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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WIPO/TISC/GE/21/INF/1
原 文：英文
日 期 ： 2021 年 11 月 26 日

全球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会议
主办：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产权组织）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国知局）

2021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 日，线上
中国信托基金协助

临时日程安排
产权组织国际局编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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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一
主持人：安德鲁·柴可夫斯基（Andrew Czajkowski）先生，产权组织知识产权和创新生态系统部门，
创新者知识产权部技术和创新支持司司长，日内瓦
所有时间均为 UTC+1 小时
12.00 – 12.20

开幕式
欢迎致辞：
申长雨先生，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国知局）局长，北京
邓鸿森先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产权组织）总干事，日内瓦

12.20 – 12.30

视频

第一天的主要议题：

12.30 – 12.50

全球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
识别和使用当地技术
TISC 如何促进向当地社区的技术转让，以产生社会和经济影
响？

主旨发言 1

识别和部署技术，解决公共利益问题
哪些关键因素决定了技术是否可以成功应用于解决当地层面的
社会挑战？
发言人：

12.50 – 13.10

主题 1

利用专利分析，确定社会挑战的技术解决方案
专利信息如何凸显对解决社会挑战有意义的技术和趋势？
发言人：

13.10 – 13.40

主题 2

主题 3

伊雷妮·基察拉（Irene Kitsara）女士，产权组
织知识产权和创新生态系统部门，创新者知识产
权部技术和创新支持司工业产权信息官员，日
内瓦

评估社区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
必须采取哪些措施，以确保技术能够有效地部署到当地社区？
发言人：

13.40 – 14.10

艾尔弗雷德·沃特金斯（Alfred Watkins）先
生，全球解决方案峰会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美国

石英女士，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中心主任，中国
北京
丽娜·托马斯（Leena Thomas）女士，全球业务
进军（Global Business Inroads）董事，印度

评估企业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
哪些因素限制了企业将新技术整合至其产品和服务中的能力？
发言人：

菲莉丝·利娅·斯佩瑟（Phyllis Leah Speser）
女士，Foresight 科技公司董事会主席，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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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 – 14.45

第 1 小组

识别发明以解决社会挑战方面的经验
世界各地在当地层面有效识别和使用技术的案例
主持人：

亚历杭德罗·罗加·坎帕尼亚（Alejandro Roca
Campaña）先生，产权组织知识产权和创新生态系
统部门，创新者知识产权部高级司长，日内瓦

小组发言人：
国家 TISC 网络的代表
埃尔米亚斯·海尔马里亚姆（Ermias
Hailemariam 先生，埃塞俄比亚知识产权局
（EIPO）局长，亚的斯亚贝巴
贾廷德·考尔·阿罗拉（Jatinder Kaur Arora）
女士，旁遮普省科学技术委员会执行主任，印度
汉密尔顿·姆菲迪（Hamilton Mphidi）先生，茨
瓦尼科技大学研究与创新机构创新与技术转让办
公室主任，南非
肖尤丹先生，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
究员，中国

14.45 – 15.00

圆桌会议 1

当天会议回顾和总结
主持人：

15.00

第一天结束

安德鲁·柴可夫斯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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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二
主持人：白光清先生，国知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兼专利文献部部长，中国
第二天的主要议题：全球技术营销
TISC 如何促进向全球社区的技术转让？
所有时间均为 UTC+1 小时
12.00 – 12.20

主旨发言 2

识别技术的新市场和应用
如何成功将技术从实验室引入新市场？
发言人： 阿西耶·鲁菲诺·本戈切亚（Asier Rufino
Bengoechea）先生，Tecnalia Ventures 常务董事，西班牙

12.20 – 13.00

第 2 小组

构建成功的国际技术转让网络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建立和维护技术转让网络的经验教训
主持人： 奥尔加·斯帕西奇（Olga Spasić）女士，产权组
织知识产权和创新生态系统部门，创新者知识产权部技术转让
科科长，日内瓦
小组发言人：
达留什·卡斯普日茨基（Dariusz
Kasprzycki）先生，雅盖隆大学主任，波兰
莱拉·埃利纳（Laila Elina）女士，里加技术大
学创新和技术转让中心主任，拉脱维亚
伊丽莎白·里特尔·多斯桑托斯（Elizabeth
Ritter dos Santos）女士，技术转让顾问，巴西
白志辉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和研究
员，中国

