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DIP/30/2 

原文：英文 

日期：2023 年 2 月 17 日 

发展与知识产权委员会（CDIP） 

第三十届会议 

2023年 4月 24日至 28 日，日内瓦 

总干事关于发展议程落实情况的报告 

秘书处编拟 

1. 本文件载有总干事关于发展议程 2022年度落实情况的报告。这是总干事的第十三份年度报告，旨

在概述产权组织在落实发展议程并将其纳入产权组织相关计划的主流方面所开展的活动。 

2. 继发展与知识产权委员会（CDIP）第二十八届会议采用新的报告结构后，报告以产权组织以下各

部门的主要工作领域为中心，介绍了发展议程的落实和主流化情况：区域和国家发展部门；专利和技

术部门；品牌和外观设计部门；版权和创意产业部门；基础设施和平台部门；全球挑战和伙伴关系部

门；知识产权和创新生态系统部门；以及行政、财务和管理部门。报告的每一部分都概括介绍了本部

门与知识产权和发展相关的工作、产权组织相关机构的最新工作情况，并且概括介绍了这些工作领域

中当前正在实施的和已经被纳入主流的发展议程项目。 

3. 报告也回应了委员会关于将发展议程建议与总干事关于发展议程落实情况的年度报告附件一中所

述预期成果关联起来的要求，见第二十二届会议“主席总结”第 8.3 段。附件二提供了截至 2022 年的

发展议程项目一览表。 

导 言 

4. 自通过以来，发展议程一直作为本组织的指南，以确保发展方面的考虑成为产权组织工作的组成

部分，从而触发将发展层面纳入本组织计划和活动主流的持续进程。因此，发展已成为产权组织的基

石。发展议程基于的概念是，文字和意图需要在成员国的指导下转化为实际行动。产权组织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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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6 年中期战略计划》
1
进一步加强了发展议程，通过与成员国密切合作，更加注重发展和产

生实际影响。 

5. 在报告所述期间，本组织成功地加强了内部协调，并继续发挥产权组织各部门之间的协同作用。

这种做法使本组织能够在其传统优势领域的基础上，更广泛地参与其中，并更加关注中小企业、妇女

和青年。本组织继续与主要合作伙伴和利益攸关方合作来应对当前的挑战，包括与成员国密切接触，

为其在冠状病毒病（COVID）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工作提供有针对性的定制支持。 

一、 区域和国家发展部门 

6. 区域和国家发展部门继续作为本组织的门户，帮助成员国努力利用知识产权促进发展。该部门通

过各地区司
2
、驻外办事处

3
和 WIPO 学院保持其全球影响力和与成员国的积极接触。此外，在本报告所

述期间，已经采取措施，扩大了与该部门开展合作的利益攸关方的范围，并确保产权组织的发展合作

符合成员国的具体需求。该部门进行了重组，包括成立了区域和国家发展部门项目组，目的是在产权

组织成员国实施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紧急战略合作倡议。这加强了内部协作，因此，该部门能够及时交

付具体成果，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倡议对当地发展的影响。 

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7. 该部门继续按照各项发展议程建议开展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工作。这些举措由需求推动并以发展

为导向，包括提供知识产权培训和技能培养、开展宣传活动、促进政策对话、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和提供立法援助，涵盖广泛的知识产权领域。随着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限制逐渐放宽，活

动和项目的实施开始恢复到正常的参与节奏。此外，在 COVID 时期提供技术援助所带来的挑战、机遇

和经验教训，使本组织得以推广其数字解决方案并扩大活动范围。这类活动的例子有：(i)东非共同体

青年创业和创新创业地区会议；
4
(ii)产权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知识产权、创新孵化器和科

技园地区会议；
5
(iii)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技术转让办公室和研究机构远程指导计划；

6
(iv)在智利举行

的拉丁美洲国家知识产权、创新和性别平等第四次地区会议和论坛；
7
以及(v)关于“提升知识产权水

平：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地中海国家视频游戏开发商的策略”的地区混合形式讲习班。
8
 

8. 本组织继续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措施，协助成员国应对大流行带来的挑战，并支持其复苏工作。

为此，本组织专门为 2022/23 两年期拨款 300 万瑞郎。根据一揽子应对措施为成员国举行了情况介绍

会，介绍了产权组织根据一揽子应对措施计划开展和正在开展的活动，以及如何获得此类支持。
9
此

外，WIPO 学院还通过知识产权培训机构网络组织了关于知识产权和公共卫生的培训员培训模块。特别

强调要支持私营部门的经济复苏。通过制定有针对性的培训计划和相关资源，帮助各知识产权局为中

                                                
1
 《2022-2026 年中期战略计划》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en/doc_details.jsp?doc_id=541373 
2
 非洲司、最不发达国家司、阿拉伯国家司、亚洲及太平洋司、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司、转型和发达国家司。 
3
 产权组织在阿尔及利亚、巴西、中国、日本、尼日利亚、俄罗斯联邦和新加坡设有驻外办事处。 
4
 更多信息可参见：www.wipo.int/tad/en/activitydetails.jsp?id=25842 
5
 详细信息可查阅：www.wipo.int/technology-transfer/en/news/2022/news_0004.html 
6
 即在马来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在日本专利局的支持下进行的促进知识产权和技术的有利创新

环境项目下的计划。更多信息可参见：

www.wipo.int/cooperation/en/funds_in_trust/japan_fitip_global/news/2022/news_0009.html 
7
 有 11 个拉丁美洲工业产权局的局长出席会议。联合国妇女署和一位区域性别专家也参加了会议。 
8
 更多信息可参见：www.wipo.int/meetings/en/details.jsp?meeting_id=72351 
9
 产权组织的 COVID-19 相关服务和支持可访问：www.wipo.int/covid-19/en/ 

http://www.wipo.int/meetings/en/doc_details.jsp?doc_id=541373
http://www.wipo.int/tad/en/activitydetails.jsp?id=25842
http://www.wipo.int/technology-transfer/en/news/2022/news_0004.html
http://www.wipo.int/cooperation/en/funds_in_trust/japan_fitip_global/news/2022/news_0009.html
http://www.wipo.int/meetings/en/details.jsp?meeting_id=72351
http://www.wipo.int/covid-19/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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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和企业家提供 COVID 后经济复苏培训，并与选定的高校合作提供执行计划，重点是为私营部门

提供技术转让技能。 

9. 为促进实现《2022-2031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多哈行动纲领》中确定的相关目标，
10
本组织开

始实施“产权组织 2022-2031 年向最不发达国家可交付成果”倡议。
11
该倡议的总体目标是为最不发达

国家以知识产权为工具促进增长和发展，提供重点突出、基于需求、影响驱动的援助和支持。2022 年

还标志着产权组织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一揽子毕业支持方案”
12
的启动，以响应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国

的要求以及《多哈行动纲领》中关于加强对即将毕业和已经毕业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支持措施的呼

吁。该倡议的目的是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有针对性的知识产权相关技术援助，支持其为毕业做准备。

具体而言，该倡议旨在帮助这些国家发展和升级国家知识产权制度，以履行其毕业后的知识产权相关

义务，并利用知识产权和创新来实现与结构转型、提高生产能力、经济竞争力和多样化有关的毕业目

标。截至 2022 年底，产权组织收到了安哥拉、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知识产权

相关技术援助请求。 

技能和知识建设 

10. WIPO 学院继续扩大了其提供和支助的课程的范围、覆盖面和可及性，并考虑到其资源部署的公平

地域平衡。具体而言，由 368 名指导教师以多达 16 种语言
13
开设并讲授了共 383 门课程。通过这些课

程，2022年受益于学院远程学习计划的人数达到 101,457人，这是连续第三年参加人数超过 10万人。

远程学习课程的目录得到进一步扩展，引入了更多的专业认证和行政课程，侧重于成员国、私营部门/

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技能培养，以及产权组织各部门的培训需求。这类课程的例子包括：(i)专利撰写国

际培训计划；
14
(ii)关于制定成功的发展议程项目专门课程（DL-620）；

15
(iii)面向集体管理组织的“WIPO 

Connect 培训”（DL-550）；
16
以及(iv)改进的“知识产权概论 2.0 版”，其重点是知识产权商业化和

知识产权作为抵押品这两个主题，为中小企业如何将创新和发明推向市场提供实用指导。
17
根据与 14

个知识产权局达成的现有和新的定制化协议，学院对面向国家目标受众的入门级和以青年为重点的学

习工具的持续改编需求做出了回应。
18
来自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 242名政府官员参

加了 WIPO 学院的专业发展计划，学习了学院与其伙伴机构以在线形式或混合形式联合提供的高级课

程。
19
随着采取基于技能培养的专业发展计划课程这一新形式，

20
政府官员就其各自国家办事处感兴趣

的具体专题进行了为期 16周的研究，共提出 206个项目，并已付诸实施。 

                                                
10
 新的《多哈行动纲领》承认科学、技术和创新，包括包容和有利的创新生态系统，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

要。该纲领阐述了与知识产权、创新和创造有关的更具体的目标和行动。 
11
 在 2021年 12 月 13 日至 14 日于日内瓦举行的产权组织会前论坛上，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国审议并通过了产权组织

的可交付成果，以筹备第五届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详情可查阅：

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63348 
12
 一揽子方案可查阅：www.un.org/ldcportal/content/wipos-graduation-support-package-

ldcs#:~:text=Launched%20in%20July%202022%2C%20the,to%20graduating%20and%20graduated%20LDCs  
13
  联合国的六种官方语文和另外十种语文。 

14
 该课程使专利专业人员具备成功准备和提交专利申请所需的技术技能和知识，这些也可以纳入产权组织成员国专

利专业人员的国家/地区资格认证和培训中。 
15
 该课程采纳了产权组织在注重成果的管理方面的最佳做法以及项目准备、监测和评估方面的其他良好做法。 

16
 该课程旨在就如何使用产权组织开发的权利管理软件培训集体管理组织工作人员。 

17
 该课程将与大韩民国合作，于 2023 年在首尔开始面对面授课。 

18
 包括阿尔巴尼亚、佛得角、古巴、埃及、拉脱维亚、斯洛伐克、南非、蒙古、塔吉克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

坦、安提瓜和巴布达、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巴西的知识产权局。 
19
 这些高级课程大部分是在线提供的，只有两门是以混合形式提供的。 

20
 专业发展计划课程的形式在 2021 年有所改变。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63348
http://www.un.org/ldcportal/content/wipos-graduation-support-package-ldcs#:~:text=Launched%20in%20July%202022%2C%20the,to%20graduating%20and%20graduated%20LDCs
http://www.un.org/ldcportal/content/wipos-graduation-support-package-ldcs#:~:text=Launched%20in%20July%202022%2C%20the,to%20graduating%20and%20graduated%20LD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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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联合硕士学位项目是学院工作的另一重要部分，尤其是旨在面向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经

济转型国家的学员。2022 年，学院向 251 名学员提供了 8 个联合硕士学位项目，并通过开发课程、提

供知识产权参考资料以及为国际讲师提供支持，进一步为大学提供支持。此外，在日内瓦举行的产权

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专题讨论会为知识产权教师和研究人员提供了在线支持。 

知识产权与发展 

12. 在“知识产权与发展”的议程项目下，根据成员国提出并商定的议题，CDIP 继续在每届会议上讨

论一个议题。
21
这一议程项目成为深入讨论所选议题以及产权组织在该领域现有工作和未来方向的平

台。其还为成员国提供了一个机会，以分享经验和成员国对本组织在知识产权各领域的工作和技术援

助的期望。在 2022 年 5月 16日至 20 日举行的第二十八届会议期间，委员会讨论了议题“知识产权与

创新：企业家的商标和外观设计战略”。在秘书处的详细介绍后，
22
各成员国分享了各自国家在企业家

的商标和外观设计战略方面的观点、经验和做法。在 2022 年 10 月 17 日至 21 日举行的第二十九届会

议期间，委员会讨论了议题“知识产权与技术转让”。委员会听取了秘书处关于这一议题的两次介绍
23
，随后一些代表团介绍了本国的经验。关于这一议题的丰富讨论包括分享各自国家支持和促进知识产

权商业化和技术转让的国家政策、做法和现有工具。此外，委员会还商定在 CDIP 第二十九届会议之后

将在该议程项目下讨论的议题，即在第三十届会议上讨论议题“知识产权与青年：投资于未来”，以

及在 CDIP第三十一届会议上讨论议题“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知识产权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13. 在审议关于主题为“绿色技术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第二届知识产权与发展国际会议的报告

时，
24
委员会赞扬了秘书处为组织这次会议所做的努力，并对发言者的发言表示赞赏。委员会决定，将

在 2023 年举行的两年一次的知识产权与发展国际会议的分议题是“知识产权和创新促进可持续农

业”。此外，委员会同意非洲集团的提案，
25
即从 CDIP 第三十四届会议开始，两年一次、再召开三次

知识产权与发展国际会议，于 CDIP周的第一天举行。这些会议的分议题须经成员国同意。 

知识产权制度中的灵活性 

14. 正如文件 CDIP/20/5
26
所述，灵活性数据库

27
所载信息得到继续传播，该文件尤其介绍了传播该数

据库所载信息的措施。可在该数据库中检索国家知识产权法中的灵活性在选定管辖区域内的实施情

况。根据委员会在 2016 年第十八届会议上达成的一致意见，数据库的输入页面含有关于其更新机制的

信息。该机制要求成员国通过正式通函向秘书处提供与数据库中包含的灵活性有关的国家规定的更

新。
28
所通知的更新将立即以名为“成员国更新”的新字段列入数据库。2022 年，成员国没有提交任

何更新。 

                                                
21
 在这方面，为了便于讨论，编写了一份载有成员国提案的议题列表，并定期更新。请成员国随时提交关于知识产

权与发展相关议题的提案。 
22
 秘书处的演示报告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6651 

23
 秘书处的演示报告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89492 

24
 见文件 CDIP/28/3，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68113 

25
 见文件 CDIP/29/3，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9081 

26
 文件 CDIP/20/5，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387181 

27
 根据委员会在第六届会议上达成的一致意见，于 2013 年 6 月建立了该数据库。 www.wipo.int/ip-

development/en/agenda/flexibilities/database.html 
28
 成员国通知的更新可能是指：(i)对已列入数据库的一个或几个条款的修改；和/或(ii)在其国家法律中新通过的

与数据库中的灵活性有关的先前不存在的条款。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6651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89492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68113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9081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387181
http://www.wipo.int/ip-development/en/agenda/flexibilities/database.html
http://www.wipo.int/ip-development/en/agenda/flexibilities/databa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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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与知识产权 

15. 产权组织继续促进性别平衡和增强妇女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参与能力。根据 CDIP做出的一项决定，

通过一系列关于“缩小知识产权性别差距”的分享会，产权组织设立了一个论坛，以提高对妇女赋能

的重要性和增加妇女在知识产权生态系统中的参与问题的认识。在 2022 年 5月举行的第二十八届会议

上，在审议“妇女与知识产权交流会报告”时，
29
委员会对三场交流会的成功召开表示赞赏，这三场交

流会探讨了妇女在利用知识产权制度方面面临的障碍，并探讨了该领域的良好做法和现有的多利益攸

关方倡议。关于妇女、知识产权和旅游业的交流会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举行。
30
通过当地手工艺品生

