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P/34/INF/2 REV. 
原文：英文 

日期：2022 年 9 月 20 日 

专利法常设委员会 

第三十四届会议 

2022 年 9月 26日至 30 日，日内瓦 

经修订的附加说明的议程草案和建议时间表 

秘书处编拟的文件 

1. 本信息文件载有将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至 30 日以混合形式在日内瓦举行的专利法常设委员会

（SCP）第三十四届会议附加说明的议程草案和建议时间表。委员会每天的会议时间为日内瓦时间（中

欧时间）上午 9:00至下午 1:00，和下午 3:00至 6:00。 

2. 本文件是应成员国要求，为方便所有与会者编拟的。本文件附件一载有附加说明的议程草案，

该草案是根据 2021 年 12 月 6 日至 9 日举行的 SCP 第三十三届会议通过的未来工作编拟的（见文件

SCP/33/5第 24段）。 

3. 附件二列出了 SCP第三十四届会议的指示性临时时间表。考虑到讨论的进展情况和各代表团在会

议期间表明的意向，主席可酌情提议对议程项目的讨论时间进行变更。 

[后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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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的议程草案 

1. 会议开幕 

产权组织总干事（或其代表）将宣布会议开幕并致欢迎辞。 

2. 通过议程 

见文件 SCP/34/1 Prov.2。 

3. 关于国际专利制度的报告：国家/地区专利法的某些方面 

 见文件 SCP/34/2。 

本文件提供了 SCP 电子论坛网站上有关更新的状态。电子论坛网站上载有涉及国家/地区专利法

某些方面的信息。成员国和地区专利局可以交流关于国家、地区专利法各个方面的信息，例如

可专利性要求和相关事项，以及限制与例外。 

4. 专利权的例外与限制 

见文件 SCP/34/3。 

本文件载有关于专利权用尽例外的参考文件草案。它涵盖了此种例外的目的和目标，此种例外

的国际法律框架，以及地区文书和国家法律中关于此种例外的规定，包括法院案例。此外，本

文件阐明了成员国在根据国内法实施此种例外时面临的挑战以及实施此种例外的结果。本文件

的附录汇编了国家和地区立法中与专利权用尽例外有关的法律规定。 

其他相关文件：SCP/14/7和 SCP/19/6。 

5. 专利质量，包括异议制度 

 见文件 SCP/34/4和 SCP/34/5。 

文件 SCP/34/4 中载有一项在 SCP 第三十三届会议期间（2021 年 12 月 6 日至 9 日），于 2021

年 12月 7日举行的关于使用人工智能审查专利申请交流会的研究报告。 

文件 SCP/34/5 中载有文件 SCP/31/8 Rev.中提出的关于公开充分性问题的进一步研究。该文件

构成了进一步研究的第一部分，涵盖下述方面的充分公开问题：（i）涉及微生物等生物材料的

发明；以及（ii）使用人工智能进行的发明和包含对人工智能使用的发明。将向 SCP 第三十五届

会议提交一份关于不可预见的技术领域（例如化学和生物技术）中实验性发明的充分公开问题

以及任何其他值得特别关注的领域的研究报告。 

− 交流会：使用人工智能进行的发明和人工智能进行的发明的可专利性。 

国家和地区专利局将分享在使用人工智能进行的发明和人工智能进行的发明的可专

利性方面的经验和信息。 

− 交流会：知识产权局专利快速审查机制。 

国家和地区专利局将分享在知识产权局专利快速审查机制方面的经验和信息。 

其他相关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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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Rev.和 SCP/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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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专利与卫生 

