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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常设委员会
第二十一届会议
2014 年 11 月 3 日至 7 日，日内瓦

专利顾问意见保密性研讨会
秘书处编拟的文件

1.

根据专利法常设委员会(SCP)第二十届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将在 SCP 第二十一届会议期间就专利

顾问意见的保密性以及客户和专利顾问的实际经验召开一次为期半天的研讨会。
2.

研讨会将于 2014 年 11 月 5 日 15 点至 18 点举行，包括下列四个部分：
(1)

秘书处介绍

用时：10 分钟
(2)

专利顾问的观点
Steven Garland 先生，史莫特·毕格/裴德斯顿哈知识产权事务所，加拿大
Pravin Anand 先生，Anand and Anand 律师事务所，印度
Jeffery Lewis 先生，Patterson Belknap Webb & Tyler 律师事务所，美利坚合众国
Wouter Pors 先生，Bird & Bird 律师事务所，荷兰

用时：90 分钟(含问答)
[茶歇时间：15 分钟]

SCP/21/INF/3 Rev.
第2页

(3)

客户的观点
Hans Blöchle 先生，迅达集团全球知识产权负责人，瑞士
Manisha A. DESAI 女士，礼来公司副总专利顾问，印第安纳波利斯

用时：45 分钟(含问答)
(4)

成员国的观点

用时：20 分钟
3.

发言人的履历如下：

Steven Garland
Steven Garland 有着超过 20 年的各类知识产权诉讼经验，涉猎的领域包括专利、商标、版权、
工业品外观设计、商业秘密和竞争法问题。Steven 作为律师曾在加拿大最高法院、联邦法院、联邦上
诉法院，以及安大略省、新斯科舍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审判和/或上诉法院出庭。
Steven 被《加拿大基准》评为加拿大 2013 年年度商标诉讼律师。他作为律师近期胜诉的一些案
件闻名遐迩，这些案件包括：(i)加拿大万宝路诉飞利浦·莫里斯(2012 年 FCA 201)：被《知识产权管
理》评为 2013 年年度加拿大商标里程碑案件；(ii)亚马逊诉专利局局长(2011 年 FCA 328)：被《知识
产权管理》评为 2012 年年度加拿大专利案件；以及，(iii)亚马逊诉专利局局长(2010 年 FC 1011)：
被《LEXPERT 杂志》评为 2010 年年度加拿大商业案件。
Steven 是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AIPPI) 加拿大集团的前任会长，亦是加拿大知识产权协会
(IPIC)的前任会长。他也在渥太华大学法学院任兼职教授，教授专利法。Steven 无论在加拿大还是在
国际上经常就知识产权问题发表文章和演说。

Pravin Anand
Pravin Anand 是 Anand and Anand 的一个执行合伙人，从事的领域是知识产权、诉讼和争议解决。
Pravin 于 1979 年完成了在新德里的法律学习，之后一直担任知识产权律师。他曾在一些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知识产权案件中担任律师，这些案件涉及第一个安东皮勒令(HMV 案)；第一个玛瑞瓦禁令
(飞利浦案)；第一个 Norwich Pharmacal 令(好莱坞香烟案)；艺术家的精神权利(Amarnath Sehgal
案)；基层农村创新者志愿工作奖(国家创新基金奖 – 印度政府)；《海牙公约》第一令(阿斯利康案)；
以及，一些针对诺华、辉瑞和罗氏等医药客户的著名案件。
Pravin 是两卷霍尔斯伯里印度知识产权法的合著者之一，并在诸多领先的知识产权法学期刊和国
际法律杂志担任编委。他作为一名思想领袖在各种论坛上做了大量的演说，这些论坛包括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WIPO)、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AIPPI)、国际商标协会(INTA)、国际许可贸易工作者协会
(LES)、国际律师协会(IBA)、亚太法律协会(LAW ASIA)和联合国数字世界中的最不发达国家会议。
Anand 先生近期获得的著名奖项和荣誉包括：Best of the Best(《法律媒体集团专家指南》)；IAM
Patents 1000 金奖(2014 年)，律师类；WTR 1000 金奖(2014 年)，律师类；Chambers and Partners
“强烈推荐的优秀知识产权律师”(2014 年)；‘优秀知识产权个人’ – Legal 500(2014 年)；2014
年被 Asialaw Leading Lawyers 评为著名知识产权诉讼律师；以及，第一个获得‘AIPPI 优秀奖’的
印度法律执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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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rey I.D. Lewis
Jeffrey I.D. Lewis 是纽约市 Patterson Belknap Webb & Tyler 律师事务所(www.pbwt.com)的
一个合伙人，着重专利诉讼，既代表原告也代表被告，还专注于给予咨询、提供专门意见与进行和解。
他也是美国知识产权法律协会(AIPLA)和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美国国家集团(AIPPI-US)的前任会长。
Lewis 先生是一名专利律师，在康涅狄格大学取得了化学工程工学学士学位，以优异成绩从本杰明 N.
卡多佐法学院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并自 1999 年以来一直在该校任兼职教授。他也是美国联邦巡回上
诉法院 Marion T. Bennett（美国知识产权法教育基金会的一个受托人）的一名 Alexander 司法研究
员，在数个案件中在美国最高法院代表 AIPLA 法庭之友出庭，目前活跃在众多专业组织和民间组织中。
《钱伯斯美国》对 Lewis 先生的描述是“在法庭上轻松自如、彬彬有礼、表现出色”。他也得到了
Super Lawyers 和 The International Who's Who of Life Sciences Lawyers 等诸多出版物的认可。
《欧洲货币机构投资者基准》将 Lewis 先生列为知识产权的“国内之星”、上诉工作的“美国联邦巡
回 之 星 ” 和 纽 约 的 “ 诉 讼 之 星 ” 。 Lewis 先 生 经 常 就 专 利 和 专 利 诉 讼 问 题 发 表 文 章 和 演 说 。
jidlewis@pbwt.com