13.00 – 13.25

第 3 小组

利用国际技术转让网络，成功实现技术转让
在企业/机构层面利用技术转让网络将技术生产者和消费者联
系起来的经验教训
主持人：

奥尔加·斯帕西奇（Olga Spasić）女士

小组发言人：让-夏尔·吉贝尔（Jean-Charles Guibert）先
生，原子能与可替代能源委员会（CEA）首席执行
官创新高级顾问，法国
卡琳·霍夫曼（Karin Hofmann）女士，维也纳技
术大学国际许可贸易工作者协会（LESI）副主
席，奥地利
格蕾塔·热基埃内（Greta Žėkienė）女士，国家
创新与创业中心/PATLIB 中心、考纳斯理工大学知
识产权管理负责人，立陶宛
13.25 – 13.45

主题 4

成功营销技术
哪些策略、方法和资源可用于确定和联系合作伙伴，将技术进
行商业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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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

13.45 – 14.05

主题 5

技术市场和牵线搭桥平台：WIPO GREEN
如何成功地利用 WIPO GREEN 来确定和联系合作伙伴，以实现
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商业化/利用？
发言人：

14.05 – 14.25

主题 6

主题 7

圆桌会议 2

卡罗琳娜·塞普尔韦达（Carolina Sepúlveda）女
士，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政策专家，智利

知识产权评估
可以使用哪些方法和工具来估算新技术在特定环境和市场中，
能够为资助、许可、知识产权商业化和合作研究所创造的价
值？
发言人：

14.45 – 15.00

安雅·冯德罗普（Anja von der Ropp）女士，产
权组织全球挑战和伙伴关系部门，全球挑战司气候
变化和食品安全高级计划协调员，日内瓦

协同创新
什么是“协同创新”？如何利用它来催化新技术的发展，产生
社会影响？
发言人：

14.25 – 14.45

叶淑敏（Audrey Yap）女士，国际许可贸易工作
者协会（LESI）前任主席兼董事会成员、山黛丽
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新加坡

奥尔加·斯帕西奇（Olga Spasić）女士

当天会议回顾和总结
发言人： 白光清先生，国知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兼专利文献部
部长，中国

15.00

第二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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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三
主持人：

安德鲁·柴可夫斯基先生

第三天的主要议题：

国家 T ISC 网络的管理和支持
产权组织和国家 TISC 网络提供的资源和服务如何能促进国家
TISC 项目的管理，并推动 TISC 网络之间进一步交流经验和最
佳做法？

所有时间均为 UTC+1 小时
12.00 – 12.20

主旨发言 3

全球 T ISC 审查和支持的最新情况
关于产权组织 TISC 项目近期发展和活动的最新情况
发言人：

12.20 – 12.40

主题 8

T I SC 项目和绩效管理（TPPM）平台
介绍产权组织用于规划和学习 TISC 项目的新平台
发言人：

12.40 – 13.00

主题 9

主题 1 0

小组和圆桌会
议

利安·韦尔鲍黑德（Lien Verbauwhede）女士，
产权组织知识产权和创新生态系统部门，创新者
知识产权部技术转让科顾问，日内瓦

获取和使用中国专利数据
用于处理中国专利数据的资源和工具概述
发言人：

13.20 – 14.45

穆萨迪克·侯赛因（Mussadiq Hussain）先生，产
权组织知识产权和创新生态系统部门，创新者知识
产权部技术信息科科长，日内瓦

高校和公共研究机构的知识产权政策
产权组织为制定机构知识产权政策提供的资源和服务概述
发言人：

13.00 – 13.20

安德鲁·柴可夫斯基先生

冯宪萍女士，国知局公共服务司处长，中国

国家 T ISC 网络与国际 TISC 网络
就 TISC 如何与 TISC、技术供应商和技术消费者建立有效的国
家和国际网络交流经验看法
主持人：

亚历克斯·里歇尔（Alex Riechel）先生，产权
组织知识产权和创新生态系统部门，创新者知识
产权部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发展科科长，日内瓦

小组发言人：国家 TISC 网络的代表
阙东平女士，国知局公共服务司副司长，中国
刘建志先生，青岛市知识产权事务中心（TISC）
主任，中国青岛
格列布·沙拉格（Gleb Sharag）先生，俄罗斯技
术与创新支持中心协会执行主任兼会长，俄罗斯
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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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丁·布哈鲁阿阿（Noureddine
Boukharouaa）先生，摩洛哥工商产权局
（OMPIC）TISC 国家协调员，摩洛哥
阿德里安·萨布兰（Adrian Sablan）先生，菲律
宾知识产权局（IPOPHL）创新技术支持办公室
（ITSO）网络项目经理，菲律宾
路易斯·安东尼奥·席尔瓦·鲁维奥（Luis
Antonio Silva Rubio）先生，工业、贸易和旅游
部工商监管局 TISC 协调员，哥伦比亚

14.45 – 15.00

闭幕式
闭幕致辞：
马尔科·阿莱曼先生，产权组织知识产权和生态系统部门助理总干事，日内瓦
甘绍宁先生，国知局副局长，中国

15.00

第三天和会议结束

[文件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