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LD/WG/11/2 
原文：英文 

日期：2022 年 10 月 7 日 

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体系法律发展工作组 

第十一届会议 

2022 年 12月 12日至 14日，日内瓦 

考虑是否引入国际申请的继续处理 

国际局编拟的文件 

一、背 景 

1. 本文件探讨了本文件附件一所载的关于引入国际局
1
继续处理（恢复）

2
国际申请的可能性，作为

对被视为完全放弃的国际申请或与缔约方指定有关的救济措施，供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体系

法律发展工作组（下称工作组）审议。 

2. 根据《〈海牙协定〉1999年文本和 1960年文本共同实施细则》（下称《共同实施细则》）第 14

条第(3)款，除《海牙协定日内瓦文本》（1999 年）（下称 1999 年文本）第 8 条第(2)款(b)项所述的

不规范以外，凡未在三个月时限内对任何不规范予以更正的，国际申请应被视为放弃，国际局应在扣

除基本费后，退还对该申请缴纳的任何费用。 

此外，如果 1999 年文本第 8 条第(2)款(b)项所指的不规范（涉及第 5 条第(2)款或细则第 8 条规定的

某些被指定缔约方的国际申请中附加的必要内容）未在三个月时限内予以更正，国际申请应被视为不

                                                
1
 要忆及的是，在工作组第六届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建议国际局研究在海牙体系中权利恢复的概念。见

文件 H/LD/WG/6/6 第 23 段。 
2
 拟议的《外观设计法条约》（下称 DLT）规定了“继续处理”和“恢复”作为时限方面的救济措施，其中恢复要

求主管局认为虽未能遵守时限，但已作出应作的努力，或者根据缔约方的规定，任何延迟并非出于故意。鉴于对恢复

的这一补充要求，并遵循马德里体系采用的术语，本文件在下文中涉及“继续处理”。见拟议的 DLT第 12和 13条以及

本文件第 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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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对该缔约方的指定并在此范围内被放弃。在这两种情况下，除了细则第 5 条的不可抗力条款外，

《共同实施细则》中目前没有任何条款允许有关申请人申请继续处理国际申请或其中的指定。 

3. 但在实践中，鉴于对此类国际申请造成的严重后果，国际局在三个月时限届满之时，在最终发

出正式的放弃通知之前
3
，会发出友好提醒，并规定一周的答复期限。尽管有友好提醒，在收到此种通

知后，每年约有 30起案件的申请人寻求继续处理。 

4. 要忆及的是，《共同实施细则》第 5 条（自 2022 年 1 月该条细则的修正案生效后，其范围有所

扩大）仍然要求错过相应时限应以不可抗力为由。继续处理不要求这样的理由，因此可以作为细则第

5条的补充，对国际申请提供保障。 

二、考虑因素 

5. 本文件附件二转载的《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书实施细则》（下称《马德里实施细

则》）第 5 条之二规定了如果申请人或注册人错过了某些时限，可以继续处理的可能性。
4
在这一经验

的背景下，下文列出了为海牙体系量身定制的某些选项，可以提高效率和用户友好性，同时在申请

人、第三方和国际局的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5
 

范 围 

6. 在《马德里实施细则》第 5 条之二允许继续处理的下列程序中，在海牙体系中最好只涵盖(a)，

即继续处理国际申请和其中的指定。下文所述的理由表明，海牙体系的继续处理将不涵盖(b)至(f)的

情况。 

马德里实施细则第 5 条之二所涵盖

的程序（《马德里实施细则》） 
反对海牙继续处理的可能原因 

(a) 国际申请（细则第 11 条第(2)

款或第(3)款） 

• 将被涵盖。 

(b) 使用许可登记申请（细则第 20

条之二第(2)款） 

• 没有相应的海牙程序。 

(c) 后期指定（细则第 24 条第(5)

