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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一 

08.00 注册 

09.30 - 10.30  致开幕词： 

  发言人： 弗朗西斯 ·高锐先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总干事，日内瓦 

 Luis Alfonso de Alba 先生阁下，大使，气候

变化特别代表，墨西哥城 

 Mnikeli Ndabambi 先生，业务总经理，南非气

象局，普列陀利亚 

 José Romero 先生，联邦环境办公室(FOEN)
国际事务司《里约公约》科科长，伯尔尼 

 Wanna Tanunchaiwatana 女士，《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适用、技术和科

学方案负责官员，波恩，德国 

10.30 – 11.00   茶歇 

11.00 - 12.30  第 1 次全体会议： 

  创新与伙伴关系模式 

  这次全体会议将从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角度探讨旨在开发和传

播相关技术的“现实生活”中创新与伙伴关系模式的事例 

  主席：  José Romero 先生 

发言人： Carl Horton 先生，通用电气公司知识产权首

席顾问，费尔菲尔德，美国 

Sergey Sibiryakov 先生，管理研究生院宏观

经济预测系系主任、教授，物流研究所主管，

莫斯科 

Pedro Roffe 先生，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

心(ICTSD)知识产权与可持续发展项目资深研

究员，日内瓦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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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 – 14.30  午休 

14.30 – 16.00  第 2 次全体会议： 

  现实生活中的技术转让经验 

  本次全体会议将在第 1 次全体会议的基础上，具体探讨技术

转让对满足发展中国家在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这

次全体会议的特点还要说明 WIPO 寻求通过“WIPO 绿色计

划”提供的服务。 

主席： Luis Alfonso de Alba 先生阁下 

发言人： Rathindra Nath Roy 先生，Villgro 创新基金会

董事长，陈奈，印度 

 Wanna Tanunchaiwatana 女士 

Chandrashekhar Dasgupta 先生阁下，大使，

能源与资源学会(TERI)高级研究员，新德里 

 Yuichiro Kawamura 先生，本田公司知识产权

部总经理，东京 

  讨论 

16.00 – 16.15  茶歇 

16.15 – 17.45  第 3 次全体会议： 

  为加速传播推进供资 

  在坎昆举行的第 16 届缔约方会议上，缔约方同意建立“技术

机制”和“绿色气候基金”，本次会议将研讨这些机制怎样

才能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利用创新和

技术的潜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主席： 何亚飞先生阁下，大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 

发言人： Vicente Paolo Yu 先生，南方中心全球治理促

进发展方案协调员，日内瓦 

 Ari Huhtala 先生，世界银行气候变化团队资深

环境专家，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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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eph Nganga 先生，可再生能源(K)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内罗毕 

 讨论 

18.00 – 20.00  招待会 

2011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二 

09.30 – 11.30  同时进行的分组会议 

 第 1 专题组： 创新与伙伴关系模式 

主持人： Carsten Fink 先生，WIPO 总经济师 

发言人： Matthew Bateson 先生，世界促进可持续发展

商业理事会(WBCSD)能源气候问题主任，日

内瓦 

  Quentin Tannock 先生，剑桥知识产权学会主

席，剑桥，联合王国 

 Anders Flodström 先生，欧洲创新与技术研究

院委员会副主席，布达佩斯 

  讨论 

第 2 专题组： 现实生活中的技术转让经验 

主持人： Giovanni Anelli 先 生 ， 欧 洲 核 研 究 组 织

(CERN)欧洲技术转让办公室主任，日内瓦 

发言人： Meir Pugatch 先生，斯德哥尔摩网络研究部主

任和海法大学高级讲师，以色列 

 Mark Radka 先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能源部主管，日内瓦 

 Mohammed Asaduzzaman 先生，孟加拉国发

展研究所研究部主任，达卡 

 Yuji Toda 先生，日立有限公司，知识产权发

展与管理司总经理，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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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第 3 专题组： 为加速传播推进供资 

主持人： Ari Huhtala 先生，世界银行气候变化团队资深

环境专家，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发言人： Aklilu Amsalu Taye 先生，亚的斯亚贝巴大学

环境地理学家，亚的斯亚贝巴 

 Baskut Tuncak 先生，国际环境法中心(CIEL)
专职律师，华盛顿 

 Colin Turner 先生，绿色科技公司总经理，尼

翁，瑞士 

 Romain Benicchio 先生，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

日内瓦办事处政策顾问，瑞士 

 Friedrich Barth 先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环境与能源小组高级顾问，纽约，美

利坚合众国 

  讨论 

  茶歇(会议举行期间进行) 

11.30 - 12.15 WIPO 参与环境变化工作 

发言人： Johannes Christian Wichard 先生，WIPO 分

管全球问题部门的副总干事 

  James Pooley 先生，WIPO 分管创新与技术

部门的副总干事 

 Yoshiyuki Takagi 先生，WIPO 分管全球基础

设施部门的助理总干事 

  讨论 

12.15 – 14.00  午休 

14.00 – 16.00 分组会议报告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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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总会议两天来的讨论情况，分组会议各组的主持人在这次

会议上将汇报他们的讨论情况并参与全体会议的讨论，并从

讨论中得出某些结论。高级别专家将在本次会议主题的范围

内就援助发展中国家使用技术与创新方面的下一步工作参与

讨论。 

主席： Sherif Saadallah 先生，WIPO 对外关系司执

行主任 

 Konji Sebati 女士，WIPO 传统知识与全球挑

战司司长 

 报告员： 第 1 专题组：创新 

  Quentin Tannock 先生，剑桥知识产权学会主

席，剑桥，联合王国 

   第 2 专题组：技术转让 

 Mohammed Asaduzzaman 先生，孟加拉国发

展研究所研究部主任，达卡，孟加拉国 

   第 3 专题组：财政 

   Ari Huhtala 先生，世界银行气候变化团队资

深环境专家，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讨论 

16.00 - 16.15 闭幕词 

 发言人： Johannes Christian Wichard 先生 

 
 
 

[文件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