产和葡萄酒旅游以及天文旅游和农业旅游等实际例子，不同地区的妇女专家和企业家强调了如何利用

知识产权来支持旅游相关企业的发展，同时鼓励妇女参与该领域并为之作出贡献。来自 110 多个国家

的 300 多名与会者参加了分享会。这一系列的交流会将继续举办，以讨论可能有助于缩小知识产权性

别差距的其他议题。 

16. 该部门继续在乌干达实施“女企业家知识产权项目”，
31
旨在指导女企业家利用知识产权制度建

立品牌、开发产品和实现商业化。对 70 名女企业家的指导帮助她们在乌干达注册服务局为产品注册了

70 个商标证书，产品范围涵盖时装、化妆品、包装食品、液体洗涤剂、固体肥皂和葡萄酒。项目的成

功实施使产权组织得以建立一个可持续的项目模式，从而在苏丹和柬埔寨等其他最不发达国家进行推

广。该项目在商业化和创业方面的实际指导阶段侧重于产生切实的影响，即：(i)通过推广女企业家的

品牌并将她们与更多的制造商和客户联系起来，帮助扩大女企业家的商业机会；(ii)增加产品的销

售；(iii)通过创造当地就业机会为减贫做出贡献；以及(iv)加强 70 名女企业家之间的商业沟通联

络。该试点项目还使受益的女企业家可以分享其经验，并激励其他女企业家利用知识产权的潜力促进

企业发展。不丹和坦桑尼亚也表示有兴趣合作开展类似活动。“亚太地区女性创新者和企业家计划”
32

也于 2022 年启动，共 12 期网络研讨会，每周举行一期，每周有来自斯里兰卡、尼泊尔、越南、印度

和中国的 50 名与会者参加。该计划后来扩大到印度尼西亚，举行了“与印度尼西亚女性创新者和企业

家的知识产权对话”启动会，有 80 名妇女参加。“拉丁美洲知识产权和性别网络”
33
是值得一提的又

一个倡议。2022 年，又有六个知识产权局加入了该网络，
34
使其成员总数达到 10 个知识产权局。产权

组织提出该网络的概念方法，包括其结构和职能。产权组织还协助并参加该网络的大会会议，并支持

在其技术委员会范围内开展行动，特别是组织一次创新妇女竞赛。此外，本组织还为开发该网络的网

页以及纳入葡萄牙文和英文提供了支持。 

17. WIPO 学院继续与欧莱雅-教科文组织女性参与科学计划开展合作，为女科学家提供线上和线下混

合式知识产权培训机会。已达成一项有关使用韩国信托基金来扩展该计划以举办为期五天的知识产

权、科学和创新培训的协议。已编写一本知识产权与科学创新的小册子，作为参加培训项目的女科学

家带回家的实用指南。 

                                                
29
 见文件 CDIP/28/8，可查阅：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69442 

30
 更多信息可参见：www.wipo.int/women-and-ip/zh/news/2022/news_0006.html 

31
 与产权组织一起在乌干达指导女企业家的“培养有智慧的成功女性”（GSWIM）的创始人兼总经理莉莲·南图姆

（ Lilian Nantume ） 女 士 建 立 了 一 个 网 站 ， 收 录 了 十 大 最 佳 成 功 案 例 ， 详 情 可 查 阅 ：

www.gswim.org/gswimwomensuccessstories 
32
 更多信息可参见：www.wipo.int/meetings/zh/details.jsp?meeting_id=71368 

33
 该网络创建于 2021 年，为此，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的知识产权局与作为荣誉成员的产权组织签署

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34
 即阿根廷、巴西、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墨西哥和乌拉圭。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69442
http://www.wipo.int/women-and-ip/zh/news/2022/news_0006.html
http://www.gswim.org/gswimwomensuccessstories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etails.jsp?meeting_id=7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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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组织机构 

18. 该部门是产权组织发展议程的管理机构。发展议程的跨组织协调使发展议程建议能够在发展与知

识产权委员会（CDIP）指导的基础上在整个产权组织得到落实和实现主流化。  

1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CDIP 以混合形式举行了两届会议，一届是在 2022 年 5 月 16 日至 20 日举行

的第二十八届会议，另一届是在 2022 年 10 月 17 日至 21 日举行的第二十九届会议。成员国继续表现

出对 CDIP 工作的承诺，并表示支持产权组织在落实发展议程建议并将其纳入主流方面取得的进展。

CDIP 批准了两个新的项目提案，使到 2022年底批准的发展议程项目总数增加到 48 个。CDIP第二十九

届会议批准了以下两个项目： 

i) 突尼斯提交的关于“通过创新和知识产权减少与工作有关的事故和职业病”的经修订项目提

案。该项目于 2023年1月开始实施。其目的是要落实发展议程建议1、10、19、30、31和45。 

ii) 关于“加强软件部门运用知识产权开发移动应用程序”的项目第二阶段提案。该项目于 2023

年 1月开始实施。其目的是要落实发展议程建议 4、11、23、24和 27。 

20. 对已完成的发展议程项目进行独立审评的过程仍是成员国对这些项目的有效性和效率进行评估并

为今后的发展议程举措提供指导的一项重要工具。产权组织秘书处继续考虑审评提出的建议，并确保

审评人员提出的商定建议得到适当落实。委员会讨论并审议了以下两个发展议程项目的完成和最终独

立评估报告：“加强软件部门运用知识产权开发移动应用程序”项目和“成功的发展议程项目提案用

工具”项目。2022 年有 9 个发展议程项目持续实施，其实施情况已通过一份“进展报告”提交给委员

会。
35
委员会对文件中经修订的报告形式表示欢迎，该文件更方便用户了解项目的实施情况。

36
此外，

CDIP 注意到关于产权组织对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相关具体目标所作贡献的第六次报告以及在发展

议程项目框架内取得的一些成果（研究和指南）。 

21. 委员会在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上也取得了进展。具体而言，落实已通过的独立审查建议的大部分

战略，
37
以及审查和报告机制都已获得通过，并要求秘书处开始实施。委员会还同意“非洲集团关于对

产权组织在合作促进发展领域开展的技术援助进行独立外部审查的提案”，
38
并要求秘书处为这种审查

制定职权范围草案，供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审议。 

已被纳入主流的发展议程项目 

22. 以下是在 2022年期间开展的与已被纳入主流的发展议程项目相关的主要工作： 

(i) 建立“初创”国家知识产权学院，目前称为“知识产权培训机构（IPTI）项目”：WIPO 学院

继续通过建立自我维持并专注于具体国家目标和优先事项的知识产权培训机构，支持成员国建

设本国的知识产权培训能力。2022年，知识产权培训机构报告称组织了 1,300多场知识产权培

训活动，参与者超过 88,800 人。这证明这些项目可以实现倍增效应。鉴于知识产权培训机构

所取得的势头，项目的范围已经发生变化，以更好地适应各国在培训能力建设方面的实际需

要。具体来说，开展了以下活动，分为三个主要支柱： 

                                                
35
 见文件 CDIP/29/2，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82745 

36
 由于实施了发展议程项目“成功的发展议程项目提案用工具”，进展报告的报告形式得到了更新。 

37
 见文件 CDIP/29/6，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81143 

38
 见文件 CDIP/29/9，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82427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82745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81143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8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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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该项目支持建立新的知识产权培训机构。到 2022 年，已在 12 个成员国建立了 14 个知

识产权培训机构。
39
另有 13 个项目正在实施，还收到了很多关于提供此类援助的进一步请求。

在项目实施方面，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对来自 20 个国家的 418 多名学员进行了 18 个培训培训

师（ToT）模块的有效培训。此外，培训培训师计划完全采用新的混合学习形式开展，受益于

WIPO学院学习管理系统平台上的补充性异步技能活动。 

其次，该项目向 10 个提出请求的知识产权培训机构提供特别合作，以开展共 24 个项目/活动
40
，这些项目/活动的参与者超过 2,100 人。这包括关于知识产权作为 COVID 后经济复苏工具的

活动，以及针对国内主要经济部门和妇女的培训。 

第三，2022 年以英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推出了一些加强知识产权培训机构运作的集体资

源。
41
还应提及的是，2022 年 5 月 23 日和 24 日举办了第一届知识产权培训机构国际会议。来

自 11 个国家的 13 个知识产权培训机构介绍了他们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为知识产权和创新生态系

统的关键要素提供技能建设计划的成功战略和故事，关键要素包括中小企业、企业家、更广泛

的私营部门、妇女和青年。来自 120 个国家的 539 名与会者参会，包括教育管理人员、企业

家、知识产权和创新管理人员以及政府代表。
42
此外，扩展的功能，包括 WIPO 学院知识产权培

训机构的公共日历，使得知识产权培训机构的活动得以推广并提高其知名度。 

(ii) 进行使用特定技术的适当信息方面的能力建设，以应对已查明的发展挑战：通过促进使用专利

文件中的科技信息，项目旨在确定满足最不发达国家具体发展需求的适当技术，并提高国家在

这一领域的能力。在这方面，已采取行动，通过探索与相关伙伴机构和利益攸关方建立伙伴关

系，来促进运用已确定的适当技术，从而加强这些项目对受益国和社区发展的影响，。莫桑比

克、塞内加尔和乌干达的国家项目进入了为已确定的适当技术完成业务计划的重要阶段。
43
目

前正在这三个国家筹备国家推广研讨会，
44
向不同的利益攸关方介绍业务计划，并为计划的实

施筹集资金、寻求支持和建立伙伴关系。 

(iii) 知识产权技术援助数据库（IP-TAD）
45
继续适应以线上方式和混合形式举办的技术援助活动。

数据库提供与产权组织技术援助活动相关的信息，能够从开展发展合作活动的产权组织不同计

划和部门获取数据。数据库记录了产权组织在 2022 年开展的 831 项技术援助活动，参与者来

自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 

                                                
39
 即在阿塞拜疆、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萨尔瓦多、格鲁吉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秘

鲁、沙特阿拉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突尼斯。哥伦比亚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各设立了两个知识产权培训机构，一个

在工业产权局（哥伦比亚的工业和商业监管局（SIC）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国家工业产权局（ONAPI）），另一个在版

权局（哥伦比亚的国家作者权利局（DNDA）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国家作者权利局（ONDA））。 
40
 其中七个项目正在进行中。 

41
 这些课程使知识产权培训机构具备为主要受众设计和提供专门技能计划的技能和能力，并掌握使部分培训自动化

的工具（自定进度的课程、教育指南、对其培训师的持续培训等）。 
42
 63%的参与者是妇女。99%的满意度调查答复者对会议表示高度满意。 

43
 这些项目包括适用以下适当技术：在莫桑比克：(i)为生产高质量“罗非鱼鱼苗”改造的鱼苗孵化器技术；(ii)设

计和生产厌氧消化池以便将废物转化为沼气和生物肥料技术。在塞内加尔：(i)水果（洋葱和芒果）的简单和可持续干

燥技术；以及(ii)石油提炼以便用于废物回收和增值的技术。在乌干达：(i)木柴烧砖替代技术；(ii)雨水收集和处理

技术。 
44
 计划在 2023 年第二和第三季度举行讲习班。 

45
 IP-TAD 提供产权组织在受益国所开展的技术援助活动的信息，这些受益国可能是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也

可能是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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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产权组织顾问花名册数据库（IP-ROC）载有产权组织为开展具体的知识产权技术援助活动而聘

用的顾问的信息。
46
顾问可能是多个知识产权领域和使用多种语言的专家。数据库的检索功能

能够按专业领域和执行的任务来搜索顾问。尤其是可以通过性别、国籍、语言、姓名、知识产

权领域的专业知识、受益国和任职年份等各种标准来搜索顾问。IP-ROC 数据库收录了 2022 年

任职的 2,208名专家/顾问。 

(v) 知识产权发展资源牵线搭桥数据库（IP DMD），即目前的 WIPO Match：在 2022年 4月举行的

第二十八届会议上，应成员国的要求，委员会审议了一份关于“未来提升 WIPO Match 的战

略”的文件。
47
该文件建议对 WIPO Match 平台进行技术改进、重组和扩展，以提供更多工具、

服务和功能，帮助交付更好的成果。除此之外，该战略还建议将 WIPO Match 平台作为骨干平

台，以增加知识产权生态系统中各利益攸关方之间透明的信息交流，鼓励他们相互开展合作，

并为南南倡议、南北倡议和三方倡议提供便利。成员国欢迎该战略，并还要求秘书处介绍

2021 年产权组织内部监督司发布的 WIPO Match 评价报告。按照委员会的要求，产权组织内部

监督司在 2022年 10月举行的 CDIP第二十九届会议上介绍了 WIPO Match评价的结果、结论和

建议。评价认为，WIPO Match符合产权组织的战略优先事项和发展议程建议 9。但是，评价认

为，WIPO Match网络平台技术已经过时，不符合现代平台标准。该文件建议对 WIPO Match平

台进行升级，并加强其治理结构和报告机制。此外，评价还建议应提供资源，支持 WIPO Match

的有效和高效管理及可持续性。委员会注意到对报告的介绍，并要求秘书处继续定期提供最新

情况。因此，为实施提升该平台的计划，已启动了工作。 

(vi) 加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知识产权与发展问题南南合作：发展议程建议和可持续发

展目标为产权组织在促进和加强成员国之间的横向合作，以及为改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而加

倍努力方面的作用提供了重点。在这一主题事项移交给发展议程协调司之后，产权组织于

2022 年重振了其在该领域的工作。2022 年 10 月 14 日举行了关于在产权组织发展议程背景下

促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第一次专家圆桌会议。圆桌会议的目的是为产权组织在这一领域的

工作注入新的活力，并确定一些具体行动，以促进南方国家之间更有效的合作。圆桌会议将发

展议程项目的受益者和支持者聚集在一起，分享他们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以鼓励知识产权领域

的南南合作倡议和三方合作倡议，同时推广这些项目的成果。圆桌会议探讨了知识产权南南合

作和三方合作作为加强教育的机制、作为当地企业竞争力的驱动力以及作为落实产权组织发展

议程的手段的问题。在圆桌会议期间，来自不同国家的 14 位专家分享了交付面向发展的项目

方面的经验，展示了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利用知识产权的成功成果，并就南南合作和三

方合作机制能够为支持和促进发展合作提供的机会交流了看法。代表成员国和相关政府间组织

的 60 多名与会者参加了此次活动。圆桌会议最后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行动建议，以鼓励和促进

更多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倡议。这些行动将在 2023 年及以后实施。此外，自 2022 年 11 月

以来，一个专门介绍产权组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工作的新网页正在筹备之中。 

(vii) “成功的发展议程项目提案用工具”项目已于 2022 年完成。该项目的目标是开发和提供能够

促进发展议程项目的制定和实施并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利益攸关方在项目实施及其整个周期内的

作用的工具。该项目交付了以下成果：(i)发展议程项目的筹备、实施和评价指南；(ii)关于

所有发展议程项目和产出的可搜索在线目录；(iii)关于发展议程项目管理的远程学习课程；

                                                
46
 这些顾问不在总部工作，也不在产权组织驻外办事处工作。 

47
 见文件 CDIP/28/5，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0471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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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iv)一些信息丰富的视频和信息图。
48
此外，在 CDIP 第二十九届会议期间，委员会审议了

项目的完成报告
49
和评价报告

50
，并决定将这些产出纳入产权组织常规工作的主流，不断更新这

些产出，向成员国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提供关于项目开发和实施的定制培训，以及在 2024

年对项目的成功进行一次小规模审查。 

(viii) 面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企业发展的知识产权与产品品牌建设：本项目的成果在“通

过品牌和外观设计加强企业竞争力的有利创新环境”项目的构思、设计和实施中证明是有效

的。五个国家
51
建立了“品牌局”形式的体制结构，以促进中小企业和社区企业的品牌发展工

作。为了向正在努力从大流行的影响中恢复过来的商界提供更广泛的服务，这些品牌局将转型

为“商业支持单位”。2022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在呵叻府和曼谷举办了“关于以基于

项目的方法加强选定的亚太国家的品牌、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的区域论坛”，标志着转型的开

始。
52
此外，发展议程项目活动还被纳入了该部门的正常工作以及在产品品牌创建和商业发展

领域提供技术援助的主流。例如对柬埔寨蒙多基里蜂蜜、纽埃的“海洋对话信贷（OCC）”、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一县一品（ODOP）”、孟加拉国的黑虎虾产业和沙特兰吉地毯产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藏红花和开心果产业的品牌援助项目，以及对不丹水产业的培训和指导计

划。 

二、 专利和技术部门 

23. 专利和技术部门继续支持成员国制定自己的立法框架，以保护其境内有价值的创新资产。该部门

领导了由成员国推动的规范制定进程，为开展对话和协作活动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在本报告所述期

间，该部门通过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扩大了其在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外联范围。

此外，该部门还协调本组织的工作，在产权组织新建立的知识产权与性别计划下，为支持妇女参与创

新和知识产权制定产权组织的战略方向。 

专利和技术法以及专利合作条约 

24. 在专利、实用新型、商业秘密和布图设计领域，该部门向 21 个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53
提供了立法和

政策咨询，同时考虑到它们的优先事项和特殊需求、知识产权制度固有的平衡权利和义务以及受益国

的不同发展水平。这种援助有助于进一步促进落实发展议程建议 13、14和 17。 

25. 作为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为发明提供国际保护的全球服务的提供者，该部门为通过产

权组织免费的 PATENTSCOPE 数据库向国际社会传播与创新有关的技术信息提供支持。
54
平均每周有

5,000 多份新的 PCT 申请（包含发明的公开）被纳入 PATENSCOPE。
55
为了促进对数据库的访问和使用，

举办了 13次与 PATENTSCOPE 有关的网络研讨会，有 4,000多名与会者参加。 

                                                
48
 所有产出都在各次会议上提交给了 CDIP，可查阅：dacatalogue.wipo.int/projects/DA_01_05_01 

49
 见文件 CDIP/29/4，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81111 

50
 见文件 CDIP/29/5，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80962 

51
 即在不丹、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萨摩亚。 

52
 该论坛吸引了来自亚太地区 7 个国家的 45 名与会者（53%为妇女）。与会者包括知识产权局的高级领导，特别是

孟加拉国和柬埔寨的知识产权局局长等。 
53
 3 个非洲地区、4 个在亚太地区、11 个在美洲及加勒比地区、3 个在转型和发达国家。 

54
 PATENTSCOPE 数据库可访问：patentscope.wipo.int/search/en/search.jsf 

55
 最大申请数量为 8,396 项，最小申请数量为 3,271 项。 

https://dacatalogue.wipo.int/projects/DA_01_05_01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81111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80962
https://patentscope.wipo.int/search/en/search.j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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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该部门继续实施用户外联计划和提供支持，并开展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同时考虑到受益成员国

