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纬宝网仅用于官方使用 

2022 年知识产权法官论坛 

参会须知 
 
 
 

2022 年产权组织知识产权法官论坛将于

2022年 11月 16日和 17日在产权组织会议

厅举行，2022 年 11 月 18 日有自选参加的

社会活动。 

 

任何问题或建议可发送至： 

 

电子邮件：judicial.institute@wipo.int 

 
 

出入 

 

论坛胸卡可凭带照片的身份证件（如护照）

在产权组织接待中心的注册台领取。胸卡

遗失，请及时向产权组织接待中心报告。 

 

进入并在产权组织办公场所停留须接受严

格检查，仅限于持有胸卡的人员。 

 

进入产权组织园区的入口是位于 34 chemin 

des Colombettes 的产权组织接待中心（产

权组织 AB 楼北侧）（见地图）。乘车抵达

产权组织的与会者可在产权组织接待中心

上下车。 

 

产权组织整个办公场所都可以为行动不便

者提供便利。如需信息或协助，请联系

meetings@wipo.int。 

 
 

设施 
 

餐厅、咖啡吧和午餐设施 

 

在所有的茶歇时间，与会者可以免费享用

茶和咖啡，也可以在产权组织 AB 楼 13 层

和地下一层（-1 层）的投币式自动售货机

上购买茶和咖啡。产权组织办公楼多处设

有饮水机。 

 

产权组织不提供午餐和晚餐。欢迎与会法

官在产权组织餐厅或附近的任何餐馆购买

午餐。 

 

位于产权组织 NB 楼的餐厅提供包括素食在

内的多种膳食选择，并提供外卖。 

 

请注意，会议厅内禁止饮食（水除外）。 

 

无线网络（Wi-Fi） 

 

所有公共区域均提供 WIFI。产权组织注册

台将为代表提供登录密码。 

会议厅内所有桌子都有两个电源插座（一

个瑞士型号，一个欧洲型号），供连接便

携式电脑和类似设备。 

 

上网计算机 

 

产权组织会议厅首层的上网室和产权组织

AB 楼夹层（AB 1.11 室）配有若干台可以

上网的计算机和一台共享打印机。此外，

在产权组织图书馆（NB 楼一层）也有几台

可以上网的计算机。这些计算机上安装的

视力障碍者软件可以朗读网页内容。 

 

产权组织知识中心 

 

产权组织知识中心（WKC）的图书馆藏书

包括纸质和电子格式的书籍和期刊，涵盖

了知识产权的所有方面。这些资料可在

WKC 的阅览室查阅。在线知识库列有馆藏

书目。 

 

欢迎所有与会者在日内瓦逗留期间访问

WKC，可凭正式胸卡出入WKC实体场所。

WKC 位于产权组织 NB 楼一层。开放时间

为 周 一 至 周 五 ， 9:00 至 17:00

（ library.wkc@wipo.int ；电话： +41 22 

338 8573）。 

 

产权组织摄影师 

 

论坛举行期间，产权组织的官方摄影师将

在现场为代表们拍照，并在产权组织的

Flickr 网站上提供照片。与会者可以免费从

Flickr 网站上直接下载论坛照片。如果与会

者不希望被拍摄，可在论坛期间或提前发

信至 photos@wipo.int 告知摄影师。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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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摄 影 师 或 发 送 电 子 邮 件 至

photos@wipo.int，立即从 Flickr 网站上撤

下照片。 

 

其他事项 

 

自助式衣帽间位于产权组织会议厅外。这

些区域无人看管，产权组织对所存放财务

的任何损失或失窃不承担任何责任。与会

者最好不要将行李带至产权组织，并要随

时保管好自己的个人财物。 

 

NB 楼接待处设有储物柜。 

 

有关失物招领的所有查询，应致电产权组

织接待中心（电话：+41 22 338 7942 或

+41 22 338 7944，一周七天、全天 24 小时

均可致电）。 

 

产权组织办公楼内禁止吸烟。产权组织楼

外出口处设有专门的吸烟区，可从产权组

织会议厅前厅前往。 
 

紧急信息 
 

医疗急诊 

 

从产权组织 GBI 楼（产权组织 AB 楼大厅右

侧）首层的走廊可去往产权组织医务室。

开放时间为： 

• 星期一和星期五上午：9:30至11:30 

• 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下午：

14:00至16:00 

 

