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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知识产权与发展问题南南合作年会在日内瓦举行，这是为落实发展议程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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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开展的一项活动。 

1. 会议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总部举行，由 WIPO 负责发展部门的副总干事杰弗里·奥尼亚马

先生主持开幕。他指出，南南合作是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分枝，与南北合作和三角合作相辅相成，而

非相互替代。1978 年通过的《促进和实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和联合

国大会同一年通过的第 33/134 号决议提到了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对此种合作扮演着推进器和催化剂的

角色。自此以后，南南合作一直是联合国长抓不懈的一项重点工作。他强调，在 2012 年 8 月 8 日至

10 日于巴西巴西利亚举行的 WIPO 第一届南南合作区域间会议把重点放在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交流上，

涉及的领域包括传统知识、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也即民间文艺、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治理和版权及相关

权。会议明确了加强南南合作具有巨大潜力的一些领域，这一点在会议报告中已着重说明。他补充

说，这类知识、经验和教训的交流对于面临相似挑战且处于相似发展水平的国家特别相关。在这方

面，要强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新倡议是巴西政府和 WIPO 之间近期签署的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是

通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一同开展具体项目和伙伴关系来促进知识产权领域的南南合

作。 

2. 巴西外交部知识产权司(DIPI)秘书 Natasha Pinheiro Agostini 女士介绍了在第一届南南合作

区域间会议的框架内就传统知识、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遗传资源开展的工作，简要地着重说明了在巴

西利亚讨论的要点。她强调，国际讨论长期以来围绕着传统知识、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遗传资源的保

存和保障。然而，各国今天面临着另外一个挑战，即发展适当的保护模式。在巴西利亚，发展中国家

的代表主要交流了使用知识产权工具防止第三方未经授权或不适当地使用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表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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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承认有必要使权利人和社区获取并主张其权利并对其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进行商业开发

以促进经济发展。会议广泛讨论了跨境传统知识、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遗传资源的问题，特别是保护

共享的传统知识、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遗传资源的困难。由于以合同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在很大程度上

是限于一国之内的策略，且知识产权从传统上来说是地域性权利，具有国际维度的传统知识、传统文

化表现形式和遗传资源需要专门的创新解决方案，比如制定一个国际获取计划，规定提供方和使用方

国家的责任，或在签订相互认可协议(MRA)的情况下适用互惠原则。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地区合作倡

议，如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查瓜拉马斯条约》修订本以及非洲地区知识产权组织(ARIPO)2010 年

《关于保护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表现形式的斯瓦科普蒙德议定书》，该议定书定义了传统知识、民间

文艺和受益人，并明确了权利人的积极和独享权利。 

在巴西利亚的讨论表明，大部分与会者认为迫切需要制定一份或多份条款清晰的国际文书保护传统知

识、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遗传资源，并且确实急需在国际层面上有广为接受、适合文化且具有可预见

性的规则。出于这一目标，在政府间委员会的谈判中加强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努力

至关重要。在保护遗传资源方面，交流主要集中在落实《生物多样性公约》(CBD)所产生的相关义务

上，如事先知情同意、共同商定的条款、公平公正分享利益和公开来源。Agostini 女士强调，很多发

展中国家已经创建了负责细化和执行保护遗传资源公共政策的机构，如秘鲁生物剽窃预防委员会、印

度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和巴西遗传资源理事会。一些发展中国家还基于知识产权制度建立了遗传资源防

御性保护机制，包括哥斯达黎加、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巴拿马和巴西等国家。她总结说，考虑

到发展中国家已经细化了一些 现代的获取和惠益分享(ABS)计划以及全面和创新保护传统知识、传统

文化表现形式和遗传资源的法律，在此领域增强南南合作无疑特别有价值。 

3. 在关于本议题的一般性讨论中，Agostini 女士强调，惠益分享、跨境传统知识、传统文化表现

形式和遗传资源、如何落实各种国家法律和机制以及社区如何从这些机制中受益等议题，已被确定为

日后南南合作的重要领域。一些代表重申了南南合作的重要性，强调有必要确定具体的项目并付诸实

施。鉴于世界范围内用于技术合作的资源有所减少，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正变得越来越相关和必要，

这一点也得到了强调。 后，建议 WIPO 编拟一份有关传统知识、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遗传资源各国现

行法律的全面法律研究报告，以确保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能获取现有的各种机会和选项。就

此，秘书处指出，WIPO 网站已经提供了各国有关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法律数据库，所有

国家都可以自由进入和检索。但如没有反对意见的话，若干年前编拟的各国法律在不同领域的对比摘

要确实可以进行更新。 

4. 来自布达佩斯的中欧和东欧版权联盟(CEECA)主席 Mihály Ficsor 先生和喀麦隆恩冈代雷大学法

学与政治学教授 Joseph Fometeu 先生随后发言，介绍了在第一届南南合作区域间会议的框架内就版权

及相关权开展的工作。Ficsor 先生重申南南合作是国际合作的重要分枝，但并不取代多边和南北合

作。他强调，知识产权制度只有以发展为导向才能服务于发展，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