的需求和情况。为了解决快速援助需求增加和旅行限制的问题，对大多数活动的培训内容和互动技巧

进行了重新设计，并转向以在线方式提供。这一转变继续揭示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信

息技术设备方面缺乏技术渠道和合适的基础设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经济转型期国家也是如此。这

一转变要求学习使用信息技术工具，并根据新的虚拟通信环境调整技术培训内容，这意味着要调整工

作人员以及专家和受益者的技能。经与特定成员国协调，该部门为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经济

转型国家组织、协调和/或在这些国家参与了 80 项与《专利合作条约》有关的活动，如网络研讨会和

电子讲习班。大多数活动线上举行，来自约 95 个国家的 6,200多名与会者参加了这些活动，包括知识

产权局工作人员、该体系的潜在用户和其他利益攸关方。
56
此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人和来自最不

发达国家的所有申请人提出的国际申请继续获得国际申请费和某些其他费用 90%的优惠。 

知识产权与性别 

27. 2022 年，该部门领导本组织努力为产权组织新建立的知识产权与性别计划制定第一个产权组织知

识产权与性别行动计划（IPGAP）。IPGAP 是产权组织对实现妇女和女童经济平等和赋能的总体和全球

努力作出的贡献。IPGAP 的实施工作于 2022 年下半年开始。该计划旨在与产权组织的《2022-2026 年

中期战略计划》时间表相吻合，从该计划中产生并补充其工作支柱。IPGAP 的愿景是，世界各地妇女

的创新和创造都能得到知识产权支持，造福于所有人。具体而言，IPGAP 的举措包括：(i)政府支持将

性别观点纳入知识产权立法、政策、计划和项目；(ii)研究确定知识产权性别差距的范围和性质以及

缩小差距的方法；(iii)在知识产权环境中开展以性别为导向的试点项目，有效训练和提高妇女和支持

妇女的机构的知识产权技能。 

产权组织机构 

28. 该部门继续支持包括专利法常设委员会（SCP）和专利合作条约工作组（PCT 工作组）在内的众多

产权组织机构开展工作。 

29. SCP 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至 30 日以混合形式举行了其第三十四届会议。根据发展议程建议，SCP

的活动继续由成员国推动并具有包容性，支持营造有利于成员国之间进行接触和开展对话的环境，并

考虑到它们的不同发展水平。除其他外，成员国继续讨论了以下问题：(i)专利权的例外与限制；(ii)

专利质量，包括异议制度；(iii)专利与卫生；(iv)专利顾问与其客户之间通信的保密性；和(v)技术

转让。特别是，成员国分享了有关专利权用尽、使用人工智能和由人工智能创造的发明的可专利性、

快速专利审查机制、可公开访问的药品和疫苗专利状况信息数据库、客户与其专利顾问之间通信保密

的跨境方面的信息，以及专利制度在促进创新、技术转让和工业发展方面的贡献。
57
 

30. 专利合作条约工作组于 2022 年 10 月 3 日至 7 日以混合形式举行了其第十五届会议。工作组审议

了国际局就已对发展中国家使用 PCT 体系产生直接影响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活动以及在产权组织其

他机构（特别是 CDIP、产权组织标准委员会和产权组织大会）监督下开展的与 PCT 有关的技术援助活

动编写的一份报告。
58
工作组注意到国际局对已在 2022 年 5月 16日至 20日举行的 CDIP第二十八届会

                                                
56
 见文件 PCT/WG/15/10，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83294 

57
 见文件 SCP/34/8，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86551 

58
 此类报告已作为一个常设项目被列入 PCT 工作组每届会议的议程。见关于国际局在 2021 年和 2022 年开展的 PCT

技术援助活动的文件 PCT/WG/15/10，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83294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83294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86551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8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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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上进行的“产权组织在合作促发展领域的技术援助”分议程项目下的讨论进行的更新。
59
此外，工作

组继续就制定专利实质审查员技术能力框架和用于管理专利审查员培训的学习管理系统问题展开讨

论。
60
工作组重申，同意国际局在中小型办事处开展范围更广的调查，以确定其当前的培训政策、方法

和基础设施，评估其在制定此类政策、方法和开发基础设施方面的技术援助需求，并征求其对组织技

术援助和提供培训的意见，以便及时、高效地开展培训。最后，工作组评估了国际局定期更新的适合

专利实质审查员的电子学习资源汇编。
61
在这方面，工作组请国际局为创建独立电子学习资源库进一步

编写提案。
62
此类资源库将改善资源的获取，促进使用电子学习来培训专利审查员，从而在试点学习管

理系统提供的选项基础上，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能力建设作出贡献。 

三、 品牌和外观设计部门 

31. 品牌和外观设计部门继续支持成员国发展其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领域的立法和体制

框架。在 2022 年期间，该部门针对成员国的社会经济目标，提供由成员国推动的立法和政策咨询，从

而支持成员国对品牌和外观设计的实际应用。此外，该部门还采取措施，扩大了针对最不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的覆盖范围。 

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32. 该部门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工作继续以发展议程建议为指引。具体而言，2022 年，该部门回应

了 7 个国家的 13 项立法咨询请求，
63
其中 5 项涉及商标，3 项涉及工业品外观设计，2 项涉及地理标

志，3 项涉及知识产权战略。同时，该部门通过能力建设和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了其外联活动的覆盖范

围，其中12项活动涉及工业品外观设计，19项涉及商标，5项涉及地理标志。
64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新的

商标手册项目
65
的第一阶段已经成功完成，具体为：(i)为巴林王国工商部外贸和知识产权局制定《商

标申请审查指南》；以及(ii)审查和更新《安第斯共同体商标手册》。这些项目受到了受益国的欢

迎，因为商标局在进行人员和基础设施改革时需要确保审查专业知识的传承。还应提及的是，“西非

国家经济共同体-产权组织外观设计试点项目”于 2022 年初启动，其主要目的是提高西非企业对工业

品外观设计在产品商业化中的价值和作用的认识。从试点国家科特迪瓦和加纳开始，在阿比让和阿克

拉的经济中心举行的圆桌会议主要由中小微企业参加。该试点项目的核心内容是创建一个移动应用程

序（这在产权组织和所有项目合作伙伴中尚属首次），设想将其作为信息共享的主要工具，包括讲述

西非地区的工业品外观设计故事。
66
该部门在报告所述期间参与的另一个项目旨在协助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各国协调和进一步简化其国家外观设计注册制度，以提高该地区的竞争力。
67
 

33. 该部门继续与当地社区密切合作，对柬埔寨的“Kampot 海盐”生产者、塞内加尔的“Madd de 

Casamance”生产者、
68
多哥的“Riz de Kovié”生产者和墨西哥的“Seda de Cajonos”生产者等地理

                                                
59
 见文件 PCT/WG/15/10，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83294 

60
 见文件 PCT/WG/15/7，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82418 

61
 见文件 PCT/WG/15/4，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80516 

62
 例如，通过使用学习管理系统，以基于网络的电子学习平台的形式实现。 

63
 一个来自阿拉伯地区；一个来自非洲地区；两个来自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两个来自转型国家和发达国家，

一个来自亚太地区。 
64
 有些活动涉及两三种知识产权模式。 

65
 这些项目是与产权组织区域和国家发展部门合作实施的。 

66
 该试点项目计划在 2023 年中期公开启动。 

67
 一份载有对东盟成员国建议的报告将于 2023年 3 月提交。 

68
 一篇描述 Madd de Casamance 案例的短文可参见：www.wipo.int/ipadvantage/zh/details.jsp?id=11582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83294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82418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80516
http://www.wipo.int/ipadvantage/zh/details.jsp?id=1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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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进行开发、保护和商业化利用。
69
此外，根据《补充〈商标法新加坡条约〉（下称《新加坡条

约》）的决议》，产权组织继续为实施《新加坡条约》提供额外和充分的技术援助。2022年，产权组织为

两个成员国在法律和法规中实施《新加坡条约》提供了支持。
70
另外，还开展了四项能力建设和宣传活动。

71
 

产权组织机构 

34. 该部门继续支持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SCT）的工作。SCT 第四十五

和四十六届会议分别于 3 月 28 日至 30 日和 11 月 21 日至 23 日举行。SCT 在工业品外观设计、保护国

名防止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以及地理标志方面的工作继续按照发展议程建议 15进行。 

35. 产权组织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第 30次特别会议）讨论了召开一次通过外观设计法条约外交会议

的可能性问题。
72
会议以包容和由成员驱动的方式进行了审议，最后产权组织大会决定最迟于 2024 年

召开一次外交会议，以缔结和通过一部外观设计法条约。
73
 

已被纳入主流的发展议程项目 

36. 关于“知识产权和外观设计管理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企业发展”的项目已于 2016 年 4

月完成，并于 2017年 3月进行了审评。在 2017年 12月举行的第二十届会议上，CDIP对项目审评进行

了审查，然后批准了该项目的后续实施。因此，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项目活动继续被纳入产权组织宣

传和能力建设经常性工作的主流。 

正在实施的发展议程项目 

37. 该部门负责落实以下正在实施的发展议程项目： 

(i) “通过知识产权增强小企业能力：制定在注册后阶段为地理标志或集体商标提供支持的战

略”：2022 年开展了以下筹备和实施前活动：(i)选择受益国；
74
(ii)在每个受益国选择一名

国家协调员；(iii)启动与受益国的讨论，为项目选择一个地理标志或集体/证明商标；
75
以及

(iv)招募一名研究员，从 2023年 1月开始支持项目的实施。 

(ii) “秘鲁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与美食旅游业：通过知识产权促进美食旅游业发展”项目

于 2022 年 10 月成功结束。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摩洛哥、马来西亚和喀麦隆完成了对选定烹

饪传统价值链中知识产权相关领域的分析。同时，还组织了国家研讨会，在每个受益国介绍知

识产权分析的建议和结果。具体而言，(i)在秘鲁，产权组织和国家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局

（INDECOPI）于 2022 年 6 月举办了一次国家研讨会；(ii)在摩洛哥，产权组织和摩洛哥工商

产权局（OMPIC）于 2022年 9月举办了一次国家研讨会； (iii)在马来西亚，产权组织和马来

西亚知识产权公司（MyIPO）于 2022 年 6 月举办了一次国家研讨会；以及(iv)在喀麦隆，产权

组织和休闲旅游部（MINTOUL）于 2022 年 6 月举办了一次国家研讨会。作为项目结项活动的一

                                                
69
 实地项目的落实通常是在产权组织成员国的支持（特别是产权组织中国信托基金的资金支持）以及与粮食及农业

组织（粮农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等外部合作伙伴的合作

下进行。 
70
 一个来自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两个来自非洲地区。 

71
 3 项活动在转型和发达国家，1项在阿拉伯地区。 

72
 见文件 WO/GA/55/4。 

73
 见文件 WO/GA/55/12，第 309段。 

74
 即阿尔及利亚、巴西、巴基斯坦和乌干达。 

75
 每个受益国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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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2022年 10月 18日在位于日内瓦的产权组织总部举行了一次国际讲习班，四个参与国和

专家们汇聚一堂，分享了项目部署的经验，并讨论了各自得出的结论和未来行动的想法。世界

旅游组织（世旅组织）也参加了此次讲习班，与各国一起探讨如何传播和推进项目的旅游业部

分。还应提及的是，在 CDIP 第二十九届会议期间举行了一次会外活动，参与国在会上向成员

国介绍了项目成果。 

(iii) 由发展议程协调司管理的“将当地企业集体商标注册作为跨领域经济发展问题”项目在 2022

年继续取得进展。其目标是支持四个受益国的当地企业使用集体商标。
76
实施战略的重点是为

每个受益国的一个当地生产者群体开发和注册试点集体商标提供便利，以及开展能力建设活动

和制作宣传材料。截至 2022 年底，菲律宾已经开发并注册了集体商标；突尼斯和巴西的两个

集体商标已经完全开发并正在相关知识产权局注册；玻利维亚正在最后确定使用和徽标条例。

在制作实用指南、传单和视频等宣传材料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并发布了一个专门用以支持该项

目的网页。
77 

四、 版权和创意产业部门 

38. 版权和创意产业部门继续协助成员国加强其机构能力以及更新其利用版权生态系统作为可持续发

展工具的知识和实用技能。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该部门通过提供由成员国推动的立法、政策、基础设

施和管理咨询，支持成员国使用版权及相关权利。该部门还采取措施，扩大了针对最不发达国家、发

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的覆盖范围。此外，该部门还通过产权组织网站和产权组

织出版物等方式，领导产权组织努力提高全球对知识产权改善各地所有人生活的潜力的认识。这项宣

传工作还得到了扩大的产权组织全球奖计划的支持，表彰那些利用知识产权在国内外产生积极影响的

杰出企业和个人。 

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39. 该部门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工作继续以发展议程建议为指引。具体而言，向 20个发展中国家和

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量身定制的立法咨询。同时，一系列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计划惠及 87 个发展中

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以及两个区域性政府间组织的 5,920 名参与者，包括政策制定者、文化和创意部

门的专业人士和管理人员。值得注意的是以下项目/活动：(i)制定支持创意经济的国家知识产权/版权

政策和战略；(ii)产权组织-非洲地区知识产权组织次区域会议：塑造非洲版权及相关权格局；(iii)

为埃及举办关于版权在创意产业中的作用的网络研讨会；(iv)为各地区举办产权组织“出版商人际

圈”倡议下的业绩辅导计划；(v)为亚太国家举办支持音乐和视觉艺术部门创意初创公司的版权制度辅

导计划；(vi)为出版业的作者和中小企业举办一系列次区域网络研讨会：为加勒比国家举办的“一本

书的旅程”；(vii)为拉丁美洲国家的创作者和中小企业举办的系列指导网络研讨会，该研讨会特别关

注青年和妇女；以及(viii)美国版权局-产权组织 2022 年国际版权研究所。 

4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根据发展议程建议 4，该部门特别关注中小企业的需求。例如，应尼日利亚

版权委员会的要求，与其共同制定了《尼日利亚集体管理组织许可和运作手册》。此举的目的是通过

提供有关集体管理组织运作的实用和最新信息，增强尼日利亚集体管理组织的能力，并在集体管理组

织内推广透明文化和良好做法，使其能够设计、实施和调整有效的许可战略。另一个例子是，《面向

                                                
76
 即玻利维亚、巴西、菲律宾和突尼斯。 

77
 本项目的网页可查阅：www.wipo.int/collective-marks/en/index.html 

http://www.wipo.int/collective-marks/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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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和公共研究机构的产权组织版权政策模板》及其《定制化指南》。
78
其目的是支持高校和研究机构

制定机构版权政策，以促进版权资产的适当管理和版权作品的使用。还值得注意的是，组织了 19 次版

权基础设施网络研讨会。
79
 

41. 2022 年还启动了产权组织全球奖
80
，旨在围绕中小企业、妇女和青年的创新和创造活力，促进知

识产权商业化。作为一项年度比赛，该计划旨在展示和奖励对在商品和服务的商业化方面对社会做出

积极贡献的知识产权制度的突出使用。在该项比赛的第一年，来自世界各地的 261 家中小企业申请该

奖项。最终，有 20 家企业入围，并从不同国家选出 5 名获奖者。获奖者得到了国际推广和有针对性的

指导，从而推广其知识产权战略。从试点年获得的经验教训将指导该计划的全球和包容性推广工作。 

4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无障碍图书联合会（ABC）继续切实执行《马拉喀什条约》，以造福盲人、

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ABC 的活动主要围绕三项举措展开。
81
首先，ABC 在发展中国家

和最不发达国家实施新的培训和技术援助项目，项目周期为两年。这些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向区域组织

传授知识，确保它们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独立制作无障碍图书。截至 2022 年底，已有 28 个国家用本

国语言制作了 18,000份无障碍格式的教育图书。在 2022 年，为 2022-2023年建立了 11个新项目。值

得一提的是，有 120 人报名参加无障碍图书联合会为非政府组织举办的关于如何制作无障碍格式图书

的在线培训课程，该课程由专家培训师主持，提供在线互动课程。
82
其次，该联合会继续提供 ABC全球

图书服务，这是一个无障碍数字格式的在线图书目录，为盲人图书馆（即《马拉喀什条约》中定义的

授权实体）提供免费跨境交换无障碍数字图书的能力。通过两种应用程序提供 ABC 全球图书服务：(i)