款(b)项） 

• 没有相应的海牙程序。 

(d) 变更或注销登记申请（细则第

26 条第(2)款） 

• 申请继续处理的费用（如果是 200 瑞郎，见第 8 段）将超过重

新提交申请的额外费用（72 瑞郎
6
）。 

• 除非对细则第 21 条进行修正
7
，否则登记日期将是国际局收到

符合适用要求的申请日期（细则第 21 条第(6)款(b)项），继

续处理将不会提供保留最初申请日期的好处。 

                                                
3
 发出的通知涉及完全放弃。目前，如果国际申请被认为不包含对缔约方的指定，则不会发出通知，因为 1999 年

文本第 8 条第(2)款(b)项没有要求国际局发出这样的通知。 
4
  该条细则于 2015 年首次引入，作为当时适用的《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及该协定有关议定书的共同实施细

则》的一部分。 
5
 在这方面，假设国际申请的继续处理只涉及第 6 段所设想的国际注册前的国际申请阶段，那么对被指定缔约方

的主管局产生的影响将是有限的。 
6
 根据《共同实施细则》关于变更登记的第 21 条第(5)款，如果不规范在三个月期限内未予纠正，该申请应被视

为放弃，国际局应在扣除相当于有关费用一半的数额（72 瑞郎）后，退还已付的任何费用。 
7
 在这方面，马德里体系引入了《马德里实施细则》第 27 条第(1)款(c)项（转载于附件二），规定继续处理登记

后，变更和撤销应按符合相应要求的时限届满之日进行登记，以便为注册人提供保留较早登记日期的宝贵选择，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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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实施细则第 5 条之二所涵盖

的程序（《马德里实施细则》） 
反对海牙继续处理的可能原因 

• 自 2015年至本文件发布之日，在马德里体系 666件继续处理的

申请中，仅收到 8 件此类申请（1.2%）。 

(e) 第二部分单独规费的缴纳（细

则第 34 条第(3)款(c)项第

(iii)目）——目前适用于巴

西、古巴和日本 

• 与马德里国际注册的注册人不同，细则第 12 条第(3)款规定海

牙注册人可以选择直接向有关主管局缴纳单独指定费的第二部

分。因此，适用于此类缴费的救济措施适合由各有关缔约方而

不是由《共同实施细则》来规定。出于同样的原因，细则第 5

条也没有涵盖这一项。 

(f) 申请国际注册在某一继承国延

续效力（细则第 39 条第(1)

款） 

• 没有相应的海牙程序。 

程序和实践 

7. 根据《马德里实施细则》第 5条之二，在有关时限届满之日起两个月内，可以通过向国际局提交

正式表格（MM20）并缴纳 200 瑞郎的费用，申请继续处理。在提出申请的同时，还应当遵守适用时限

的要求。如果未符合要求，将不被视为提出继续处理申请，国际局应相应通知申请人或注册人。国际

局收到符合要求的申请时，应当继续处理，在国际注册簿上予以登记，并通知申请人或注册人。 

8. 海牙体系可以采用类似的程序机制，特别是包括费用数额和解决不规范根本原因的要求。同

时，正如本文件第 3 段所指出的，据观察，一些申请人在收到放弃通知后才作出答复。因此，为了简

化海牙继续处理程序，国际局可以在三个月期限届满而不规范未予以更正时，立即发出放弃通知，从

而也提及继续处理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减轻申请人和国际局的时间压力，可以在初始时限