Hans Blöchle
Hans Blöchle 是迅达集团全球知识产权负责人，负责世界第二大升降机及扶手电梯供应商的所有
知识产权事务。
他拥有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工艺工程硕士学位，1990 年获得了欧洲专利律师资格，自《瑞士专利
律师法》在 2011 年开始实行以来一直在瑞士任专利律师。他的职业生涯始于 1985 年，当时任斯图加
特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的企业专利部专利专业人员。自 1995 年起，他负责全球的所有知识产权事务，
其中包括迅达集团的诉讼。迅达集团在其恪尽职守的领导下，在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巴西、
中国和美国的 30 多起法律诉讼中胜诉。在一项特殊任务中，他被指派在一个跨国专利冲突中为迅达辩
护，对方是一家大型的美国竞争企业。此外，他也参与了数家专业协会的活动，在制定《瑞士专利律
师法》方面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迅达是一家家族企业，在世界各地拥有五万名员工，所处行业竞争
激烈，竞争对手有五个全球企业和众多的开展当地业务的中小企业。迅达在 100 多个国家拥有对各类
建筑物和海洋船舶中的电梯的知识产权。

Manisha A. Desai
Manisha A. Desai 是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副总专利顾问，自 1999 年加入礼来公司的专
利部以来，一直从事全球的专利购买和执法工作。她目前管理在美国以及拉丁美洲、俄罗斯、中东和
南亚等多个新兴市场的专利诉讼。
在从事法律工作之前，Manisha 在大学和企业背景下进行了近十年的生物化学和神经科学研究。
她获得了印第安纳布卢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法学院的法律学位；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药理
学博士学位；以及，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的杜克大学的化学和俄文学士学位。
Manisha 目前借调日内瓦国际药品制造商协会联合会兼职工作。

Wouter Pors
Wouter Pors 是 Bird & Bird 事务所合伙人，是海牙知识产权部的部长。他的侧重点是专利诉讼，
这也帮助他与新技术保持接触。他办理大量专利争议，从机械问题到软件和商业方法专利再到生物技
术争议，既包括国内客户也包括国际客户。此外，Wouter 也参与众多商标和版权诉讼事务，包括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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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和欧洲各法院的案件。近年来，数据库保护和商业秘密已成为 Wouter 业务中的重要部分，他
已办理了多起有关诉讼，并参加了有关欧洲新商业秘密制度的多次专家会议。
Wouter 是 AIPPI 荷兰分会的秘书。他也是单一专利和统一专利法院有关问题的专家，这种新专利
制度将于 2015 年实行。他在 Bird & Bird 以及 AIPPI、EPLAW 和 EPLIT 中均为此开展工作。
在学习法律之前，他学习了数年建筑。1989 年成为律师前，Wouter 在蒂尔堡大学担任研究员。

[文件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