授权实体应用程序，这是一种图书馆对图书馆服务。截至 2022 年底，已有 113 个授权实体与产权组织

签署了加入授权实体应用程序的协议，其中 57 个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根据《马拉喀什条

约》的规定，有 800,000多种图书可供这些授权实体进行交换；(ii)在 2021年推出的补充应用程序，

该应用程序使授权实体能够为其印刷品阅读障碍客户提供从无障碍图书联合会全球图书服务独立搜索

和立即下载图书的能力。截至 2022 年底，35 个授权实体同意向其客户提供该补充应用程序，其中 10

个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最后，ABC 继续推广“自始无障碍”的出版原则，确保新出版的

书籍能够被所有人完全使用，而不论其能力如何。世界各地的出版商和出版商协会受邀签署《ABC 无

障碍出版章程》。该章程载有八项与无障碍格式数字出版物相关的高级别志向性原则。截至 2022 年

底，已有 130 家出版商签署了该章程，其中 95 家（73%）家来自发展中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此外，

在 2022 年 9 月，ABC 推出了“ABC 出版商无障碍出版概念课程”。这个新的在线课程是为出版商设计

的，但也针对更广泛的受众，涵盖了出版领域需要考虑的关键无障碍主题。该课程免费向公众开放。
83
 

43. 在产权组织的 COVID-19应对框架内，为博物馆部门构思了一个试点项目。具体而言，该项目旨在

实施一项更广泛的战略，包括编制和实施一个安全的法律框架，以支持数字化和在线访问的发展。在

这种情况下，准备工作已经开始，根据对某些博物馆如何在大流行期间不仅能够维持其在线教育活

动，还能转向为学校学生提供创新的在线教育项目的新方法的分析，制定指导材料。 

                                                
78
 与产权组织知识产权和创新生态系统以及全球挑战和伙伴关系部门合作。 

79
 更多信息可参见：www.wipo.int/meetings/zh/topic.jsp?group_id=346 

80
 更多信息可查阅：www.wipo.int/global-awards/en/ 

81
 即 ABC 培训和技术援助；ABC全球图书服务；以及推动无障碍出版。 

82
 20 名学员已完成培训，其余学员将在 2023 年完成培训。 

83
 如有兴趣，可在以下网址注册：learning.daisy.org.ABC 在线课程对印刷品阅读障碍者是无障碍的，有高度结构

化的可导航课程内容、无障碍测验、附说明的图像和有字幕的视频。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topic.jsp?group_id=346
http://www.wipo.int/global-awards/en/
https://learning.dais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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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组织机构 

44. 该部门继续支持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SCCR）的工作，该委员会在 2022年举行了一次会议。

第四十二届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9 日至 13 日以混合形式举行。根据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要求，秘

书处在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会议的第一天组织了一次时长半天的信息会议，主题是 COVID-19 对文

化、创意和教育生态系统的影响，包括对版权、相关权以及限制和例外的影响。在该届会议期间，成

员国和观察员有机会提交资料并参与讨论。在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会议期间，委员会讨论了由主

席、副主席和协调人编写的《产权组织广播组织条约》修订案文草案。
84
委员会请与会者提出意见，并

请起草人为将于 2023 年举行的下一届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会议准备进一步的修订。在关于图书馆

和档案馆、教育和研究机构以及其他残疾人的限制与例外的议程项目下，非洲集团提出了关于例外与

限制工作计划草案的提案，
85
并根据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会议期间的发言进行了修改。随后，秘书

处回顾了根据《行动计划——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和《行动计划——关于教育和研究机构及其

他残疾人》，
86
以及《关于区域研讨会和国际会议的报告》所开展的工作。

87
委员会请秘书处为版权及

相关权常设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准备以下材料：(i)关于在线跨界环境中版权作品跨界使用的介绍；

(ii)关于研究限制与例外的概略研究；以及(iii)关于保护的工具包。委员会还要求在版权及相关权常

设委员会下届会议上组织“音乐流媒体市场信息会议”，这是由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国家集团提出的。

还应提及的是，委员会有五人发言，以及一个关于“数字环境中的版权”议题的视频发言。 

已被纳入主流的发展议程项目 

45. 以下是在 2022年期间开展的与已被纳入主流的发展议程项目相关的主要工作： 

(i) 知识产权与公有领域：继续强调版权文件系统。具体而言，与产权组织其他相关单位密切协

调，就自愿登记制度提供立法建议和开展宣传活动仍是该部门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ii) “知识产权、信息与通信技术（ICTs）、数字鸿沟和知识获取”项目，以及已获批准的“在利

用版权促进对信息和创意内容的获取方面的产权组织新活动”：
88
继续开展与开放许可和开放

源代码有关的技术援助、能力建设和宣传活动。在不同的论坛上进行介绍和发言，包括以开放

科学为具体重点。 

正在实施的发展议程项目 

46. 该部门负责落实以下正在实施的发展议程项目： 

(i) 版权与数字环境中的内容分发：
89
2022 年在秘鲁和阿根廷举行了两次次区域会议。专家和与会者强调

了版权及相关权对视听产业的关键作用，并讨论了视听内容的数字传播对创作者和权利人的影响。他

们还探讨了政府当局在使当地立法适应市场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  

(ii) 发展布基纳法索和西非经济货币联盟（西非经货联）若干国家音乐领域和新音乐经济模式：该

项目于 2022 年 1 月开始实施。应当提及的是，该项目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大到包括西非经货联

                                                
84
 见文件 SCCR/42/3，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68092 

85
 见文件 SCCR/42/4，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68491 

86
 见文件 SCCR/36/7，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408219 

87
 见文件 SCCR/40/2，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15597 

88
 见文件 CDIP/13/11，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272841 

89
 该项目重点关注拉丁美洲的视听市场。受益国是巴西、哥斯达黎加、阿根廷、厄瓜多尔、秘鲁和乌拉圭。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68092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68491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408219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15597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272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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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八个国家。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制定了一份描述当前音乐商业环境和与该部门相关的监

管框架的初步研究报告。八个参与国和西非经货联的第一次协调会议于 2022 年 12 月在阿比让

举行，除西非经货联外，八个参与国的项目协调人也出席了会议。会议审查了 2019 年提出的

活动，并对其进行了修正，以适应每个国家的当前形势。来自私营部门和音乐部门的代表也参

加了会议。 

(iii) 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创意产业在数字时代运用知识产权：该项目于2022年4月开始实施。智利、

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乌拉圭被选为项目的受益国。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确定了受

益国的国家协调人，并建立了协调模式。在项目框架内，完成了对受益国选定创意产业具体状

况的概略研究。还编写了一份关于组织宣传活动的指南。此外，2022 年 10 月在智利举办了关

于视频游戏行业知识产权管理的讲习班。 

(iv) 加强软件部门运用知识产权开发移动应用程序：该项目第二阶段在 CDIP 第二十九届会议上获

得批准。其目的是通过将项目第一阶段取得的成果纳入综合培训课程材料，确保这些成果的长

期可持续性。第二阶段还侧重于加强利用知识产权保护来支持音乐、出版、视频游戏和视听内

容的移动应用产业。应当提及的是，该项目第一阶段已于 2021 年 12 月顺利完成
90
，并于 2022

年 3 月得到了评价
91
。该项目增进了人们对移动应用程序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价值的了解，

并使利益攸关方能够更好地保护其商业利益。 

五、 基础设施和平台部门 

47. 基础设施和平台部门的工作继续侧重于向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专业人员、研究人员和知识产权

及创新生态系统的其他专业用户提供量身定制的高质量知识产权服务、知识和数据。在本报告所述期

间，该部门继续领导产权组织在加强和推广产权组织三个公共全球数据库方面的工作，即

PATENTSCOPE、全球品牌数据库和全球外观设计数据库，使它们的覆盖范围在 2022 年继续扩大。

PATENTSCOPE 增加了三个、全球品牌数据库增加了两个、全球外观设计数据库增加了三个国家数据

库。此外，PATENTSCOPE 还整合了新的非专利文献来源，即来自出版商 MDPI 的开放存取内容。

PATENTSCOPE 的适应力和响应时间也得到了改善，方法是升级其在产权组织日内瓦办公地点的服务器

基础设施，并识别和限制一些拖慢整个系统的罕见用户查询。PATENTSCOPE 的功能得到了扩展，以涵

盖新的 ST-26 XML 格式的序列列表的可视化和 PCT ST-37授权文件的可用性。同时，全球品牌数据库

系统用最新的互联网技术完全重写，并部署在云中，以改进其响应时间和可扩展性。还应提及的是，

Pat-INFORMED
92
得到了改造，进行了性能改进并提供了新的用户界面，使制药公司提交的专利与

PATENTSCOPE更好地匹配。因此，制药公司能获得完整、稳定和易于使用的工具来输入其数据。 

48. 人工智能研究继续由致力于加强产权组织各种职能和流程的先进技术应用中心（ATAC）推动。人

工智能工具已经在四个主要领域得到了发展：翻译、图像搜索、自动分类和语音转文本。在这方面，

该部门继续领导并促成各知识产权局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机器学习领域。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该部

门部署了一个新门户，整合了产权组织会议的网播设施和产权组织六种联合国语文的自动语音转文字

记录。这一新工具旨在便于在各种会议讨论期间开展合作，同时提供正在讨论的文件链接以及按议程

                                                
90
 见文件 CDIP/28/7，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69511 

91
 见文件 CDIP/28/6，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69485 

92
 Pat-INFORMED 是由产权组织、国际药品制造商和协会联合会（IFPMA）及 20 家领先的研究型生物制药公司在 2018

年发起的一项倡议。它提供了一个搜索引擎和开放存取数据库，为采购机构访问数据库和公众了解药品的专利状况提

供了便利。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69511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69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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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和/或成员国发言进行检索的能力。产权组织的维也纳分类助手也得到了升级，以支持德文和西班

牙文，并开发了维也纳分类助手维也纳分类第 9 版。此外，还开发了一个新的机器翻译质量评估器，

以协助 PCT英法和中英翻译工作流程。通过使用新的训练数据重新训练 WIPO Translate的专利文本模

型，翻译质量得到了明显改进。为新的非英语语言对（如中文译韩文）训练了具有突破性的高质量

WIPO Translate模型。最后，建立了机器翻译工作流程，将每周公布的所有新的 PCT申请的全文翻译

成英文。通过这种方式，创造了一种新的 PCT 电子产品，可供知识产权行业订阅，并可应要求免费提

供给向 PATENTSCOPE数据库提供资料的产权组织成员国知识产权局。 

已被纳入主流的发展议程项目 

49. 关于“创建智能知识产权机构”的发展议程项目：实现国家和区域知识产权机构的知识产权基础

设施现代化部署必要的组件和业务解决方案旨在通过进一步发展基础设施和其他设施，协助成员国发

展和提高国家知识产权机构能力。根据发展议程建议 10，该项目在 2022年继续通过产权组织的知识产

权办公室业务解决方案计划被纳入主流。该项目旨在加强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局业务系统和技术基础

设施，以帮助它们向利益攸关方提供更具成本效益和质量更高的服务。在这方面，继续提供以下服

务：(i)技术咨询；(ii)业务需求评估；(iii)项目范围确定和规划；(iv)业务程序分析；(v)持续开发

和部署定制业务系统解决方案，以用于知识产权管理、优先权文件交换和审查结果搜索；(vi)建立知

识产权数据库；(vii)为知识产权记录数字化和编制用于在线出版和电子数据交换的数据提供援助；

(viii)为知识产权机构工作人员提供培训和知识转让，为产权组织提供的系统提供支持。这种援助酌

情考虑了产权组织关于知识产权数据和信息的标准。现场或虚拟培训、辅导和地区培训讲习班占到活

动的很大比重，对于实现预期成果至关重要。截至 2022 年底，来自所有地区的 87 个发展中国家（包

括 20 个最不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局积极使用产权组织业务解决方案对其知识产权权利进行了管理。58

个知识产权局参加了由产权组织提供的一个在线交流平台，即检索和审查结果集中查询及数字查询服

务。一个重点是，通过协助各局转向在线申请服务和知识产权信息传播服务，提升各知识产权局的服

务水平。
93
 

六、 全球挑战和伙伴关系部门 

50. 全球挑战和伙伴关系部门继续领导产权组织努力团结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在知识产权、创新和创

意领域新出现的全球问题和政策挑战。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该部门发展和扩大了与利益攸关方的伙伴

关系，包括来自国际、商业和民间社会部门的利益攸关方。此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提高青年对知

识产权潜力和重要性的认识。这一外联活动还得到了 2022 年世界知识产权日庆祝活动的支持，该庆祝

活动重点关注正在为更美好的未来进行创新的年轻变革者。 

与联合国、其他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利益攸关方的接触 

51. 为了支持成员国开展 COVID-19危机后的复苏工作，该部门领导产权组织参与了联合国系统和相关

政府间组织的工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在

公共卫生、知识产权和贸易方面的三方合作。在 2021 年 6月和 2022年 2月的会议上，
94
世卫组织、产

权组织和世贸组织的总干事同意在 COVID-19 大流行背景下，在现有的三边合作框架内，加强的支持。

特别是，他们同意组织一系列的能力建设讲习班，并建立一个三方技术援助联合平台。在这方面，举

                                                
93
 更多信息可查阅：www.wipo.int/global_ip/en/activities/ip_office_business_solutions/ 

94
 关于该会议的联合新闻可查阅：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igo_01feb22_e.htm 

http://www.wipo.int/global_ip/en/activities/ip_office_business_solutions/
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igo_01feb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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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了以下三场讲习班：(i)2022 年 9 月 27 日关于“知识产权许可、技术转让以及技术诀窍和临床试验

信息的共享”的讲习班；
95
(ii)2022 年 2 月 28 日关于“获取和使用信息资源应对大流行疫情”的讲习

班；
96
以及(iii)2022 年 10 月 28 日关于“创新和 COVID-19 诊断方法的获取及展望”的讲习班。

97
此

外，世卫组织、产权组织和世贸组织于 2022年 4月推出了新的三边 COVID-19技术援助平台。
98
该平台

概述了三方技术援助活动，并为此类活动的请求提供便利，以充分利用所有可用方案。在这方面，还

值得注意的是，产权组织继续监测并应要求为世贸组织和世卫组织的贸易与卫生进程做出贡献，包括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TRIPS）理事会和世卫组织政府间谈判机构，以起草和谈判一项关于大流行防

备和应对的世卫组织公约、协定或其他文书。产权组织对这一进程的参与支持了对以知识产权为工具

来实现创新和获取创新成果的整体理解。 

52. 2022 年，本组织深化了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的合作，通过赋能妇女利用知识产

权工具保护其品牌，为妇女领导的数字企业提供支持。作为贸发会议领导的“普惠电子贸易”倡议的

成员，产权组织在 2022 年 10 月 5 日至 7 日举办的“妇女电子贸易”大师班期间成功试办了一期知识

产权培训课程。来自六个非洲法语国家的 22 名女性数字企业家参加了这次大师班。
99
还应指出的是，

举办了关于“非同质化代币和元宇宙时代的视频游戏部门”的活动。它是在 2022 年互联网治理论坛

（IGF）期间举办的。该活动讨论了视频游戏部门如何应对和塑造元宇宙和非同质化代币市场所带来的

新局面。通过汇集不同地区的实例，活动还展示了创作者、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如何通过知识产权工

具保护其创造和创新。 

53. 在整个 2022年期间，与非政府组织的接触对产权组织仍然很重要。此类接触的例子包括与国际商

会合作，在 2022 年 7 月举行的产权组织第六十三届成员国大会上组织了一次题为“加强知识产权生态

系统促进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会外活动。这次活动吸引了来自 81 个国家的与会者。讨论小组成员来

自全球巨头，包括微软、雀巢和英特尔，以及世界各地的中小企业。讨论小组成员还有来自专门从事

知识产权估值和知识产权及竞争法经济评估的公司。三场圆桌会议的在线与会者人数在 120 至 140 人

之间。另一个例子是，2022 年 10 月与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一起举办了产权组织-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

国际知识和技术转让领袖峰会。讨论的议题包括整个创新系统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学术界知识产权商

业化进程中的性别包容，以及支持青年成为未来的创造者和创新者。 

54. 产权组织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对成员国的援助继续以发展议程为指引。本组织的工作重点

是推动创新、创造和有效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促进成员国经济、技术、社会和文化发展。所实施的广

泛项目和活动力求改善各地所有人的生活。虽然产权组织的工作主要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9 有关，但鉴