届满后三个月（而不是两个月
8
）内申请继续处理。关于第 2 段和脚注 3，拟议的通知机制也可以适用

于根据 1999 年文本第 8条第(2)款(b)项，国际申请被认为不包含对缔约方的指定的情况。 

有限的效力 

9. 继续处理国际申请将对国际申请被视为完全放弃或涉及缔约方的指定提供一种救济措施。 

10. 同时，可能需要适当考虑第三方的利益，特别是在申请日或国际注册日方面，自国际注册日

起，国际注册在每一个被指定缔约方至少具有与要求依该缔约方法律对工业品外观设计予以保护所正

规提出的申请同等的效力。
9
在这方面，1999年文本第 5条第(2)款和第 10条第(2)款(b)项以及《共同

实施细则》第 14 条第(2)款所述的不规范会导致申请日或国际注册日的推后（见附件一）。为维护第

三方的利益，这一推后原则将继续适用于继续处理的情况。
10
同样，国际局也将继续其驳回在有关国

际申请中引入新内容作为修正的做法。 

                                                
证明规定费用的合理性（见文件 MM/LD/WG/11/7第 25、36、47和 72段）。但是，引入同等的规定可能会使海牙体系的

继续处理不合理地复杂化，同时要指出似乎没有什么理由期待使用变更登记的继续处理（见上述马德里体系下此类申

请的低发生率）。 
8
 马德里体系下的两个月期限与《新加坡条约实施细则》第 9 条规定的此类救济措施的最低时限相一致，同时考

虑到国际局的持续效率和第三方立场（见文件 MM/LD/WG/11/2 第 17 段）。国际局认为对海牙申请人和国际局来说三个

月是合适的，同时不太可能损害第三方权利，特别是考虑到所设想的继续处理的效力有限。 
9
 1999 年文本第 14 条第(1)款。 
10
 同样，根据《马德里实施细则》第 15 条第(1)款，继续处理程序对国际注册日的确定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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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总而言之，现有的马德里规定与《海牙共同实施细则》中可能的等效规定对比如下： 

 《马德里实施细则》第 5 条之二 海牙 

范围 (a) 国际申请 

(b) 使用许可登记 

(c) 后期指定 

(d) 变更或撤销登记 

(e) 第二部分单独规费的缴纳 

(f) 国际注册在某些继承国的延续

效力 

(a) 国际申请 

费用 200 瑞郎 200 瑞郎 

申请继续处理的时限 在初始时限届满之日起两个月内 在初始时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 

效力 对已经规定的国际注册日的推后没

有影响 

对已经规定的国际注册日的推后没

有影响 

三、请求指示 

12. 鉴于上述情况，请工作组审议继续处理的概念，以及是否要求国际局编写一份文件，对《共同

实施细则》提出相应的修正案，以供在 2023年举行的下届会议上进一步讨论。 

13. 请工作组审议本文件所述的继续

处理概念，以及是否要求国际局编写一份

文件，对《共同实施细则》提出相应的修

正案，供下届会议进一步讨论。 

[后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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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细则第 14 条第(1)款规定的海牙不规范及其影响 

 

[后接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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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实施细则》第 5 条之二和第 27 条第(1)款(C)项 

第五条之二 

继续处理 

(1)   [申请] 

(a) 申请人或注册人未遵守第 11 条第(2)款和第(3)款、第 12 条第(7)款、第 20 条之二第(2)

款、第 24条第(5)款(b)项、第 26 条第(2)款、第 27条之二第(3)款(c)项、第 34 条第(3)

款(c)项第(iii)目和第 39 条第(1)款规定或所述的任何时限，符合下列条件的，国际局仍

应继续处理有关的国际申请、后期指定、缴费或申请： 

(i) 以正式表格向国际局提出由申请人或注册人签字的继续处理申请；并且 

(ii) 在有关时限届满之日起两个月内申请被收到，规费表中规定的规费被缴纳，而且该

时限所适用的所有要求在申请的同时得到符合。 

(b) 申请不符合本款(a)项第(i)目和第(ii)目的，不得被视为申请，并应就此通知申请人或注

册人。 

(2) ［登记和通知］国际局应将任何继续处理登记在国际注册簿上，并应就此通知申请人或注册人。 

第 27条 

关于第 25 条的登记和通知； 

宣布所有权变更或限制无效的声明 

(1)［登记和通知］ 

[……] 

(c) 尽管有本款(b)项的规定，但如果已依第 5 条之二登记了继续处理，变更或撤销应按第 26

条第(2)款规定的时限届满之日在国际注册簿上登记，但是，申请系根据第 25 条第(2)款

(c)项提出的，可按更晚的日期进行登记。 

[附件二和文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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