见文件 SCP/34/6。 

本文件载有关于专利和获取医疗产品与保健技术的已有研究回顾报告的更新稿。它延长了回顾

期，涵盖 2019 年至 2021年的期间。本文件是根据文件 SCP/28/9 Rev.中规定的范围编写的，包

括了由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产权组织）和/或世界贸易组织（世贸

组织）、其他相关政府间组织以及这些组织委托的外部研究人员编写的研究报告，也包括了经

同行审评的学术研究。 

− 可让公众访问的药品和疫苗专利状态信息数据库倡议：最新情况。 

委员会将根据文件 SCP/28/10 Rev.，继续就可让公众访问的药品和疫苗专利状态信

息数据库的倡议听取最新情况。 

− 世卫组织、产权组织和世贸组织介绍与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和专利有关的三方

合作。 

世卫组织、产权组织和世贸组织的代表将介绍与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和专利有关

的三方合作活动。 

− 世卫组织介绍 C-TAP倡议。 

世卫组织的代表将介绍其 2019冠状病毒病技术获取池（C-TAP）倡议。 

− MPP介绍其许可活动。 

药品专利池（MPP）的代表将就其许可活动做演示报告。 

其他相关文件：SCP/16/7和 7 Corr.、SCP/17/11、SCP/24/4、SCP/28/9 Rev.和 10 Rev.。 

7. 客户及其专利顾问之间通信的保密性 

− 交流会：客户及其专利顾问之间通信保密性的跨境方面。 

秘书处将举办一次信息交流会，重点是客户及其专利顾问之间通信保密性的跨境

方面。 

8. 技术转让 

见文件 SCP/34/7。 

本文件载有加拿大代表团提交的关于就标准必要专利主题开展信息交流的提案。请委员会成员

对该提案进行审议。 

− 交流会：专利制度在促进各国创新、技术转让和工业发展方面的积极贡献以及其中

的挑战。 

将举办一次信息交流会，通过各利益攸关方介绍具体案例，如依靠知识产权战略有

效利用专利和技术信息并按照双方商定的条件实现有效技术转让或传播的创新型公

司，来强调专利制度在促进各国创新、技术转让和工业发展方面的积极贡献以及其

中的挑战。 

9. 未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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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主席总结 

11. 会议闭幕 

[后接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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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常设委员会（SCP）第三十四届会议（2022年 9月 26日至 30日） 

暂定时间表 

 星期一 

（2022 年 9 月 26 日） 

星期二 

（2022 年 9 月 27 日） 

星期三 

（2022 年 9 月 28 日） 

星期四 

（2022 年 9 月 29 日） 

星期五 

（2022 年 9 月 30 日） 

上午会议 

10：00 

- 

13：00 

（欧洲中部

时间） 

1. 会议开幕 

2. 通过议程（SCP/34/1 Prov.） 

一般性发言 

3. 关于国际专利制度的报告

（SCP/34/2） 

4. 专利权的例外与限制 

- 一般性发言 

- 关于专利权用尽例外的参考文件

草案（SCP/34/3） 

5. 专利质量，包括异

议制度（继续） 

- 关于公开充分性问

题的进一步研究

（SCP/34/5） 

- 交流会：知识产权

局专利快速审查机

制 

6. 专利与卫生（继续） 

- 世卫组织、产权组织和

世贸组织介绍与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和专

利有关的三方合作 

- 世卫组织介绍 C-TAP 倡

议 

- MPP 介绍其许可活动 

- 可让公众访问的药品和

疫苗专利状态信息数据

库倡议：最新情况 

8. 技术转让 

- 交流会：专利制度在促

进各国创新、技术转让

和工业发展方面的积极

贡献以及其中的挑战 

- 一般性发言 

- 加拿大代表团的提案

（SCP/34/7） 

9. 未来工作（继续） 

下午会议 

15：00 

- 

18：00 

（欧洲中部

时间） 

4. 专利权的例外与限制（继续） 

5. 专利质量，包括异议制度 

- 一般性发言 

- 关于使用人工智能审查专利申请

交流会的研究报告（SCP/34/4） 

- 交流会：使用人工智能进行的发

明和人工智能进行的发明的可专

利性 

5. 专利质量，包括异

议制度（继续） 

6. 专利与卫生 

- 一般性发言 

- 文件 SCP/31/5（已

有研究的回顾报

告）的更新稿

（SCP/34/6） 

6. 专利与卫生（继续） 

7. 客户及其专利顾问之间

通信的保密性 

- 一般性发言 

- 交流会：客户及其专利

顾问之间通信保密性的

跨境方面 

9. 未来工作 10. 主席总结 

11. 会议闭幕 

[附件二和文件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