于创新和创造对实现许多其他目标和具体目标的重要性，本组织也为它们做出了贡献。 

知识产权与青年 

55. 本组织在围绕知识产权与青年互动的努力方面取得了进展。2022 年初任命的青年参与协调人提供

了一个结构，通过这个结构可以将青年纳入知识产权和创新生态系统中。2022 年世界知识产权日
100
是

产权组织青年参与工作的第一个重要时刻，为后续活动奠定了基础，全年累计有 30,000 多名青年参

                                                
95
 讲习班的详情可参见：www.wipo.int/meetings/zh/details.jsp?meeting_id=65948 

96
 讲习班的详情可参见：www.wipo.int/meetings/zh/details.jsp?meeting_id=69028 

97
 讲习班的详情可参见：www.wipo.int/meetings/zh/details.jsp?meeting_id=73869 

98
 平台可访问：www.who-wipo-wto-trilateral.org/ 

99
 大师班讨论了女企业家面临的一些挑战，包括性别陈规定型观念、获得资金的机会有限、缺乏数字和创业技能以

及对知识产权注册的认识不足。 
100
 网页可访问：www.wipo.int/ip-outreach/zh/ipday/2022/youth-gallery.html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etails.jsp?meeting_id=65948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etails.jsp?meeting_id=69028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etails.jsp?meeting_id=73869
http://www.who-wipo-wto-trilateral.org/
http://www.wipo.int/ip-outreach/zh/ipday/2022/youth-galle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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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具体而言，产权组织与国际贸易中心（国贸中心）密切合作，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包括：(i)强调

代际团结及其对充分利用各代人的潜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的网络研讨会
101
；(ii)国贸中心-

产权组织青年电影之夜；
102
以及(iii)青年艺术和创新博览会。

103
这些活动以亲切、对青年友好的方式

激发了青年的好奇心，并提高了他们对知识产权益处的认识。由于这些活动是由不同背景的青年设计

和实施的，因此确实是为青年服务、由青年推动。此外，与国际药品制造商和协会联合会（IFPMA）合

作举办了一场主题为“知识产权与青年：创新促进健康：通过知识产权支持青年创新者”的世界知识

产权日活动。
104
该活动强调了世界各地青年创新者的成就，以及知识产权在使他们的想法进入市场方

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特别关注女性青年创新者。有近 500 人在现场或以虚拟方式参加活动。产权组织

还积极推动围绕将青年系统地纳入多边体系的国际讨论。这是本组织为确保青年在知识产权与气候变

化、全球卫生、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等相关政策问题的互动方面发声所做努力的一部分。最值得一提的

是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论坛、
105
工业产权葡语国家会议、世贸组织公共论

坛、
106
日内瓦和平平台主办的日内瓦和平周，以及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 的青年对

话。
107
通过这些互动，产权组织提供了必要的思想领导，以创造最有利的政策和物质环境，帮助世界

各地青年受益于其创造、发明和创业工作。总体而言，2022 年的青年参与活动使产权组织成为在工作

中积极优先考虑青年的国际社会的一部分。许多青年了解了产权组织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对青年包容和

赋能的规范性愿景，并积聚了足够的势头，以便在未来几年内推出实用的、影响驱动的倡议。 

WIPO GREEN 和 WIPO RE:SEARCH 

56. WIPO GREEN 和 WIPO Re:Search平台继续促进成员国的知识转让和技术调适。具体而言，2022年

有 15 家私营和公共机构加入了 WIPO GREEN，使合作伙伴总数达到
108
150家。数据库的注册用户数量增

加到 2,000多个。
109
加速项目

110
成为该平台参与的核心手段。在拉丁美洲，一个关于气候智能农业的加

速项目
111
继续推出可持续技术解决方案，并探寻将技术寻求者和提供者进一步联系起来。该项目的第

二阶段于 2022 年结束，随后启动了第三阶段，更加注重牵线搭桥。另一个在中国启动的项目是要寻求

能够满足城市环境需求的解决方案。
112
该项目的目标是支持中国实现其到 2030年减少碳排放和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该项目最初以北京为重点，预计将扩展到其他大城市。该项目产生了两项协

议：(i)一项处理酒店综合体中厨房垃圾的堆肥技术；以及(ii)一个电动汽车充电站。还应提及的是，

与 WIPO GREEN合作伙伴创蓝清洁空气产业联盟合作出版的《全球挑战聚焦：氢燃料电池技术在中国的

开发和应用进展报告》。
113
该报告概述了当前国际上的氢气和燃料电池技术趋势，并特别关注了中国

的发展和实施情况。此外，产权组织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

（CTCN）以及埃及科学研究与技术学院合作，在埃及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

                                                
101
 更多信息可参见：www.wipo.int/ip-outreach/en/ipday/2022/international-youth-day-2022.html 

102
 更多信息可参见：www.wipo.int/ip-outreach/en/ipday/2022/youth-movie-night.html 

103
 更多信息可查阅：www.wipo.int/ip-outreach/en/ipday/2022/youth-art-and-innovation-fair.html 

104
 网播可查阅：webcast.wipo.int/video/WIPO_WIPD_2022_2022-04-26_PM_115159 

105
 更多信息可查阅：www.itu.int/net4/wsis/forum/2022/Agenda/Session/262 

106
 更多信息可查阅：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pf22_30sep22_e.htm 

107
 更多信息可查阅：unece.org/info/events/event/373517 

108
 关于 WIPO GREEN 合作伙伴的更多信息可查阅：www3.wipo.int/wipogreen/en/partners/ 

109
 自 2013 年推出以来，该平台已为网络成员之间的 1,000 多次联系提供了便利。 

110
 WIPO GREEN 加速项目可访问：www3.wipo.int/wipogreen/en/projects/ 

111
 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秘鲁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其他政府实体是该项目合作伙伴。 

112
 这些气候变化需求包括能源、水、污染和废物挑战，可在 WIPO GREEN 平台中的中国城市库中找到。 

113
 报告可查阅：www.wipo.int/publications/en/details.jsp?id=4583 

http://www.wipo.int/ip-outreach/en/ipday/2022/international-youth-day-2022.html
http://www.wipo.int/ip-outreach/en/ipday/2022/youth-movie-night.html
http://www.wipo.int/ip-outreach/en/ipday/2022/youth-art-and-innovation-fair.html
https://webcast.wipo.int/video/WIPO_WIPD_2022_2022-04-26_PM_115159
http://www.itu.int/net4/wsis/forum/2022/Agenda/Session/262
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pf22_30sep22_e.htm
https://unece.org/info/events/event/373517
https://www3.wipo.int/wipogreen/en/partners/
http://www.wipo.int/publications/en/details.jsp?id=4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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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届会议上推出了第一版《绿色技术手册》。
114
该出版物涉及旨在减少脆弱性和提高对气候影响的

复原力的气候变化适应技术，特别是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发展中国家。2022 年还在日本专利局的资助下

启动了 IPO GREEN
115
倡议。该倡议将各知识产权局聚集在一起，分享其经验和见解，并提供有关知识产

权局活动的研究和分析，帮助刺激新的绿色技术解决方案的开发和部署。此外，WIPO GREEN 还主办了

一次关于“可持续时装技术”的知识产权管理诊所，
116
向五家中小企业提供知识产权管理专家建议。 

57. 自 2011年以来，WIPO Re:Search——由产权组织和 BIO全球卫生事业机构（BVGH）成立的公私联

合体——通过共享知识产权资产，包括化合物、技术、实验室能力和专门知识，促进针对被忽视的热

带病、结核病和疟疾的研发。WIPO Re:Search为 185 项研究合作提供了便利，并设立了由澳大利亚政

府资助的研发奖学金，为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近 30 名科学家提供支持。在过去十年中，针对被忽视的

热带病的研发已明显增加。虽然在被忽视的热带病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前景比较光明。尽管

WIPO Re:Search已于 2022年 12月 31日终止，但产权组织将继续在全球卫生领域开展工作，继续将被

忽视的热带病作为优先领域。在产权组织《2022-2026 年中期战略计划》的指导下，产权组织将确保

通过其在全球卫生和知识产权交叉领域的活动，使卫生创新惠及世界各地的所有人。 

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风尚 

58. 全球挑战和伙伴关系部门继续协助成员国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可持续环境。根据发展议程建议 45，

在整个过程中考虑了更广泛的社会利益和以发展为导向的问题。在这一领域，继续向成员国提供立法
117
和能力建设援助。具体而言，在 2022年，向 8个成员国

118
提供了立法援助，帮助修订和/或通过相关

法律框架，以便根据《TRIPS 协定》第三部分实现有效的知识产权执法。 

5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线上或混合形式组织了八次
119
能力建设和培训活动，以便在国家、次区域

或区域层面解决与知识产权执法和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风尚有关的问题。
120
继续强调与政府间组织、

非政府组织和成员国的密切合作，以加强国际努力，提高知识产权执法能力和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风

尚。在这方面，由产权组织组织的年度“政府间组织协调会”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举行，从事知识产

权执法和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风尚领域工作的十个政府间组织参加了会议。此外，第一次“私营部门

协会会议”于 2022 年 10 月 3 日举行，18 个在知识产权执法和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风尚方面发挥作用

的私营部门组织参加了会议，就可能联合开展的活动交换了意见并分享了看法。为了提高更广泛受众

的认识，进一步扩大了外联和宣传活动。这类活动的例子包括：(i)在塞内加尔克尔马萨省的两所学校

为青少年学生举办了“公民新闻和知识产权讲习班”；(ii)与非洲地区知识产权组织（ARIPO）合作，

启动了一个试点项目，在博茨瓦纳、马拉维和津巴布韦的学校成立了知识产权俱乐部。该项目最终在

2022年 11月于莫桑比克马普托举行的非洲地区知识产权组织行政理事会会议上举行了地区颁奖仪式，

产权组织和非洲地区知识产权组织的总干事出席颁奖仪式；(iii)在六个
121
东盟国家的消费者中开展了

与假冒商品有关的消费者态度和行为在线调查。此外，还采取了措施，提高宣传材料的无障碍性。例

                                                
114
 该书可查阅：www.wipo.int/en/green-technology-book/ 

115
 更多信息可参见：www3.wipo.int/wipogreen/en/ipo-green/ 

116
 知识产权管理诊所是与产权组织知识产权和创新生态系统部门合作组织的。 

117
 见文件 WIPO/ACE/12/14，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372936 

118
 非洲地区 5 个，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1 个，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1 个，经济转型国家 1 个。 

119
 非洲地区 3 次，阿拉伯地区 3次，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1 次，经济转型国家 1 次。 

120
 见文件 WIPO/ACE/11/10，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340916，培训和宣传活

动可查阅：www.wipo.int/enforcement/en/activities/current.html 
121
 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和新加坡。 

http://www.wipo.int/en/green-technology-book/
https://www3.wipo.int/wipogreen/en/ipo-green/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372936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enforcement/en/wipo_ace_11/wipo_ace_11_10.pdf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34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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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用泰语为关于工业产权的“小企鹅波鲁鲁”动画配音，并在产权组织的 YouTube 频道上提供。与

产权组织巴西办事处合作，以葡萄牙语推出了针对儿童的版权和商标认识提高网站。
122
 

传统知识 

60. 2022 年，该部门在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方面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方面：(i)

根据发展议程建议 1、10、11、13 和 14，提供由需求推动的中立信息，以协助制定和实施国家和地区

政策和立法；(ii)作为产权组织应对 COVID-19的工作的一部分，根据发展议程建议 3和 42，支持土著

人民、当地社区和主要政府机构的能力建设和宣传活动，并加强国家政策对话和进程；以及(iii)按照

发展议程建议 3 和 42 的要求，为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青年组织产权组织“气候变化问题摄影大

赛”
123
。此外，继续为来自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的女企业家提供指导。根据发展议程建议 3、40 和

42，该计划的目标是加强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女企业家的能力，以便战略性地有效利用知识产权权

利。在这方面，为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的女企业家组织了一次培训
124
。 

产权组织机构 

61. 该部门继续支持包括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IGC）和执

法咨询委员会（ACE）在内的若干些产权组织机构的工作。 

6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政府间委员会召开了四次会议，即 2022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4 日举行的第四

十二届会议、2022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3 日举行的第四十三届会议、2022 年 9 月 12 日至 16 日举行的

第四十四届会议和 2022年 12月 5日至 9日举行的第四十五届会议。根据其任务规定，
125
组织了一个遗

传资源（GR）特设专家组和一个传统知识（TK）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TCE）特设专家组，以解决具体

的法律、政策或技术问题。此外，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产权组织还共同为政府间委员会与会者举办

了一次“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的国际研讨会”
126
，分享区域、国家和当地在传统知识

和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做法、经验和实质性问题。应当强调的是，2022 年 7 月，产权组织成

员国决定最迟在 2024 年召开一次外交会议，缔结一项关于知识产权、遗传资源和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

识的国际法律文书。完成政府间委员会谈判是发展议程建议 18的主题。 

63. 执法咨询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举行。根据发展议程建议 45，委员

会继续在更广泛的社会利益，特别是发展导向的关切背景下处理执法问题。这反映在执法咨询委员会

第十五届会议的工作计划中，具体来说：(i)提高认识，特别是与青年有关的认识；(ii)有关知识产权

执法政策和体制的制度性安排；(iii)产权组织的立法援助；以及(iv)产权组织的能力建设活动和对培

训活动的支持。本届会议有 31 位专家发言，并组织了 3 场有主持人的小组讨论。除此之外，ACE 影院

还放映了 50部政府和私营部门各种活动中的反盗版和反假冒宣传视频。 

                                                
122
 网站可访问：respectforip.org/ 

123
 更多信息可参见：www.wipo.int/tk/zh/youth_prize.html 

124
 更多信息可参见：mailchi.mp/wipo.int/traditional-knowledge-update-192022-strengthening-the-capacity-

of-community-enterprises-from-indigenous-peoples-and-local-communities 
125
 2021 年 10 月，产权组织大会同意延长政府间委员会 2022-2023 两年期的任务授权，并同意政府间委员会 2022-

2023 两年期的工作计划。 
126
 国际研讨会由产权组织中国信托基金（FIT）资助。更多信息可查阅：

www.wipo.int/meetings/zh/details.jsp?meeting_id=74409 

https://respectforip.org/
http://www.wipo.int/tk/zh/youth_prize.html
https://mailchi.mp/wipo.int/traditional-knowledge-update-192022-strengthening-the-capacity-of-community-enterprises-from-indigenous-peoples-and-local-communities
https://mailchi.mp/wipo.int/traditional-knowledge-update-192022-strengthening-the-capacity-of-community-enterprises-from-indigenous-peoples-and-local-communities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etails.jsp?meeting_id=74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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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纳入主流的发展议程项目 

64. 知识产权与竞争政策：
127
根据发展议程建议 7、23、32，工作重心仍然是监测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

济体的知识产权和竞争判例法。产权组织加强了其在国际竞争网络中的参与，特别是单边行为工作

组，促进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竞争问题的讨论，并将知识产权利于竞争的观点带入了竞争机构团体。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一起开始筹备工作，以制定关于将竞争法适

用于知识产权相关案件的新准则。产权组织还编写了一份关于“知识产权、数字平台和竞争”的简短

报告，并开始就知识产权、竞争和可持续性开展工作。
128
此外，不公平竞争项目的第一阶段已经完

成。该项目旨在开发一个可以支持国家机构更好地处理知识产权相关行为的工具包。
129
 

七、 知识产权和创新生态系统部门 

65. 知识产权和创新生态系统部门继续向成员国提供支持，建设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生态系统。该部门

采取了一种雄心勃勃的工作方法，除了关注知识产权监管和注册事务之外，还重点关注知识产权管理

和商业化问题。这是通过本部门的独特结构实现的，该部门将经济学和数据分析、知识产权促进企业

和创新者发展，以及产权组织司法研究所和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中心结合在一起。在本报告所述期

间，本部门利用产权组织各部门之间的协同作用，与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主要合作伙伴和中介机构合

作，以提供工具、资源和平台，为研究人员、创新者和企业（包括中小企业）提供支持。其他重点领

域包括有关知识产权、创新和创造的经济分析和数据，为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提供服务，为知识产权法

官提供资源和教育，以及支持成员国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相关政策。 

知识产权促进企业和创新者发展 

66. 根据发展议程建议 4，该部门继续关注中小企业的需求。在这方面，产权组织知识产权诊断工具
130

继续支持企业对其知识产权资产进行自我评估。为促进其使用和提高知名度，2022年组织了 40多场与

知识产权诊断有关的活动，参加者超过 1,500 人。最终，有 8,000 多名用户访问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

诊断的网页，该工具产生了 2,000 多份报告，有 13个国家每年访问超过 100次。为了让更广泛的受众

可以使用它，产权组织知识产权诊断工具被翻译成了保加利亚语。此外，还根据有关成员国的国家法

律、法规和程序情况，改编了五份企业知识产权指南。
131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为从事可持续时装领域