应得到《伯尔尼公约》附件和 WIPO 互联网条约中所认可的特殊待遇。以发展为导向的知识产权制度应

不仅保证可持续的创造和生产，还要确保兼顾各方利益的获取。Ficsor 先生指出，在巴西利亚的讨论

明确地揭示了在版权领域存在着显著的差别，无论从发展水平还是涉及特殊条件和利益的领域的角度

来看都是如此。然而，有些领域被确定为对未来的南南合作特别重要，包括版权及相关权领域的集体

管理和例外与限制。Ficsor 先生强调，《北京条约》既是多边主义的成功，也是妥协精神的成功，包

含了发展议程的很多原则，并通过在限制与例外方面适用“三步检验法”保证了灵活性。他补充说，

三步检验法于 1967 年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引入，适用于复制权，在《TRIPS 协定》(第 13 条)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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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得到了扩展，也适用于工业品外观设计和专利权。尽管

《TRIPS 协定》有关灵活性的第 7 条和第 8 条主要涉及工业产权，但诸如知识产权制度应兼顾各方利

益等基本原则也非常适用于版权。Ficsor 先生还指出，目前在学术界针对应如何适用三步检验法有些

不同意见，一方认为三个条件应混合在一起，而另一方则认为三个条件应分步适用。就此，在巴西利

亚的讨论强调，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原则上把检验的三个条件分步考虑或者综合考虑，而是三个条件应

恰当地适用，即根据检验的目的确定合适的平衡。 

5. 关于广播组织保护，Fometeu 教授强调南部的若干国家已经制定了保护广播组织的机制，如肯尼

亚 2001 年版权法保护内容，加纳 2005 年版权法保护内容和信号。然而，在审查这一领域的各国立法

中，他注意到使用不同术语的事实。他强调，各国法律和不同立法做法中保护条件的多样性让人很难

预见该领域的进一步合作。为了减少差异，迫切需要在此领域澄清并统一各种概念。他指出，广播组

织的保护包括三个重要的方面，即载有节目的信号、信号所载的节目以及节目的内容，节目内容同时

也是信号内容，包括受保护和不受保护的作品。在巴西利亚的讨论得出的结论是，把内容和信号分开

是不可能的，信号保护不利 终会导致糟糕的内容保护。在这方面，显然需要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国际文书以保护广播组织的权利。关于图书馆、档案馆、教育和研究机构以及视障人士的版权限制与

例外，交流中强调的事实是，大部分国家没有图书馆的例外与限制，即便在有图书馆例外的国家，图

书馆在使用受保护作品时往往要交使用费。另外还指出的是，图书馆和档案馆条约谈判中所讨论的若

干议题没有在各国立法中得到解决，导致了有些图书馆没有享受到适当的限制与例外。就此，他强调

目前正在谈判的条约草案提供了克服这些缺口的重要契机。关于教育和研究机构的限制与例外，他指

出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规定了此类例外与限制，分析各国如何在实践中执行这些例外与限制会很有帮

助。就视障人士而言，他们目前显然没有从例外与限制中获得适当的利益，因为绝大多数国家没有为

视障人士规定任何例外。由此产生的结论是，一项国际文书将是切实往前迈进的一大步。他指出，特

别是在此领域的南南合作将带来很多好处，推动这一进程符合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的利益。 

6. 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贸易和可持续发展国际中心(ICTSD)负责创新、技术和知识产权方案的高级方

案经理 Ahmed Abdel Latif 先生介绍第三项主题，内容是关于知识产权治理。他回顾了南南合作作为

联合国内部广为接受的原则和优先事项的重要性，指出大多数联合国机构成立了特定的部门并通过具

体活动在各自工作领域中加强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面对共同的现实

和挑战，这一事实使该领域的南南合作尤其相关，为共享经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关于知识产权治理

和发展，Latif 先生指出，必须考虑两个明显不同却相辅相成的方面，即使用知识产权促进发展的概

念和以发展为导向的知识产权的概念。南南合作要包含这两个方面。他强调，第一个方面涉及的问题

包括知识产权政策、国内知识产权协调机制、使用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促进经济发展和创新、集

体管理版权及相关权以及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等。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些领域可分享有趣的经验。例

如，PROSUR 倡议是南美九个国家在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领域开展南南合作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实例，有很

好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以发展为导向的知识产权意味着知识产权应支持在卫生、教育或文化等领

