCT，而且要确保PCT体系和国际局提供的服务能够充分满
足用户的需要。

活   动

� 对国际申请进行形式审查；

� 落实扩大的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系统之下的申请处理程序；

� 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应遵守的监测时间限制；

� 将国际申请的题目、摘要和附图上的文字译成英文和法文；

� 将(第一章和第二章之下)关于可否给予专利的国际初步报告译成英文；

� 以PCT小册子的形式公布国际申请；

� 
以纸件和电子格式发表已在《专利合作条约公报》上公布的国际申请的数
据；

� 处理向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提交的国际申请；

� 完成部署能够存取电子档案和支持自动处理的自动化系统；

� 
设计方案、制定政策和最佳做法并开展案例研究，为PCT的管理提供经济有
效的解决办法；

� 确定指标，用于追踪世界各地提交的可能与PCT有关的专利申请趋势；

� 
在内部经手国际申请和提供PCT之下的其他服务方面提出法律、程序和组织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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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集和参加PCT缔约国、工业产权局和与PCT管理有关的各部门会议，并促
进PCT活动和成果，包括信函、法律咨询意见、出差出席研讨会并发言，以
及为各国政府提供咨询意见、准备和提供有关WIPO文件和出版物的咨询意
见；

� 
为政策制定者和用户编制文件资料，争取在成员国提高有关PCT的认识，以
简明的格式在世界范围促进对所涉问题的理解；

� 与工业产权局、申请人和代理人联络，包括传送通知和文件；

在适当的情况下，本分项计划的活动将与其他有关的主体计划协调进行，尤其
与主体计划08、09和11协调进行。

分项计划3.3
国际专利分类(IPC)

目标：确保IPC在电子环境中的有效使用，在全球范围内促进IPC用于发明
信息和类似干预信息的分类和检索，以及调取专利信息。

预期成果 效绩指标

1. 
通过修订IPC提高IPC用于检索专利文
件的效率。

已在IPC第8版中增加的新项目及其他
修正的数量。

2. 
使IPC能够适应在电子环境中的使用
。

完成IPC改革的基本时期的任务。

3. 
专利局使用自动化分类和翻译工具。 开发支持IPC维护和修订的自动化工

具，建立分类数据库。

4. 
扩展PCT最低限度文件，以进一步改
进国际检索。

最低限度文件中所包括的非专利信息
源数目。

72. 
本分项计划涉及国际局为政府、政府间组织、研发机构和大众提供的IPC体系
维护、修订、改革和促进方面的行政和宣传服务，以及编拟有关PCT最低限度
文件的建议提交国际检索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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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动

� 
通过召开IPC修订工作组会议对IPC的修订工作进行行政管理，并通过组织
和参加IPC培训班和研讨会在全世界促进使用IPC；

� 
协调IPC改革和完成基本时期的任务，发表修改后的IPC(第八版)；为IPC专
家委员会会议编制文件；研订信息技术分类工具；

� 
研究如何适当地扩展PCT最低限度文件的非专利部分，并为PCT技术合作委
员会(PCT/CTC)会议准备文件。

按支出用途开列的资源说明

73. 资源总额141,203,000瑞郎，表明计划内与2002-
2003两年期相应数额相比增加211,000瑞郎，即增加0.2%。

74. 
人事资源列出金额116,613,000瑞郎，计划内增加6,016,000瑞郎，即增加5.7%。
其中包括下列资源：

(i) 
员额经费108,536,000

(ii) 短期人员费用8,077,000瑞郎。

75. 
差旅和研究金列出金额1,495,000瑞郎，计划内增加66,000瑞郎，即增加4.6%。
其中包括下列资源：

(i) 180人次工作人员出差经费927,000瑞郎，
(ii) 

与举行专利问题常设

76. 
订约承办事务列出金额9,104,000瑞郎，计划内减少2,472,000瑞郎，即减少21.5
%。其中包括下列资源：

(i) 
会议经费618,000瑞郎

(ii) 顾问服务经费360,000瑞郎，
(iii) 

出版服务经费1,172,0
(iv) 其他订约承办事务经费6,954,000瑞郎，包括特殊翻译费用。

77. 
业务费用列出金额10,937,000瑞郎，计划内减少2,506,000瑞郎，即减少
18.7%。其中包括下列资源：

(i) 
房舍建筑与维修经费

(ii) 通信及其他支出5,832,000瑞郎包括PCT材料邮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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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设备和用品列出金额3,054,000瑞郎，计划内减少893,000瑞郎，即减少22.7%。
其中包括下列资源：

(i) 家具与设备经费781,000瑞郎，以及
(ii) 用品与材料经费2,273,000瑞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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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3  2004-2005年主体计划03明细预算

A.  按分项计划和支出用途开列的预算变动额(以千瑞郎计)

 2002-2003  预算变动额 2004-2005 

 修订后 计划  费用  合计  拟议 
数额  % 数额   % 数额   % 

 A  B  B/A  C  C/A  D=B+C  D/A  E=A+D 

一、按分项计划
03.1 国际专利法和服务的发展       5,822        (410)     (7.0)          353       6.1          (57)     (1.0)       5,765 

03.2 《专利合作条约》(PCT)体系   126,759          722       0.6       5,281       4.2       6,003       4.7   132,761 

03.3 国际专利分类(IPC)       2,678        (101)     (3.8)          100       3.7            (1)         --       2,677 

共    计   135,259          211       0.2       5,733       4.2       5,945       4.4   141,203 

二、按支出用途

人事费用   105,017       6,016       5.7       5,580       5.3     11,597     11.0   116,613 

公差和研究金       1,420            66       4.6              9       0.6            75       5.3       1,495 

订约承办事务     11,519     (2,472)   (21.5)            57       0.5     (2,415)   (21.0)       9,104 

业务费用     13,374     (2,506)   (18.7)            69       0.5     (2,437)   (18.2)     10,937 

设备和用品       3,929        (893)   (22.7)            18       0.5        (875)   (22.3)       3,054 

 共    计   135,259          211       0.2       5,733       4.2       5,945       4.4   141,203 

B.  按员额职类开列的员额变动

 2002-2003  员额  2004-2005 
员额职类  修订后  变动  拟议 

 A  B-A  B 
司长                 4                 3                 7 
专业人员               73               38             111 
一般事务人员             295                (8)             287 

共    计             372               33             405 

C.  按分项计划和支出用途开列的预算分配额(以千瑞郎计)

 分项计划  
1 2 3

支出用途
国际专利法
和服务的发

展 

PCT 体系
国际专利

分类

合计

人事费用

员额       3,758   102,586       2,192   108,536 
短期人员费用          117       7,841          119       8,077 

差旅和研究金

工作人员出差          371          486            70          927 
第三方差旅          568             --             --          568 

订约承办事务

会议          348            74          196          618 
顾问            72          288             --          360 
出版          147       1,005            20       1,172 
其他            20       6,934             --       6,954 

业务费用

房舍建筑与维修             --       5,095            10       5,105 
通信及其他          203       5,589            40       5,832 

设备和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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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与设备            89          672            20          781 
用品与材料            72       2,191            10       2,273 

共    计       5,765   132,761       2,677   14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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