工作的中小型企业组织并完成了知识产权管理诊所的年度计划。此外，还采取措施来扩大合作伙伴的

范围，以支持中小企业的需求。具体而言，与坦桑尼亚、南非和新加坡的中小企业支助机构签署了谅

解备忘录，目的是共同实施关于中小企业知识产权的项目和计划。 

67. 根据发展议程建议 11，发明人援助计划（IAP）继续对资源不足的发明人和小企业进行赋能，将

他们的想法转化为资产。2022 年，发明人援助计划在 7个成员国
132
开展，又有 28 名受益人在其本国和

选定管辖区域的专利采购程序过程中，免费获得了经验丰富的专利专业人员的支持。自创立以来，发

                                                
127
 产权组织的“知识产权与竞争政策”网页可访问：www.wipo.int/ip-competition/zh/ 

128
 2022 年 11 月 23 日，举行了关于创新和竞争可持续性的网络研讨会。更多详细信息可查阅：

www.wipo.int/meetings/zh/details.jsp?meeting_id=74548 
129
 该项目计划于 2023 年完成。 

130
 关于产权组织知识产权诊断的更多信息可参见：www.wipo.int/ipdiagnostics/zh 

131
 即《发明未来》《注重外观》《创造一个商标》《创造性表达》被译为泰语，《创造性表达》同时也被译为伊拉

克语和拉脱维亚语。 
132
 即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摩洛哥、秘鲁、菲律宾和南非。 

http://www.wipo.int/ip-competition/zh/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etails.jsp?meeting_id=74548
http://www.wipo.int/ipdiagnostics/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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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援助计划已为 167 名发明者提供支持，包括 41项授权专利。还继续开展了一些有针对性的线上活

动，重点关注提高发明人在该计划联络点所确定的领域内的技能，使 450多名潜在受益人获得援助。 

68. 在专利援助领域，专利撰写计划继续重点关注培养从业人员的实用专利撰写技能。自 2016 年以

来，已有 1,150 多名参与者通过该计划接受培训。此外，与国际知识产权律师联合会（FICPI）合作，

于 2022 年启动了专利撰写国际培训计划的首期课程。该培训计划旨在培养新专利起草人的技能，同时

建立一个支持性社区，帮助这些专业人士在八个月内成长。来自 26 个国家的 40 名学员参加了首期课

程。此外，还在智利举办了一次全国研讨会。2022年还启动了企业家在线网络（EON），
133
其目的是提

供针对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内容，使企业能够了解知识产权如何帮助他们实现商业目标。为了使影响

最大化，企业家在线网络项目面向特定行业和企业集群。2022 年在这一倡议下组织的一系列网络研讨

会侧重于农业食品部门，有来自 75 个国家的 420 多名企业家和中小企业参加。
134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

本报告所述期间，产权组织继续与太平洋联盟开展合作，以开发一个关于知识产权基本内容的定制工

具包。该工具包将以商业为重点，收集来自太平洋联盟、其成员国和产权组织的最佳材料。为了满足

用户的具体需求，将对该工具包进行量身定制，以反映当地法律和确定中小微企业可能获得额外援助

的资源。
135
 

69. 继续建立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TISC），目的是协助成员国发展当地创新支持和技术转让服务。

TISC 计划为获取专利文件和科技出版物中的技术信息提供支持，并就知识产权管理和商业化问题提供

援助和咨询。截至 2022年底，已建立了 90个 TISC国家网络，其中 32个在最不发达国家，并有 1,416

个 TISC 被列入 TISC 目录。
136
此外，还为非洲区域知识产权组织（ARIPO）、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

的成员国以及中美洲各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CATI-CARD）分别建立了三个 TISC 网络。在本报告所述

期间，继续进行能力建设，通过 22个国家 TISC讲习班在线培训和 3个区域会议加强 TISC的影响和可

持续性。还组织了关于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许可、知识产权估值和技术转让的“询问专家”系列

专题课程，以便加大 TISC服务在这些工作领域的扩展力度。 

经济学和数据分析 

70. 该部门继续编写了关于知识产权性别差距和创新热点问题的发展相关研究报告，并提供了高质量

的知识产权数据，以帮助决策者做出知情决策。在 2022 年取得的与知识产权性别差距工作相关的具体

成就包括：(i)根据《世界性别人名词典 2.0》，按照发明人和创作者姓名，开发一个性别归属工具；

(ii)出版创新和知识产权数据性别分析的指南；(iii)与“共同发明”组织合作举办了分别侧重于欧洲

和亚洲地区的第二和第三期知识产权性别差距问题系列在线研讨会；(iv)创建了关于“创新性别差

距”的网页内容，
137
目的是要宣传在世界各地开展的研究工作；以及(v)招募一名研究员，进一步研究

创新和知识产权性别差距问题。同时，出版了关于圣保罗（巴西）、深圳（中国）和新加坡（新加

坡）等创新热点地区的三份研究报告。目前正在努力制定研究方法，以促成一系列侧重于发展中国家

次国家创新单位（即热点和集群）的研究。此外，还继续提供了与全球创新指数有关的由需求推动和

以发展为导向的技术咨询。 

                                                
133
 企业家在线网络是与产权组织区域和国家发展部门联合推出的一项举措。 

134
 更多信息可参见：www.wipo.int/meetings/zh/topic.jsp?group_id=360 

135
 该工具包预计将于 2023 年完成。 

136
 该目录可查阅：www.wipo.int/tisc/en/search/ 

137
 关于“创新性别差距”的更多信息，可参见：www.wipo.int/about-

ip/zh/ip_innovation_economics/gender_innovation_gap/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topic.jsp?group_id=360
http://www.wipo.int/tisc/en/search/
http://www.wipo.int/about-ip/zh/ip_innovation_economics/gender_innovation_gap/
http://www.wipo.int/about-ip/zh/ip_innovation_economics/gender_innovation_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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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组织司法研究所 

71. 产权组织司法研究所继续领导产权组织的工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司法机构提供支

持，使其在有效裁决知识产权纠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此，以混合形式举办了 2022 年产权组织知识

产权法官论坛
138
，来自 99 个国家和三个地区法院的 381 名法官参加了论坛。此外，还组织了两期法官

网络研讨会系列，就专利和商业秘密中的人工智能发明权进行了法学交流。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论坛

和网络研讨会的法官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还继续与司法机关和其他

有关当局密切合作，根据发展议程建议，为增加法官的知识产权知识和提高相关技能，提供有针对性

的能力建设支持。根据收到的请求，产权组织为四个成员国的司法教育计划提供了支持。
139
此外，还

在非洲、波罗的海地区、拉丁美洲和葡语国家提供了区域和次区域司法培训。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采

取了一些措施来加强 WIPO Lex。
140
WIPO Lex 的法律、条约和判决集继续提供网上最全面、最权威和最

可靠的知识产权法律信息来源。2022 年，WIPO Lex 增加了 72 个国家的 348 部新法律。截至 2022 年

底，该数据库包含 17,000 多部法律，涵盖 200个司法管辖区的国家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相关立法，以

及 772部知识产权条约，包括 26部产权组织管理的条约。WIPO Lex判决集扩大到包括另外四个成员国

的主要知识产权判决，
141
使其覆盖范围增加到 28个管辖区域。 

已被纳入主流的发展议程项目 

72. 以下是在 2022年期间开展的与已被纳入主流的发展议程项目相关的主要工作： 

(i) 专业数据库接入和支持：关于知识产权权利、专利信息、专利检索策略和技术以及技术数据库

的培训和宣传活动已被纳入向 TIS 及其利益攸关方提供的正常活动的主流。通过三次
142
地区会议以及

eTISC 知识共享平台，促进了 TISC 之间的经验和最佳做法交流，截至 2022 年底，eTISC 知识

共享平台的注册成员已近 1,000个。此外，WIPO INSPIRE平台
143
内的专利数据库报告门户网站

144
继续提供关于各种专利数据库的内容和特点的详细报告。截至 2022年，该门户网站上的此类

报告数量达到 41份。这有助于进一步促进落实发展议程建议 19、30和 31。根据发展议程建议

5、8、19、30和 31，还采取措施以促进获取与 TISC有关的信息。具体而言，截至 2022年底，

TISC 名录包括 1,416 个 TISC 提供的联系信息和服务信息。TISC 网页
145
进一步提供了关于各种

资源的信息，以支持知识的增加和技能的培养，而 eTISC
146
作为一个社会和知识平台，分享

TISC 工作人员和专家在讨论组或专门议题聊天中的信息。2022 年
147
开发了一个新的 TISC 项目

和绩效管理（TPPM）平台
148
可以监测 TISC国家项目绩效报告和数据。此外，产权组织的“获得

研究成果，促进发展创新”（ARDI）和“专业专利信息获取”（ASPI）计划继续为落实发展议

程建议 8做出贡献。ARDI在 2022年提供免费或低价使用 60,000多个经过同行评议的学术和专

业内容，其中包括经过同行评议的期刊、书籍和其他资源。该计划也是 Research4Life

                                                
138
 关于该论坛的更多信息，可参见：www.wipo.int/meetings/zh/2022/judgesforum2022.html 

139
 即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摩洛哥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40
 WIPO Lex 的网站可查阅：www.wipo.int/wipolex 

141
  阿尔巴尼亚、埃及、联合王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42
 由非洲地区知识产权组织（ARIPO）的成员国、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和阿拉伯地区国家的网络组成。 

143
 WIPO INSPIRE 可访问：inspire.wipo.int 

144
 数据库报告门户网站可查阅：inspire.wipo.int/wipo-inspire 

145
 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网页可查阅：www.wipo.int/tisc/zh/ 

146
 产权组织 eTISC 平台可查阅：etisc.wipo.int  

147
 最初的试点在 2022 年底开始。 

148
 更多信息可参见：tppm.wipo.int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2022/judgesforum2022.html
http://www.wipo.int/wipolex
https://inspire.wipo.int/
https://inspire.wipo.int/wipo-inspire
http://www.wipo.int/tisc/zh/
https://etisc.wipo.int/
https://tppm.wi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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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4L）计划的合作伙伴，与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国

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所管理的各项计划类似，提供各自专

业领域的内容。该计划向 11,000 多个注册机构提供五个相关的联合国机构计划中的 198,000

多个资源，这些机构可以使用所有 R4L计划。ASPI计划提供免费或低成本使用九个领先专利数

据库提供者提供的商业专利数据库服务，这些数据库提供者为检索和分析专利文件中包含的技

术信息提供了先进而复杂的工具。有 69个机构在 2022年积极使用了 ASPI。 

(ii) 开发专利信息查询工具：根据发展议程建议 19、30 和 31，在该项目下启动了关于开展专利分

析和撰写专利态势报告的工作。在此背景下，委托编写了 15 份关于技术的专利态势报告，特

别是卫生、气候变化和环境领域技术的专利态势报告。关于 COVID-19相关疫苗和治疗方法
149
以

及运输中的氢燃料电池的专利态势报告于 2022 年发布。此外，一份汇编列出了其他组织提供

的另外 265 份关于各种技术的专利态势报告。撰写此类报告的方法指南也已在产权组织出版物

《专利态势报告编写指南》《产权组织专利分析开源工具手册》《专利分析手册》中正式确

定，后两者将于 2022 年更新。在这方面，关于使用专利信息的电子教程已作为 WIPO 学院远程

学习课程（DL-177）提供。
150
另外，旨在提供 200 多个管辖区域和专利信息库的在线专利注册、公

报和法律地位相关信息的专利注册门户网站
151
的独立访客数量达到 7,242 个，其管辖区域内的 pdf

文档下载量达到约 118,000次。 

(iii) 运用公有领域信息促进经济发展：关于识别
152
和使用

153
公有领域发明的实用指南得到了一个使

用公有领域发明的工具包的补充。它们为利用公有领域的发明来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提供了一

套分析和决策工具。通过补充工具包和关于工具包内的工具的模块化混合电子学习方法进一步

完善这些指南，是正在进行的关于“识别和运用公有领域的发明”的发展议程项目的一部分。 

(iv) 知识产权管理与技术转让：促进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有效利用知识产

权：2022 年开发了评估技术转让相关领域培训需求的手册和工具包。
154
该手册和工具包有助于

绘制创新价值链，包括知识产权的资助者、开发者、管理者和使用者以及 TISC 等相关支持机

构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以便确定技能和能力方面的差距，并在国家层面为个人和机构设计有效

的培训计划。 

(v) “知识产权与技术转让：共同挑战——共同解决”：该项目的主流化工作包括阿拉伯地区的国

家知识产权政策项目
155
——使得在埃及和约旦通过了 33项机构知识产权政策，以及约旦学术机

构的国家机构知识产权政策模型——为落实发展议程建议 26 做出了贡献。产权组织知识产权

政策数据库进一步扩大，新增 61 项机构知识产权政策。增加了新类型的“附带文件”，如

“利益冲突政策”“咨询政策”“商业化政策”“子公司政策”“软件政策”“版权政策”

“版权作品的使用政策”。此外，产权组织技术转让网页已被翻译成产权组织所有官方语文。

2022年，新网页的访问量也大幅增加。 

(vi) 提升国家、次区域和区域知识产权机构和用户的能力：产权组织在该项目下创建的制定国家知

识产权战略的方法和工具已被产权组织用于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提供援助。2021

                                                
149
 对大流行期间相关专利活动的初步了解。 

150
 它让学习者有机会跟踪其学习进度，并证明他们完成了该电子教程。 

151
 门户网站可查阅：inspire.wipo.int/patent-register-portal 

152
 指南可参见：www.wipo.int/publications/zh/details.jsp?id=4501 

153
 指南可参见：www.wipo.int/publications/zh/details.jsp?id=4502 

154
 出版物可查阅：www.wipo.int/publications/zh/details.jsp?id=4586 

155
 与区域和国家发展部门合作。 

https://inspire.wipo.int/patent-register-portal
http://www.wipo.int/publications/zh/details.jsp?id=4501
http://www.wipo.int/publications/zh/details.jsp?id=4502
http://www.wipo.int/publications/zh/details.jsp?id=4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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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知识产权和创新生态系统部门的任务是，提高产权组织向成员国提供专家咨询和援助的能

力，以设计和实施符合其创新、创造和经济发展目标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并支持它们努力改

善其知识产权和创新生态系统。2022 年，成立了一个小型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小组，作为协

调中心和专门知识中心，全年与区域和国家发展部门的各地区司以及产权组织其他部门携手合

作，就超过 25 项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向成员国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和咨询。在上述发展议程项目

下创建的产权组织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方法
156
继续为支持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过程提供一

种灵活和易于定制的方法。 

(vii) “知识产权与非正规经济”项目以及与剑桥大学出版社共同出版的相应的《发展中国家的非正

规经济——隐形的创新引擎？》
157
一书继续受到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随着发展中

经济体的创新政策和衡量方法的改进，非正规经济中的创新议题变得日益重要。该项目在概念

化、衡量和政策相关性方面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并继续在非洲联盟和“非洲科技与创新指

标”项目等政策论坛，以及在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和亚洲部分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国家创

新指数开始更好地反映创新的这一方面。该项目的贡献还将出现在 2023 年出版的《创新与监

管手册》中。 

(viii) 与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司法培训机构在发展与知识产权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的合作：
158
产权组

织司法研究所与 WIPO 学院和产权组织其他相关工作领域合作，继续发展其服务范围，以支持

国家和地区司法机构在确保平衡和有效的知识产权生态系统方面发挥作用，包括在发展中国家

和最不发达国家。具体而言，该项目被纳入了由产权组织司法研究所协调的继续司法教育

（CJE）计划的主流
159
。在为法官开设知识产权一般课程后，2022 年有 400 多名法官参加了该

课程。此外，产权组织还与四个成员国
160
开展了正式合作，为其司法机构成员提供定制版

课程。 

正在实施的发展议程项目 

73. 该部门负责落实以下正在实施的发展议程项目： 

(i) 加大女性在创新创业方面的作用、鼓励发展中国家女性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在本报告所述期

间，项目网站
161
上线，旨在展示项目成果。该网站还将介绍一组女性发明家的故事，她们在项

目框架内制定的将创新产品推向市场的战略中使用了知识产权制度。 

(ii) 系统化统计数据并制定和实施对采用知识产权制度的影响进行评估的方法：该项目于 2022年

1 月开始实施。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开展了以下活动：(i)招聘一名研究员领导项目工作；(ii)