电话：+41 22 338 9128。 

 

如果医务室关闭： 

 

Hôpital Cantonal（州立医院） 

地 址 ： 24 Rue Micheli-du-Crest 1205 

Geneva 

电话：+41 22 372 3311。 

一周七天、全天 24 小时开放 

 

医疗救护和紧急救援电话：144 

 

产权组织附近的药房： 

 
Pharmacie Populaire 

地 址 ： 42A Rue de Moillebeau 1202 

Geneva 

电话：+41 22 740 0160 

 

安全与安保 

 

产权组织安全与安保协调处（SSCS）（一

周七天、全天 24小时）：+ 41 22 338 9999 

 
报警： 117 
火警：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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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宝网仅用于官方使用 

日内瓦的实用信息 
 

公共交通和出租车服务 

 

从机场乘坐 5 路公交车（“Thônex-Vallard

”方向）在 Place des Nations 站（联合国

旗帜入口和“破椅子”纪念碑）下车，步

行可达产权组织。 

 

从机场乘火车前往 Cornavin 日内瓦中心车

站仅需 6 分钟。 

 

在日内瓦市内酒店住宿的代表可向酒店前

台免费索取一张当地公交卡，在整个住宿

期间有效。该卡由本人专用，不可转让，

可以免费乘坐日内瓦地区的有轨电车、公

交车、火车和黄色摆渡艇。 

 

以下为从产权组织步行可至的公交车站和

有轨电车站（见地图）： 

 

• 公交车站/电车站：“Nations”站，

5 路（该线也可往返于机场）、8 路、

11 路、22 路、28 路、F 路公交车；

15 路电车； 

• 公交车站：“UIT”站，8 路和 11 路

公交车。 

 

有关日内瓦公共交通的更多信息，见日内

瓦公共交通和 Unireso 网站： 

 
• http://www.tpg.ch/en/web/site- 

international  
• http://www.unireso.ch/  

 

距离最近的出租车站点在日内瓦国际会议

中心（ CICG ）外，地址为 9 Rue de 

Varembé。可拨打+41 22 320 2020、+41 

22 320 2202 或+41 22 331 4133 叫车。也

可请产权组织接待中心帮助叫车。 

 

银行和邮局 

 

日内瓦当地货币是瑞士法郎（CHF）。在

国际机场抵达区、酒店和银行营业网点有

货币兑换处。 

 

离产权组织最近的银行营业网点是 UBS 

Vermont-Nations 分 行 ， 地 址 为 17bis 

Chemin Louis Dunant，离产权组织步行 5

分钟。营业时间：周一 10:00 至 17:30；周

二至周五 9:00 至 17:30（自动取款机 24/7

）。 

 

在产权组织 GBI 楼首层（产权组织 AB 楼大

厅右侧）也设有一台自动取款机。这两台

自动取款机都可以使用国际承认的信用卡

提取瑞士法郎和欧元。 

 

最近的邮局位于国际会议中心，地址为 17 

Rue de Varembé。营业时间：上午 8:00 至

12:00，下午 14:00 至 18:00。 

 

电话 

 

拨打日内瓦本地电话时，不必拨“+41 

22”，拨“022”即可，拨打手机不必拨

“+41 79”，拨“079”即可。 

 

当地情况 

 

11 月初的日内瓦天气寒冷，而且可能有雨

。目前的天气预报预测，平均最高温度为

12°C/54°F ， 但 早 晚 温 度 可 能 下 降 到

5°C/41°F 左右。 

 

更 多 信 息 见 Météo-Geneva 网 站 ：
http://www.meteo-geneve.ch/ 
 

日内瓦当地的时间是 UTC+1 小时。瑞士用

电为 220 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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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网站 

 

2022 年产权组织知识产权法官论坛 

http://www.wipo.int/judgesforum2022 
 

产权组织图书馆 

http://www.wipo.int/library/en/ 
 

日内瓦信息 

https://www.cagi.ch/en/home.php https://www.geneve.com/ 
 

交通 

https://www.tpg.ch/（仅有法文） 

https://www.sbb.ch/en  
 

天气 

http://www.meteo-geneve.ch/ 
 
 

产权组织园区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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