域的公共政策目标，并包括灵活性、限制与例外的概念。他指出，很多发展中国家改革了或正在改革

其知识产权法律。在这方面，南南交流经验和 好做法显然有助于知识产权治理。Latif 先生 后强

调，共享经验和 好做法确实是重要且必需的第一步，但加强南南合作并为此机制增加价值的后续举

措可包括把学到的经验教训融入具体的案例研究及其他类型的出版物和工具。 

7. 在一般性讨论中强调的一点是，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确实可以从彼此的经验中学习到很

多，开发一个门户网站展示这些经验和 好做法特别有益，这样不仅能提供共享经验的平台，还能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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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可能的伙伴关系和具体的项目。鉴于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在产出知识产权方面面临的挑战，

一个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借鉴新兴国家（如印度或中国）的经验，利用知识产权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以及以 ARIPO 和马格里布地区合作倡议所代表的地区举措如何能在知识产权领域逐步提供培育

南南合作的适当基础。 

8. 关于第一届南南合作区域间会议的评价(主题 4)，秘书处简单概述了通过会议结束时散发给参会

者的评估问卷收集的反馈，包括总结评价结果的一些统计数据和数字。秘书处强调，参会人员包括来

自 32 个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的 85 名代表，以及来自五个发达国家、三个地区间组织和两个非

政府组织的代表。会议在网上直播，所有讨论的视频录像都在 WIPO 网站和推特上发布，以确保尽可能

广泛地传播会议成果。通过分析 47 份填好的评价调查问卷，会议的有用性和附加值得到了证实。关于

会议对项目有些主要目标的贡献，秘书处的调查显示了很高的满意度，这些目标包括：“更好地了解

知识产权及其对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发展的潜在贡献”、“查明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的

优先事项和特殊需求”、“提高对战略性使用知识产权的意识以培育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的国

内创造和创造力”以及“增强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的能力以共享其知识、经验和 佳做法”。 

9. 作为第一届南南合作区域间会议的承办方，巴西政府随后发言，分享并介绍其观点。巴西常驻

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他经济组织副代表 José Estanislao do Amaral 先生回顾，正如读完会议完

整报告所证实的那样，会议确实为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交流经验提供了宝贵机会。他还指出，

有些与会者对会议没能产生具体成果，特别是没有具体建议，表达了不满。若干与会者表示，今后的

会议应更加以结果为导向，重点更明确，巴西政府支持这一观点。为了使南南合作倡议具有可持续

性，南南合作要成为 WIPO 的优先事项，需要有具体的行动。就此，他补充说第二届区域间会议除了交

流经验外应提供空间，以查明可进一步加强合作并产生具体项目的关键领域，并且发展中国家要承担

责任确保这一进程的成功。他强调，WIPO 有必要保证充足的人力和财务资源专门用于促进南南合作，

巴西一直积极参与 WIPO 的南南合作发展，包括提供资源，其他有能力的发展中国家有必要也贡献出适

当的资源。他指出，依照近期签署的在发展中国家促进三角技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巴西政府将秉承

南南合作的精神，在今后四年中投入 110 万美元用于资助知识产权领域的具体项目。 

10. 在主题 5 下，秘书处简要概述了发展议程项目的落实情况，特别提到了成员国批准的项目交付

战略，并指出了到目前为止开展的主要活动。除了要在 2013 年春举办重点为专利、商标、工业品外观

设计、地理标志和执法的南南合作第二届区域间会议之外，秘书处强调下一步将重点建设一个关于南

南合作的专门网页，届时将给所有相关国家发送调查问卷，以收集填充网页的初步信息。 

11. 关于第二届知识产权与发展问题区域间会议以及拟议的职责范围(ToR)和临时议程(主题 6)，秘

书处在简要介绍了主要的议题和拟议的职责范围之后请会议代表提出意见和建议。就此，代表们指

出，今后在南南合作项目框架下开展的交流应集中于具体的实例和好的做法，第二届区域间会议应把

重点放在具体的国家、次区域和地区的经验，以确保附加值，并避免重复在日内瓦举行的政治性讨

论。埃及的代表确认了埃及政府承办第二届区域间会议的兴趣，并表示对拟议的职责范围没有保留意

见，在与秘书处合作组织会议中会遵循具有透明度和包容性的进程。针对就此问题提出的一些意见，

秘书处进一步确认将和第一届会议一样遵循常规的磋商进程，包括与地区协调员磋商。在此基础上将

制定完整的议程，并适时提供。 

12. WIPO 负责全球基础设施部门的助理总干事高木善幸先生致闭幕词。他重申 WIPO 南南倡议的重要

性，回顾 WIPO 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经验，承认这种观点、经验和 好做法的交流确实是正确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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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鉴于没有普遍适用的模型，必须探索定制的解决方案，而这么做的 好方法是通过交流经验教

训。高木先生欢迎埃及政府提出承办第二届南南合作区域间会议，并 后指出本次会议的报告和视频

录像将适时提供给成员国，并感谢所有与会者贡献的意见。 

 

 

[文件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