联系前两个试点国家，即萨尔瓦多和不丹；以及(iii)评估上述两个试点国家的第一批知识产

权数据。 

(iii) 识别和运用公有领域的发明：该项目于 2022年 1月开始实施。该项目包括开发一个由实用工

具组成的工具包，以支持《发现公有领域的发明：发明人和企业家指南》和《运用公有领域的

                                                
156
 该方法可查阅：www.wipo.int/publications/zh/details.jsp?id=4522 

157
 出版物可查阅：www.cambridge.org/core/books/informal-economy-in-developing-

nations/C7494C6FD7EE4DC86BBADB4A7B87BCE3 
158
 该项目由 WIPO 学院从 2016 至 2018 年在四个试点国家实施。在该项目于 2018年 12 月完成之后，被纳入由产权组

织司法研究所协调的继续司法教育（CJE）计划的主流。 
159
 更多信息可参见：welc.wipo.int/jtip/?lang=zh_CN 

160
 即埃及、多米尼加共和国、格鲁吉亚和巴西。 

161
 该项目的网站可访问：www.wipo.int/women-inventors/zh/index.html 

http://www.wipo.int/publications/zh/details.jsp?id=4522
http://www.cambridge.org/core/books/informal-economy-in-developing-nations/C7494C6FD7EE4DC86BBADB4A7B87BCE3
http://www.cambridge.org/core/books/informal-economy-in-developing-nations/C7494C6FD7EE4DC86BBADB4A7B87BCE3
https://welc.wipo.int/jtip/?lang=zh_CN
http://www.wipo.int/women-inventors/zh/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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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发明人和企业家指南》这两份指南中介绍的概念和程序，这两份指南以前是在已被纳入

主流的关于“运用公有领域信息促进经济发展”的发展议程项目中制定的。在本报告所述期

间，已经开始准备开发一个关于由上述两份指南所述工具组成的工具包的模块化混合学习虚拟

培训方法。此外，还启动了培训包开发工作，其中包括《学习者指南》和模块化学习材料，以

支持关于工具包的实际培训。该培训包将包括介绍关键概念和补充工具描述的解释视频，以及

在教师指导的课堂或在线研讨会上进行培训模拟的资源/数据集。 

八、 行政、财务和管理部门 

74. 行政、财务和管理部门继续为整个产权组织有效落实各项成果提供基础。2022 年，作为跨领域主

题的发展继续被纳入了产权组织所有战略目标的主流，本组织的工作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有

明确的联系。
162
在这一年里，产权组织继续提供各种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活动，开发各种平台、数据

库和伙伴关系，以帮助其成员国为利用创新和创造营造一种积极的环境。为了最大限度地切实发挥其

活动对发展的影响，产权组织还开始实施影响导向的新举措，更加重视发展和对结果的问责。为此，

已在 2022/23年工作计划和预算中分配了财政资源。
163
值得注意的是，本组织开始实施 COVID19一揽子

应对措施，为 2022/23 两年期拨款 300 万瑞郎。请各成员国提出请求，以便在应对 COVID-19大流行和

更好地建设方面获得有针对性的定制支持。
164
 

已被纳入主流的发展议程项目 

75. 加强产权组织注重成果的管理（RBM）框架：该项目引发了一系列关于产权组织在 CDIP 框架内提

供技术援助的讨论。然后，这又导致在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上通过了所谓的西班牙提案或关于技术援

助的六点提案。该提案要求秘书处采取一系列行动，而这些行动的落实情况在提交 CDIP 第二十四届会

议的一份报告中作了详细说明。在那届会议上，委员会决定，今后关于产权组织技术援助的讨论将在

分议程项目“产权组织合作促进发展领域的技术援助”下继续进行。2022 年，委员会在该分议程项目

下继续讨论秘书处关于今后技术援助网络研讨会举办方式的提案。
165
委员会要求秘书处根据成员国的

评论意见修订该文件，供 CDIP第三十届会议审议。此外，CDIP第二十九届会议审议了非洲集团关于对

产权组织在合作促进发展领域开展的技术援助进行独立外部审查的提案。
166
作为这些讨论的一个结

果，以及在该提案的基础上，委员会要求秘书处编制职权范围草案，供 2023 年 4 月第三十届会议

审议。 

九、 总干事办公室 

76. 总干事办公室继续重点关注为产权组织的工作提供总体战略指导和协调。在此过程中，它采取了

一些旨在鼓励建设动态企业文化以使产权组织工作人员能够有效、协作和创新地开展工作的政策。在

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强调了与成员国的定期进行有针对性的沟通，以传播信息和收集关于本组织活

动的反馈，从而加强透明度。 

                                                
162
 2022/23 两年期的计划和预算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确定的优先事项与产权组织 8 个部门中的 6 个部门

所开展的工作对接起来，并将它们与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发展议程建议联系起来。 
163
 2002/23 两年期的发展支出占到产权组织总预算的 18.9%，比上一个两年期增加了 0.7%。 

164
 关于产权组织的 COVID-19 相关服务和支助的更多信息可查阅：www.wipo.int/covid-19/zh/ 

165
 见文件 CDIP/26/6，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37901 

166
 见文件 CDIP/29/9，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82427 

http://www.wipo.int/covid-19/zh/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37901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8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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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和媒体 

77. 在整个 2022年，为提高对知识产权对促进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继续采

用一种讲故事的方法来说明知识产权如何促进发展——一种“展示，而非告诉”的交流方法。制作了

290 多部视频，其中约 90 部视频展示了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和创造成功故事。也通过以人为本的方法对

社交媒体内容进行了定制，以突出知识产权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和社区创新方面的重要性。在这一年

里，产权组织的社交媒体和全球媒体迅速发展，关注人数将达到 40 多万，这表明全球对产权组织和利

用知识产权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和文化发展的兴趣日益增加。 

道德和诚信 

78. 产权组织道德操守办公室继续协助总干事开展工作，确保产权组织道德操守战略的设计、制定和

实施能够加强产权组织业务中的诚信、遵守道德操守规则和道德行为。为了帮助产权组织人员了解他

们的道德操守责任，并提升全组织的道德操守文化，已采取措施增加宣传活动。作为一项重要举措，

组织了一次有约 750 人参加的全体会议，讨论如何支持产权组织工作人员处理与道德操守有关的问题。

此外，还就各种道德操守问题为小组和团队举办了量身定制的培训课程。
167
2022 年还在产权组织成功推出了

新的道德操守和诚信在线课程。该培训是产权组织所有人员的必修课程，也提醒了每位人员，特别是

那些领导和指导他人的人员，在创造一个积极的工作环境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同时，还继续向工

作人员和其他人员提供有关道德操守问题的保密咨询和指导。具体而言，与前几年（2019-2021 年）

相比，咨询请求的数量增加了 300%。咨询请求的数量持续增加，积极反映了教育和外联举措的影响。

根据任务授权的规定，该办公室还成功地管理了 2022 年财务披露和利益申报计划，以协助产权组织查

明和处理个人利益冲突，从而为产权组织的最佳利益减少或消除利益冲突。关于政策制定工作，在修

订财务披露和防止报复政策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168
最后，道德操守办公室继续积极参加多边组织道

德操守网络（ENMO）的工作。
169
 

内部监督 

79. 内部监督倡议继续支持本组织通过加强问责制、合规性、资金效益、受托责任、内部控制和组织

治理来实现其目标。具体而言，产权组织内部监督司在 2022 年发布了一份评价报告，其目的之一是评

估和衡量产权组织在组织和管理各常设委员会方面的有效性。总体而言，成员国承认，产权组织秘书

处成功地开展了支持各常设委员会的后勤和组织活动。报告还强调了产权组织秘书处可以进一步优化

的程序、做法和活动，以更好地支持各常设委员会工作的筹备、管理和后续行动。评价提出的其中一

项建议是，应进一步明确和协调各常设委员会的作用和程序。此外，应进一步优化产权组织秘书处的

协调作用，以便在常设委员会会议之前、期间和之后更好地促进合作和交流。 

青年专家计划 

80. 2022年还启动了产权组织青年专家计划（YEP），
170
该计划旨在培训下一代全球知识产权领导人，

以帮助在全世界建立创新生态系统。该两年期计划由产权组织主办，旨在让具有高度潜力的青年，特

                                                
167
 如礼物、外部活动、供应商关系中的道德操守问题，以及与国际公务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有关的挑战。 

168
 两者预计将在 2023 年完成和实施。 

169
 多边组织道德操守网络作为联合国系统各实体、附属国际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的道德操守职能部门的一个广泛论

坛，旨在促进整个系统内就道德操守相关问题开展合作。 
170
 更多信息可参见：www.wipo.int/jobs/zh/young-experts-program.html 

http://www.wipo.int/jobs/zh/young-experts-progra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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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以及转型国家的青年，了解知识产权的技术和政策。该计划还包

括为每位青年专家提供结构化的指导计划，以及与产权组织高级领导层定期沟通联络的机会。第一批

青年专家于 2022 年 2 月加入产权组织，任务期为两年。根据组织需要和优先事项以及候选人的情况和

所表达的兴趣向入选的青年专家分配任务。在这一年中，入选的青年专家获得了广泛而又有凝聚力的

产权组织工作体验，重点是在产权组织不同部门进行在职学习。产权组织希望青年专家能给产权组织

带来新的想法和经验，并希望他们能分享本组织的价值观，对实现本组织的使命——领导制定平衡有

效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充满热情和奉献精神。第二批青年专家的申请工作已于 2022 年 9 月启

动。
171
 

结 论 

81. 2022 年，本组织在产权组织《2022-2026 年中期战略计划》雄心勃勃的战略背景和成员国的指导

下，开启了转型之旅。CDIP 坚持不懈的精神仍然是本组织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而推动创新和创造的努

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将发展议程纳入产权组织各部门的主流，以及通过新的发展议程项目，产权

组织在本报告所涉期间成功地应对了成员国当前与发展相关的需求和情况。在这一年里，特别重视扩

大与产权组织接触的利益攸关方的范围，并确保采取以影响驱动的方法来促进发展。通过这些活动，

本组织在成员国的支持下，努力为建立一个知识产权成为就业、投资和发展的强大催化剂的世界指明

道路，支持世界各地的创新者和创造者。 

[后接附件一] 

  

                                                
171
 第二批青年专家于 2023年 2 月加入产权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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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项发展议程建议与产权组织 2022/26年预期成果的联系 

建议 1
*172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173
 

WIPO的技术援助应尤其面向发展、按需求提供、透明，并兼顾发展

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优先重点和特别需求，以及各成员国不

同的发展水平；对各项活动应规定完成期限。在此方面，技术援助计

划的制定和执行机制以及评价程序，都应符合各国的国情。 

2.1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国际准则制定框架得到发展。 

2.4 与联合国、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建立有效的互动和伙伴关

系，对知识产权可以有所作为的全球目标予以支持。 

4.1 更有效地利用知识产权支持所有成员国及其相关区域和次区域的

增长与发展，包括通过将发展议程建议纳入主流。 

4.2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创新和创造生态系统在成员国得

到发展。 

4.3 知识产权知识和技能在所有成员国得到增进。 

4.5 为知识产权局完善知识产权基础设施。 

建议 2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通过捐助国提供资金，增加 WIPO提供的援助，在 WIPO设立最不发达

国家专项信托基金或其他自愿基金，同时继续优先重视通过预算内和

预算外资源为在非洲开展活动提供资金，以尤其促进这些国家在法

律、商业、文化和经济方面利用知识产权。 

4.1 更有效地利用知识产权支持所有成员国及其相关区域和次区域的

增长与发展，包括通过将发展议程建议纳入主流。 

                                                
172
 带星号的发展议程建议为 2007年大会指明须予立即落实的建议。 

173
 产权组织《2022-2026 年中期战略计划》阐述了预期成果，可查阅：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41373 

http://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4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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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3
*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增加用于 WIPO技术援助计划的人力和财政拨款，以尤其弘扬面向发

展的知识产权文化，并重点争取在各级不同学术机构开展知识产权教

育，提高公众对知识产权的认识。 

1.1 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接触更有效，人们对知识产权在处处改善人

人生活的潜力有更好的认识和更多的了解。 

4.1 更有效地利用知识产权支持所有成员国及其相关区域和次区域的

增长与发展，包括通过将发展议程建议纳入主流。 

4.3 知识产权知识和技能在所有成员国得到增进。 

建议 4
*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尤其重视中小企业以及从事科研和文化产业工作的各机构的需求，并

根据成员国的请求，帮助其制定知识产权领域的适当国家战略。 

2.1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国际准则制定框架得到发展。 

4.1 更有效地利用知识产权支持所有成员国及其相关区域和次区域的

增长与发展，包括通过将发展议程建议纳入主流。 

4.2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创新和创造生态系统在成员国得

到发展。 

4.4 更多创新者、创造者、中小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和社群成功地

运用知识产权。 

建议 5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WIPO 应在其网站上介绍关于所有技术援助活动的一般信息，并根据

成员国的请求，在得到有关活动所涉成员国及其他受援国同意的情况

下，提供具体活动的详情。 

3.1 产权组织的全球知识产权体系、服务、知识和数据得到更广泛、

更有效的使用。 

4.1 更有效地利用知识产权支持所有成员国及其相关区域和次区域的

增长与发展，包括通过将发展议程建议纳入主流。 

建议 6
*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WIPO 负责技术援助的职员和顾问应继续保持中立、负责，尤其应注

意遵守现有的行为守则，并避免潜在的利益冲突。WIPO 应制定并向

4.1 更有效地利用知识产权支持所有成员国及其相关区域和次区域的

增长与发展，包括通过将发展议程建议纳入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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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广泛宣传能为 WIPO 现有可担任技术援助顾问的专家的花名

册。 

5.1 通过充满活力的组织文化为秘书处赋能，提供适当的资源和培

训，使工作卓有成效、互相协作、有创新精神。 

建议 7
*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根据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请求，向其提供技术合作，推

动有助于各国处理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反竞争做法的各项措施，以更好

地了解知识产权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 

2.1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国际准则制定框架得到发展。 

建议 8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请 WIPO 与研究机构和私营企业订立协议，以便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

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局及其区域和次区域知识产权组织，为专利检索

的目的，查阅专业化数据库。 

3.3 通过产权组织基于知识产权的平台和工具，促进知识转让和技术

调适，应对全球挑战。 

4.3 知识产权知识和技能在所有成员国得到增进。 

4.4 更多创新者、创造者、中小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和社群成功地

运用知识。 

建议 9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请 WIPO 与成员国合作，建立一个数据库，为从可动用的资源中找到

能满足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各项具体需求的资金牵线搭桥，从而扩大其

技术援助计划的范围，争取缩小数字鸿沟。 

3.3 通过产权组织基于知识产权的平台和工具，促进知识转让和技术

调适，应对全球挑战。 

4.1 更有效地利用知识产权支持所有成员国及其相关区域和次区域的

增长与发展，包括通过将发展议程建议纳入主流。 

4.2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创新和创造生态系统在成员国得

到发展。 

建议 10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帮助成员国通过进一步发展基础设施及其他设施，发展并提高国家知

识产权机构的能力，争取提高国家知识产权机构的效率，并促进知识

3.3 通过产权组织基于知识产权的平台和工具，促进知识转让和技术

调适，应对全球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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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保护与公共利益之间实行公平的平衡。此项技术援助亦应延及处

理知识产权事务的次区域和区域组织。 

4.1 更有效地利用知识产权支持所有成员国及其相关区域和次区域的

增长与发展，包括通过将发展议程建议纳入主流。 

4.3 知识产权知识和技能在所有成员国得到增进。 

建议 11
*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帮助成员国加强各国保护当地创造、创新与发明的能力，并酌情根据

WIPO的任务授权为发展国家科技基础设施提供支持。 

4.1 更有效地利用知识产权支持所有成员国及其相关区域和次区域的

增长与发展，包括通过将发展议程建议纳入主流。 

4.3 知识产权知识和技能在所有成员国得到增进。 

4.4 更多创新者、创造者、中小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和社群成功地

运用知识产权。 

建议 12
*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根据 WIPO 的任务授权，进一步将发展方面的考虑纳入 WIPO 各项实质

性和技术援助活动和辩论的主流。 

4.1 更有效地利用知识产权支持所有成员国及其相关区域和次区域的

增长与发展，包括通过将发展议程建议纳入主流。 

建议 13
*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WIPO 的立法援助应尤其面向发展、按需求提供，并兼顾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优先重点和特别需求，以及各成员国不同的发

展水平；对各项活动应规定完成期限。 

2.1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国际准则制定框架得到发展。 

4.2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创新和创造生态系统在成员国得

到发展。 

建议 14
*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在 WIPO 与 WTO 之间签订的协定的框架内，WIPO 应向发展中国家和最

不发达国家提供关于如何落实和运用 TRIPS 协定中的各项权利和义务

以及了解和利用其中所载的灵活性方面的咨询意见。 

2.1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国际准则制定框架得到发展。 

4.2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创新和创造生态系统在成员国得

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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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5
*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准则制定活动应： 

