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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体系法律发展工作组 
 
 
第五届会议 

2015年 12月 14日至 16日，日内瓦 
 
 
 
关于新增一条有关修正设计人身份说明的细则的提案 
 
国际局编拟的文件 
 
 
 
 

一、背 景 

1. 对在多个被指定缔约方具有效力的一项国际注册进行集中化管理，是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

海牙体系(下称“海牙体系”)的基本特点之一。国际注册后续的多种变更，如所有权变更、注册人名

称和地址变更、放弃和限制等，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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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条第(1)款，可在国际注册簿中登记。此外，依照细则第 26条第(1)款和

第(3)款，已登记的变更在《国际工业品外观设计公报》(下称“公报”)中公布。公报在 WIPO 网站上

提供，通知被指定缔约方的局，以及使第三方知晓，也通过公报进行。 

2. 有关工业品外观设计设计人身份的说明，可以或者根据细则第 7 条第(4)款(b)项或(c)项作为补

充必要内容，或者根据细则第 7 条第(5)款(a)项作为非强制性内容，纳入国际注册中。这种说明构成

细则第 11 条第(1)款和《适用〈海牙协定〉的行政规程》第 301 条所述的设计人的全称和地址
*
。此

信息成为细则第 15 条第(2)款第(i)项所述的国际注册内容的一部分，并根据细则第 17 条第(2)款第

(i)项和第 26条第(1)款第(i)项在公报上公布。 

3. 有时，国际局收到国际注册注册人的请求，要求在国际注册簿上登记设计人名称或地址的变

更。这种变更的发生与注册人名称或地址变更的频繁程度相同，例如由于设计人迁到新地址，或者如

                                                
*
 根据《行政规程》第 301 条，如果是自然人，须提供其全名，而如果是法人，则须提供其正式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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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自然人，由于其婚姻状况发生变更。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国际局在国际申请进入国际注册程序后

收到类似请求，原因是例如发现国际申请表格中的设计人身份有误或名称有误。 

4. 对于后一种情况，国际局已有的做法是接受信息更正的请求，并依照细则第 22 条第(1)款作出

更正和通知。否则，正确信息不会体现在国际注册簿中，而且对于这种正确信息，被指定缔约方的局

和第三方既不会公布，也不会知晓。另一方面，按以往的情况，海牙体系没有使设计人当前名称和地

址保持更新的机制。国际申请中提供的设计人身份说明，作为国际注册的一部分保留在国际注册簿

中。 

二、分 析 

5. 提供准确或最新的设计人信息对于注册人和设计人应是十分重要的。《〈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

注册海牙协定〉1999 年文本》(下称“1999 年文本”和“《海牙协定》”)第 10 条第(3)款(a)项规

定，“国际注册应由国际局予以公布。此种公布应在所有缔约方被视为具有足够的公开性，不得再对

注册人要求任何其他形式的公开”。而且，此种国际公布取代细则第 26 条第(3)款所述的向每一被指

定缔约方的局发送的国际注册通知或变更登记。因此，公报是面向各局的正式通知工具。 

6. 此外，公报中公布的所有登记，均可通过有高效检索功能的 Hague Express 数据库，以更统一

的方式进行查阅。如果设计人把数据库视为向全世界公布其作品和活动的有用工具，最好使他们当前

的名称和地址保持更新。 

7. 被指定缔约方的局要求根据 1999 年文本第 5 条第(2)款或《共同实施细则》第 8 条，或在其他

情况下根据适用法律，提供有关设计人身份的说明，对于这些局而言，收到有关设计人身份的准确信

息十分重要。如上文第 3 段和第 4 段所述，举例来说，如果后来发现设计人身份信息有误，或者共同

设计人多填了一人，注册人可以根据细则第 22 条第(1)款寻求更正，并且，由此更正后的信息通过在

公报上公布的方式通知给各局。问题是，这些局是否也需要更新设计人的名称和地址，或者是否会认

为这种更新有用。 

8. 就国际局所知，有些海牙体系缔约方的法律有这种保持更新设计人身份信息的机制，即使在注

册或授予专利后，也可以根据请求予以更新。 

9. 国际局认为，规定可以作出这类新登记，会使海牙体系的用户受益更多，同时不会给体系带来

任何负面影响。对在多个被指定缔约方具有效力的一项国际注册进行集中化管理，是海牙体系的基本

特点之一，牢记这一点，更应鼓励扩展海牙体系在此方面的服务。 

10. 此外，如果细则第 7 条第(4)款(b)项或(c)项不适用，则不要求有关设计人身份的说明。因此，

一些国际注册在没有设计人身份信息的情况下进行了登记。但之后出于某些原因，注册人可能意识

到，应该添加设计人的身份信息，并将其作为国际注册的一部分进行登记。在这种特定情况下，国际

局不能受理这种后期增补并作为细则第 22 条第(1)款中的更正处理，因为没有错误需要更正。即便如

此，不难想见会有这种情况，而且如果《共同实施细则》允许进行设计人名称或地址变更登记的请

求，国际局找不出理由不受理这种后期增补设计人身份信息的请求。 

三、提 案 

11. 前述段落所述问题要求对《共同实施细则》第 21 条和第 26 条以及费用表作出修正，建议修正

如下。就此而言，要回顾的是，1999 年文本第 16 条第(1)款第(vii)项明确规定，除第 16 条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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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项至第(vi)项所列内容外，由《共同实施细则》确定哪些其他有关事实可登记在国际注册簿中。

