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32/7
原 文：英文
日 期 ： 2020 年 12 月 10 日

专利法常设委员会
第 三十二届会议
2020 年 12 月 7 日至 10 日，日内瓦

主席总结

议程第 1 项：会议开幕
1.

专利法常设委员会（SCP）第三十二届会议由总干事邓鸿森先生宣布开幕，他对与会 者表 示欢

迎。专利法司司长马尔科·阿莱曼先生担任秘书。
议程第 2 项：选举主席和两名副主席
2.

SCP 一致选举莱奥波尔多·贝尔达·索里亚诺先生（西班牙）担任主席，选举塔尼亚拉兹德

瓦·曼宏博先生（津巴布韦）担任第一副主席，任期一年。在主席主持讨论后，弗朗西斯科·阿 斯图
迪略·戈麦斯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当选为第二副主席，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不参与该 协商
一致决定。
议程第 3 项：通过议程
3.

SCP 通过了经修订的议程草案（文件 SCP/32/1 Prov.2），在议程第 6 项下“其他相关文件”

中，把文件 SCP/31/8 替换为 SCP/31/8 Rev.。
议程第 4 项：关于国际专利制度的报告
4.

讨论依据文件 SCP/32/2 进行。

5.

几个代表团向委员会分享了其国家/地区专利法近期发展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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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CP 同意，关于国家/ 地区专利法某些方面的信息[http://www.wipo.int/scp/en/annex_ii.

html]将根据从成员国收到的意见进行更新。
议程第 5 项：专利权的例外与限制
7.

讨论依据文件 SCP/14/7、SCP/19/6 和 SCP/32/3 进行。

8.

委员会讨论了关于在先使用例外的参考文件草案（SCP/32/3）。根据代表们收到的 意见 ，秘书

处将就提及国家法律的问题发布一份更正。委员会继续讨论了与专利权的例外与限制有关的各项
议题。
议程第 6 项：专利质量，包括异议制度
9.

讨 论 依 据 文 件 SCP/17/7 、 8 和 10 、 SCP/18/9 、SCP/19/4 、 SCP/20/11 Rev. 、 SCP/23/4 、

SCP/24/3、SCP/28/8、SCP/30/9、SCP/31/3 和 8 及 SCP/32/4 进行。
10.

委员会继续讨论一项关于专利授予过程质量方面各种做法的研究报告（文件 SCP/31/3）。

11.

秘书处提交了 SCP 第三十一届会议期间举行的使用人工智能审查专利申请交流会的报 告（文件

SCP/32/4）。报告中还载有关于产权组织使用人工智能作为专利局工具相关技术援助活动的信息 。委
员会注意到该报告。根据从与会代表收到的意见，秘书处将发布一份更正。
12.

此外，举行了关于人工智能相关可专利性议题的交流会。

13.

委员会继续讨论与该议程项目有关的各项议题和成员国的提案，包括巴西代表团和 西班 牙代表

团的提案（文件 SCP/31/8 Rev.）。其他一些代表团就专利质量，包括异议制度提出了供委员会 开展
的其他活动建议。
议程第 7 项：专利与卫生
14.

讨论依据文件 SCP/16/7 和 7 Corr. 、SCP/17/11、SCP/24/4、SCP/28/9 Rev. 和 10 Rev. 及

SCP/31/5 进行。
15.

举行了关于保健技术专利许可条款类型相关挑战和机遇的成员国交流会。

16.

委员会继续讨论一项关于 专利 和获 取医 疗产 品与 保健 技术 的已 有研 究的 回顾 报 告 （ 文 件

SCP/31/5），该文件已根据第三十一届会议的决定以委员会六种正式语言提供。
17.

此外，国家/地区专利局应邀分享了其与 MedsPaL 等可让公众访问的药品和疫苗专利状态信息数

据库倡议合作的相关信息。加拿大卫生部的代表介绍了加拿大卫生部专利登记簿数据库。
18.

委员会继续进一步讨论了成员国提案中所反映的各个方面。一些代表团就专利与卫 生提 出了供

委员会开展的其他活动建议。
议程第 8 项：客户及其专利顾问之间通信的保密性
19.

秘书处提交了 SCP 第三十一届会议期间举行的执业者和成员国关于客户及其专利顾问之间通信保

密性近期发展和经验交流会的报告。委员会注意到该报告。
20.

此外，委员会继续讨论了客户及其专利顾问之间通信保密性方面的近期发展和经验 以及 成员国

的任何建议/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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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一些代表团提出了供委员会在该议程项目下开展的活动建议。另一些代表团建议把 该议 题留给

国内法。
议程第 9 项：技术转让
22.

讨论依据文件 SCP/32/6 进行。

23.

举行了关于为有效技术转让、包括公开充分性作出过贡献的专利法条款和做法的 成 员 国 交

流会。
24.

委员会还讨论了文件 SCP/32/6，秘书处在文件中继续汇总关于此种专利法条款和做法的信息。

25. 一些代表团提出了供委员会在该议程项目下开展的活动建议。另一些代表团说，SCP 中对该议题
的讨论应避免与 CDIP 重复劳动。
议程第 10 项：未来工作
26.

委员会决定，其未来工作如下：
•

秘书处将在 SCP 电子论坛上公布 SCP 成员和观察员提交的与 SCP/32 有关的书面声明。

•

非详尽议题清单将保持开放，在 SCP 下届会议上进一步完善和讨论。

•

在不损害 SCP 任务规定的前提下，委员会商定，下届会议上的工作将限于事实调查，现阶

段不引向统一，工作内容如下：
专利权的例外与限制
•

文件 SCP/32/3 将保持开放，供委员会在下届会议上讨论。

专利质量，包括异议制度
•

委员会将继续讨论文件 SCP/31/3。

•

将在 SCP 第三十三届会议上继续讨论经修订的关于公开充分性问题进一步研究的提
案（文件 SCP/31/8 Rev.）。

•

秘书处将在 SCP 第三十三届会议上举办一次关于使用人工智能审查专利申请的经验
与信息交流会。

专利与卫生
•

委员会将根据文件 SCP/28/10 Rev.，在 SCP 第三十三届会议上就有关可让公众访问
的药品和疫苗专利状态信息数据库的倡议继续听取其代表介绍的最新情况。

•

委员会将继续讨论文件 SCP/31/5，以便分享从秘书处对专利和获取医疗产品与保健
技术的已有研究回顾中得出的关于知识状况的考虑和结论，并将审议各代 表团关于
延长文件 SCP/31/5 回顾期的建议。

客户及其专利顾问之间通信的保密性
•

委员会将继续讨论客户及其专利顾问之间通信保密性方面的近期发展和经 验以及成
员国的任何建议/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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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让
•

委员会将继续讨论文件 SCP/32/6。

27.

秘书处向 SCP 通报，第三十三届会议将在日内瓦举行，会期将适时通知。

28.

SCP 注意到，本文件是根据主席的职责而进行的总结，正式记录将载于会议报告。 委员 会注意

到，根据产权组织成员国大会第五十九届系列会议简要报告（A/59/13）第 32 段，SCP 第三十一届和第
三十二届会议的逐字报告将被全自动的英文语音转文本记录所取代，记录与视频录像同步，并自 动译
为其他五种联合国语言。据此，本届会议的报告将以该形式提供。为帮助改进自动化语音转 文 本技
术，请各代表团向秘书处提供实质性的更正，最好在委员会下届会议之前四周提出。
29.

SCP 注意到本主席总结的内容。

[文件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