- 具有包容性，并受成员国驱动； 

- 考虑不同的发展水平； 

- 兼顾成本与利益之间的均衡； 

- 成为一项参与性程序，兼顾 WIPO 所有成员国的利益和优先重

点，并兼顾包括经认可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其他利益

攸关者的观点； 

- 符合 WIPO秘书处保持中立的原则。 

2.1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国际准则制定框架得到发展。 

2.2 产权组织将国际社会凝聚起来，积极主动应对全球层面与知识产

权、创新和创造有关的新议题和政策挑战。 

建议 16
*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在 WIPO 的准则制定程序中，注意保护公有领域，加深对建立丰富并

易于获得的公有领域所涉的影响和利益进行的分析。 

3.1 产权组织的全球知识产权体系、服务、知识和数据得到更广泛、

更有效的使用。 

4.2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创新和创造生态系统在成员国得

到发展。 

建议 17
*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WIPO 在其包括准则制定在内的各项活动中，应当顾及国际知识产权

协定中所规定的灵活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关心的灵

活性。 

2.1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国际准则制定框架得到发展。 

4.2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创新和创造生态系统在成员国得

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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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8
*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促请政府间委员会（IGC）在不妨碍取得任何成果，包括可能制定一

份或多份国际文书的前提下，加快保护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

学艺术的进程。 

2.1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国际准则制定框架得到发展。 

建议 19
*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开展讨论，了解如何在 WIPO 的任务授权范围内，进一步提供便利，

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获取知识和技术，以鼓励创造与创

新，并加强 WIPO在这方面的现有的活动。 

1.1 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接触更有效，人们对知识产权在处处改善人

人生活的潜力有更好的认识和更多的了解。 

3.3 通过产权组织基于知识产权的平台和工具，促进知识转让和技术

调适，应对全球挑战。 

4.1 更有效地利用知识产权支持所有成员国及其相关区域和次区域的

增长与发展，包括通过将发展议程建议纳入主流。 

4.2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创新和创造生态系统在成员国得

到发展。 

建议 20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提倡开展有助于在 WIPO 成员国建立强大的公有领域的知识产权方面

的准则制定活动，包括编拟指导方针的可能性，以帮助感兴趣的成员

国查明在其各自的管辖范围内已流入公有领域的主题事项。 

3.1 产权组织的全球知识产权体系、服务、知识和数据得到更广泛、

更有效的使用。 

4.2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创新和创造生态系统在成员国得

到发展。 

建议 21
*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在开展任何新的准则制定活动之前，WIPO 应通过成员驱动的程序，

酌情开展非正式、公开和兼顾各方利益的磋商，并鼓励成员国尤其是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专家参与磋商。 

2.1 发展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的国际知识产权准则制定框架。 

2.2 产权组织将国际社会凝聚起来，积极主动应对全球层面与知识产

权、创新和创造有关的新议题和政策挑战。 



CDIP/30/2 

附件一第 7页 

 

 

建议 22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WIPO 的各项准则制定活动应当有助于实现联合国系统中议定的各项

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宣言》中所载的目标。 

在不损害成员国进行的审议取得任何成果的前提下，WIPO 秘书处应

酌情并在成员国的指示下，在其准则制定活动的工作文件中处理以下

方面的一些问题： 

(a)为国家执行知识产权规则提供保障； 

(b)知识产权与竞争之间的联系， 

(c)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技术转让， 

(d)可能为成员国规定的灵活性、例外和限制，以及 

(e)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增加特别规定的可能性。 

3.1 产权组织的全球知识产权体系、服务、知识和数据得到更广泛、

更有效的使用。 

3.3 通过产权组织基于知识产权的平台和工具，促进知识转让和技术

调适，应对全球挑战。 

4.1 更有效地利用知识产权支持所有成员国及其相关区域和次区域的

增长与发展，包括通过将发展议程建议纳入主流。 

建议 23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考虑如何更好地推动有利于竞争的知识产权许可做法，以尤其鼓励创

造、创新、以及向有关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转让和

传播技术。 

3.3 通过产权组织基于知识产权的平台和工具，促进知识转让和技术

调适，应对全球挑战。 

4.1 更有效地利用知识产权支持所有成员国及其相关区域和次区域的

增长与发展，包括通过将发展议程建议纳入主流。 

建议 24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请 WIPO 在不超出其权限的情况下，扩大活动范围，争取根据信息社

会世界峰会（WSIS）的成果，并考虑数字团结基金（DSF）的重要意

义，缩小数字鸿沟。 

3.3 通过产权组织基于知识产权的平台和工具，促进知识转让和技术

调适，应对全球挑战。 

4.1 更有效地利用知识产权支持所有成员国及其相关区域和次区域的

增长与发展，包括通过将发展议程建议纳入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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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25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探讨为促进有利于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和推广技术必须采取哪些与知识

产权有关的政策和倡议，并采取适当措施，让发展中国家能全面了解

各项不同规定中涉及有关国际协定中提供的灵活性方面的利益。 

2.1 发展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的国际知识产权准则制定框架。 

3.3 通过产权组织基于知识产权的平台和工具，促进知识转让和技术

调适，应对全球挑战。 

4.2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创新和创造生态系统在成员国得

到发展。 

建议 26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鼓励成员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敦促其研究和科技机构加强与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研究与开发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2.2 产权组织将国际社会凝聚起来，积极主动应对全球层面与知识产

权、创新和创造有关的新议题和政策挑战。 

4.2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创新和创造生态系统在成员国得

到发展。 

建议 27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为利用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信通技术促进增长与发展提供便利：在

WIPO 的一个适当机构中进行讨论，重点探讨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信通

技术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和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并着重帮助各成员

国确定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实际战略，利用信通技术促进经济、社会和

文化发展。 

2.2 产权组织将国际社会凝聚起来，积极主动应对全球层面与知识产

权、创新和创造有关的新议题和政策挑战。 

3.2 产权组织全球知识产权体系、服务、知识和数据的生产率和服务

质量得到提高。 

4.1 将发展议程各项建议纳入产权组织工作的主流。 

4.5 为知识产权局完善知识产权基础设施。 

建议 28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探讨成员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为促进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和推广技术可以

采取哪些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扶持性政策和措施。 

2.1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国际准则制定框架得到发展。 



CDIP/30/2 

附件一第 9页 

 

 

3.3 通过产权组织基于知识产权的平台和工具，促进知识转让和技术

调适，应对全球挑战。 

4.2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创新和创造生态系统在成员国得

到发展。 

建议 29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将有关知识产权相关的技术转让问题的讨论纳入 WIPO 的一个适当机

构的任务授权中。 

2.2 产权组织将国际社会凝聚起来，积极主动应对全球层面与知识产

权、创新和创造有关的新议题和政策挑战。 

3.3 通过产权组织基于知识产权的平台和工具，促进知识转让和技术

调适，应对全球挑战。 

4.2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创新和创造生态系统在成员国得

到发展。 

建议 30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WIPO 应与其他政府间组织合作，根据请求向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

发达国家，提供关于如何获取和利用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技术信息，尤

其是请求方所特别关心的领域中的这些信息。 

2.4 与联合国、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建立有效的互动和伙伴关

系，对知识产权可以有所作为的全球目标予以支持。 

3.1 产权组织的全球知识产权体系、服务、知识和数据得到更广泛、

更有效的使用。 

3.3 通过产权组织基于知识产权的平台和工具，促进知识转让和技术

调适，应对全球挑战。 

4.3 知识产权知识和技能在所有成员国得到增进。 

建议 31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执行成员国议定的、有助于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的各项倡议，例如

请 WIPO 为更好地获取公开提供的专利信息提供便利。 

3.1 产权组织的全球知识产权体系、服务、知识和数据得到更广泛、

更有效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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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通过产权组织基于知识产权的平台和工具，促进知识转让和技术

调适，应对全球挑战。 

4.3 知识产权知识和技能在所有成员国得到增进。 

建议 32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在 WIPO 创造机会，交流有关知识产权与竞争政策之间联系方面的国

家和区域经验与信息。 

2.1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国际准则制定框架得到发展。 

2.2 产权组织将国际社会凝聚起来，积极主动应对全球层面与知识产

权、创新和创造有关的新议题和政策挑战。 

2.4 与联合国、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建立有效的互动和伙伴关

系，对知识产权可以有所作为的全球目标予以支持。 

建议 33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请 WIPO 建立一个有效的年度审查与评价机制，以评估其面向发展的

所有活动，其中包括与技术援助有关的各项活动，并为此目的酌情制

定具体的指标与基准。 

4.1 更有效地利用知识产权支持所有成员国及其相关区域和次区域的

增长与发展，包括通过将发展议程建议纳入主流。 

5.3 健全、审慎的财务管理以及有效的组织治理和监督。 

建议 34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为帮助成员国制定重大的国家计划，请 WIPO 开展研究，了解在非正

规经济部门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存在哪些障碍，包括了解进行知识产权

保护尤其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涉及的实际成本和利益。 

3.1 产权组织的全球知识产权体系、服务、知识和数据得到更广泛、

更有效的使用。 

4.2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创新和创造生态系统在成员国得

到发展。 

4.4 更多创新者、创造者、中小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和社群成功地

运用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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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35
*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请 WIPO 根据成员国的请求，开展新的研究，评估在这些国家中采用

知识产权制度会产生哪些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 

3.1 产权组织的全球知识产权体系、服务、知识和数据得到更广泛、

更有效的使用。 

3.3 通过产权组织基于知识产权的平台和工具，促进知识转让和技术

调适，应对全球挑战。 

4.2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创新和创造生态系统在成员国得

到发展。 

建议 36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交流关于人体基因组项目等开放式合作项目以及关于知识产权模式方

面的经验。 

3.1 产权组织的全球知识产权体系、服务、知识和数据得到更广泛、

更有效的使用。 

3.3 通过产权组织基于知识产权的平台和工具，促进知识转让和技术

调适，应对全球挑战。 

建议 37
*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根据请求并在成员国的指示下，WIPO 可以开展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

面的研究，以了解知识产权与发展之间的可能联系和影响。 

3.1 产权组织的全球知识产权体系、服务、知识和数据得到更广泛、

更有效的使用。 

3.3 通过产权组织基于知识产权的平台和工具，促进知识转让和技术

调适，应对全球挑战。 

4.2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创新和创造生态系统在成员国得

到发展。 

建议 38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加强 WIPO客观评估本组织各项活动对发展产生的影响方面的能力。 4.1 更有效地利用知识产权支持所有成员国及其相关区域和次区域的

增长与发展，包括通过将发展议程建议纳入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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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39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请 WIPO 在其核心权限和任务范围内，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协助发

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开展有关人才流失问题的研究，并提出相应

的建议。 

4.1 更有效地利用知识产权支持所有成员国及其相关区域和次区域的

增长与发展，包括通过将发展议程建议纳入主流。 

建议 40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请 WIPO 根据成员国确定的方向，与联合国各机构，尤其是贸发会议

（ UNCTAD）、环境署（ UNEP）、卫生组织（ WHO）、工发组织

（UNIDO）、教科文组织（UNESCO）及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尤其是世

贸组织（WTO）之间，在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问题上的合作，以加强协

调，争取最大限度地提高执行发展计划的效率。 

1.1 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接触更有效，人们对知识产权在处处改善人

人生活的潜力有更好的认识和更多的了解。 

2.4 与联合国、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建立有效的互动和伙伴关

系，对知识产权可以有所作为的全球目标予以支持。 

建议 41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对 WIPO 目前在合作与发展领域开展的技术援助活动进行审查。 4.1 更有效地利用知识产权支持所有成员国及其相关区域和次区域的

增长与发展，包括通过将发展议程建议纳入主流。 

4.2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创新和创造生态系统在成员国得

到发展。 

建议 42
*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加强各项措施，根据 WIPO 关于接纳和认可非政府组织的标准，确保

广大民间社会广泛地参与 WIPO 的活动，并对这一问题进行不断审

查。 

2.4 与联合国、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建立有效的互动和伙伴关

系，对知识产权可以有所作为的全球目标予以支持。 

建议 43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考虑如何改进 WIPO 在寻找伙伴，以在透明和成员驱动的程序中，并

在不损害 WIPO 正在进行的各项活动的前提下，资助和实施与知识产

权相关的援助项目中所发挥的作用。 

3.3 通过产权组织基于知识产权的平台和工具，促进知识转让和技术

调适，应对全球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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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44*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根据 WIPO 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所具有的成员驱动的特点，国际局凡

根据成员国的请求所举办的涉及 WIPO 准则制定活动的各次正式和非

正式会议或磋商，均应主要在日内瓦举行，并对所有成员开放和透

明。如果这些会议在日内瓦以外举行，应提前很长时间通过官方渠道

通知成员国，并征求其关于议程草案和活动安排的意见。 

2.1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国际准则制定框架得到发展。 

2.2 产权组织将国际社会凝聚起来，积极主动应对全球层面与知识产

权、创新和创造有关的新议题和政策挑战。 

建议 45 与预期成果的联系 

根据 TRIPS 协定第 7 条的规定，从更广泛的社会利益以及与发展有关

的问题入手，处理知识产权执法问题，以便“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法

应有助于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的转让与推广，使技术知识的生产者和

使用者共同受益，有利于社会和经济福利，并有助于权利和义务的平

衡”。 

2.3 为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风尚开展国际对话与合作。 

4.2 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知识产权、创新和创造生态系统在成员国得

到发展。 

4.3 知识产权知识和技能在所有成员国得到增进。 

 

[后接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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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年的发展议程项目一览表 
 

已完成且已经审评的发展议程项目（37个） 

1. “调动资源促进发展”会议 

2. 知识产权技术援助数据库（IP TAD） 

3. 专业数据库接入和支持——第一阶段 

4. 知识产权发展资源牵线搭桥数据库（IP DMD） 

5. 建立“初创”国家知识产权学院 

6. 创建智能知识产权机构项目 

7. 国家机构创新与技术转让支助结构 

8. 提升国家、次区域和区域知识产权机构和用户的能力 

9. 知识产权与公有领域 

10. 知识产权与竞争政策 

11. 知识产权、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数字鸿沟和获取知识 

12. 开发专利信息查询工具 

13. 加强产权组织注重成果的管理（RBM）框架为监测和评价产权组织活动对发展产生的影响提供支持 

14. 进行使用特定技术的适当的信息方面的能力建设，以应对已查明的发展挑战 

15. 面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企业发展的知识产权与产品品牌建设 

16. 专利与公有领域 

17. 知识产权与人才流失 

18. 知识产权与非正规经济 

19. 专业数据库接入和支持——第二阶段 

20. 建立“初创”国家知识产权学院——第二阶段 

21. 知识产权与经济和社会发展 

22. 开发专利信息查询工具——第二阶段 

23. 加强各国负责知识产权事务的政府机构和利益攸关方机构管理、监督和促进创意产业的能力，并提高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业绩和

联网能力 

24. 知识产权与技术转让：共同挑战——共同解决 

25. 开放式合作项目和知识产权模式 

26. 加强和发展布基纳法索和若干非洲国家音像部门 

27. 加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知识产权与发展问题南南合作 

28. 知识产权和外观设计管理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企业发展 

29. 进行使用特定技术的适当的信息方面的能力建设，以应对已查明的发展挑战——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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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知识产权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阶段 

31. 加强和发展布基纳法索和若干非洲国家音像部门——第二阶段 

32. 与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司法培训机构在发展与知识产权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的合作 

33. 知识产权、旅游业与文化：在埃及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支持发展目标、推广文化遗产 

34. 运用公有领域信息促进经济发展 

35. 知识产权管理与技术转让：促进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有效利用知识产权  

36. 加强软件部门运用知识产权开发移动应用程序 

37. 成功的发展议程项目提案用工具 

截至 2022年 12月仍在实施的发展议程项目（9个） 

1. 版权与数字环境中的内容分发 

2. 将当地企业集体商标注册作为跨领域经济发展问题 

3. 加大女性在创新创业方面的作用、鼓励发展中国家女性运用知识产权制度 

4. 秘鲁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与美食旅游业：通过知识产权促进美食旅游业发展 

5. 识别和运用公有领域的发明 

6. 发展布基纳法索和西非经济货币联盟（西非经货联）若干国家音乐领域和新音乐经济模式 

7. 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创意产业在数字时代运用知识产权 

8. 系统化统计数据并制定和实施对采用知识产权制度的影响进行评估的方法 

9. 通过知识产权增强小企业能力：制定在注册后阶段为地理标志或集体商标提供支持的战略 

2022 年批准的发展议程项目（2个） 

1. 通过创新和知识产权减少与工作有关的事故和职业病 

2. 加强软件部门运用知识产权开发移动应用程序——第二阶段 

[附件和文件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