第 16条第(3)款还规定，依第(1)款作出的任何登记可能需要缴纳费用。 

对细则第 21条的修正 

12. 建议在第(1)款(a)项下新增第(v)目，以便为在国际注册簿中登记工业品外观设计设计人说明的

变更提供可能。这种新的申请不但允许登记设计人名称或地址的变更，还允许提供国际申请中未提供

的有关设计人身份的说明。 

13. 因此，如果如第 10 段所述，登记国际注册时没有登记设计人的身份，注册人依然能在注册之后

的任何时间提供这类信息。其他同样情况比如，一项包含两件设计的国际申请只提供了 1 号设计的设

计人身份信息。依照拟议新条款，可以之后在国际注册簿中添加并登记 2 号设计的设计人身份信息。

然而，如果提出另有一人是 1 号设计的共同设计人，则该新条款不适用。在这一特定情况下，有关 1

号设计设计人的初始说明视为有误，因此应归为细则第 22条第(1)款的范畴。 

14. 拟议新增的第(2)款第(vi)项所针对的提供设计人身份说明的情况是，该设计人不是一项国际注

册的全部工业品外观设计的设计人。增加这项说明对于国际局十分必要，能使之将设计人与其设计的

工业品外观设计关联起来，并正确登记和公布该信息。 

对细则第 26条的修正 

15. 与所有其他类型的变更登记相同，工业品外观设计设计人说明的变更应在公报中公布。因此建

议对细则第 26条第(1)款第(iv)项作出相应修正。 

对费用表的修正 

16. 对于登记工业品外观设计设计人说明变更的请求，建议适用与注册人名称或地址变更登记申请

相同的金额，即一项国际注册为 144瑞士法郎，同一申请中每附加一项国际注册另收 72 瑞士法郎。在

费用表中新增这项费用后，须据此对所有已有的费用项目重新编号。 

生效日期 

17. 对《共同实施细则》的拟议修正将不要求缔约方的局作出任何行动，只对国际局的信息技术系

统和审查程序作出改动即可。因此，如果提案获得工作组的认可并获海牙联盟大会通过，拟议新细则

应在通过后迅速实施。 

18. 请工作组： 

(i) 审议本文件中的提案并就此

提出评论意见；并 

(ii) 说明是否建议海牙联盟大会

通过本文件附件所载草案中提供

的对《共同实施细则》第 21 条和

第 26 条以及费用表的拟议修正案，

生效日期为 2017年 1月 1日。 

[后接附件] 



H/LD/WG/5/3 

附 件 

 

 

《海牙协定》1999年文本和1960年文本 

共同实施细则 

 

([2017年 1月 1日]生效) 

第 21条 
变更登记 

(1) ［提出申请］(a) 登记申请涉及以下任何情况的，应以相关的正式表格向国际局提出： 

 (i) 就被提交国际注册的全部或部分工业品外观设计变更国际注册所有权

的； 

 (ii) 变更注册人的名称或地址的； 

 (iii) 对任何或全部被指定缔约方放弃国际注册的； 

 (iv) 对任何或全部被指定缔约方将被提交国际注册的工业品外观设计限制于

一项或若干项的； 

 (v) 提供或变更对被提交国际注册的任何或全部工业品外观设计设计人身份

的说明的。 

(b) 申请应由注册人提出，并由注册人签字；但是，所有权变更登记申请可由新注册人

提出，条件是该申请须： 

 (i) 由注册人签字，或 

 (ii) 由新注册人签字并附注册人的缔约方主管机关出具的关于新注册人为注

册人权利继承人的证明。 

(2) ［申请书的内容］变更登记申请书中，除所申请的变更外，还应包括或指明： 

 (i) 有关的国际注册号； 

 (ii) 注册人名称，除非变更涉及代理人的名称或地址； 

 (iii) 在变更国际注册所有权时，根据行政规程规定填写的国际注册新注册人

名称和地址； 

 (iv) 在变更国际注册所有权时，新注册人符合其成为国际注册的注册人条件

的缔约方或缔约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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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在变更并不涉及全部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全部被指定缔约方的国际注册所

有权时，所有权变更涉及的工业品外观设计的项数和被指定缔约方的数目， 

 (vi) 在提供对工业品外观设计设计人身份的说明时，如果该人不是被提交国

际注册的全部工业品外观设计的设计人，有关的工业品外观设计的编号，以及 

 (vii) 缴纳的费用数额和付款方式，或从在国际局开设的帐户中支取所需费用

数额的指令，以及付款方或发出付款指令当事方的身份。 

[……] 

第 26条 

公 布 

(1) ［有关国际注册的信息］国际局应在公报中公布有关下列内容的数据： 

 (i) 依细则第 17条公布的国际注册； 

 (ii) 驳回，并指出可否进行复审或提出上诉，但不公布驳回理由，以及依细

则第 18条第(5)款和第 18条之二第(3)款登记的其他文函； 

 (iii) 依细则第 20条第(2)款登记的无效； 

 (iv) 依细则第 21 条登记的所有权变更和合并、注册人名称和地址的变更以

及、放弃和、限制以及对工业品外观设计设计人身份的说明的提供或变更； 

 (v) 依细则第 22条进行的更正； 

 (vi) 依细则第 25条第(1)款登记的续展； 

 (vii) 未予续展的国际注册； 

 (viii) 依细则第 12条第(3)款(d)项登记的撤销； 

  (ix) 依细则第 21 条之二登记的宣布所有权变更无效的声明和此种声明的撤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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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用 表 

（[2017年 1月 1日]生效） 

瑞士法郎 

[……] 

五、杂项登记 

13. 所有权变更 144
 

14. 注册人名称和/或地址变更 

14.1 一项国际注册 144 

14.2 同一请求中的同一注册人每附加一项国际注册 72 

15. 放弃 144 

16. 限制 144 

17. 对工业品外观设计设计人身份的说明的提供或变更 

17.1 一项国际注册 144 

17.2 同一请求中每附加一项国际注册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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