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WG/DEV-SYS/4/2 
原文：英文 

日期：2022 年 4 月 14 日 

里斯本体系发展问题工作组 

第四届系列会议 
2022年 6月 14日至 16日，日内瓦 

《原产地名称保护及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与 
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里斯本协定日内瓦文本 
共同实施细则》拟议修正案 

秘书处编拟的文件 

一、导 言 

1. 本文件提出了《原产地名称保护及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与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里斯本协定日

内瓦文本共同实施细则》（下称《共同实施细则》）的修正案。 

2. 具体而言，这些提案涉及对《共同实施细则》第九条第一款（驳回）和第十五条第一款（变

更）的修正。此外，对于不符合依《共同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三款或第四款所发通知的要求，或者依

《日内瓦文本》第七条第四款所作声明的要求（由《共同实施细则》规管）的，还提议修正相关程序

（建议修正第五条第三款、第五条第四款、第六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三款、第七条第四款、第八条第

一款、第九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款，建议引入新的第七条之三）。 

3. 《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里斯本协定日内瓦文本》（下称《日内瓦文本》）的生效，使人们认

识到有必要考虑对《共同实施细则》进行修正，以简化和优化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国际注册里斯本

体系（下称里斯本体系）的程序，同时目的也是为了给里斯本体系的用户提供更高的清晰度。 

4. 拟议的修正案转录于本文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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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拟议的修正案 

(A) 驳回（拟修正第九条第一款） 

5. 采用《共同实施细则》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是为了实施一个共同标准，方便主管机构和

有关第三方识别驳回期限的开始日，从而提供更大的法律确定性。 

6. 在这方面，在“关于原产地名称保护及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与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里斯本协

定日内瓦文本共同实施细则草案的说明”中，关于第九条的说明提供了进一步解释（文件

LI/WG/PCR/2/3 Rev.第 6 页）。另参见“制定里斯本协定和里斯本协定日内瓦文本共同实施细则工作

组第一届会议报告”（文件 LI/WG/PCR/1/6）第 55段中转录的发言。 

7. 对《共同实施细则》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提出修正的原因，是为了纠正目前措辞的第九条

第一款中仍然存在的模糊之处。目的是澄清第（三）项引入的一般原则适用于根据第（二）项收到的

所有驳回，而且第（二）项应与第（三）项一起阅读，而不是单独阅读。 

(B) 变更（拟修正第十五条第一款） 

8. 《共同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一款列出了可以在国际注册簿上登记的变更。目前，《共同实施

细则》第十五条第一款下提到受益方变更的有两项： 

− 第十五条第一款第 1目涉及增加或减少一个或多个受益方； 

− 第十五条第一款第 2 目涉及受益各方或日内瓦文本第五条第二款第 2 目所述的自然人或法

律实体的名称或地址变更。 

这两类变更之间的区别往往是里斯本体系用户出错的根源。 

9. 为了简化向国际局提交变更登记请求的程序，现建议修改第十五条第一款，将第十五条第一款

下的第 1目和第 2目合并为一个第 1目。 

(C) 不符合依《共同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三款或第四款所发通知的要求，或者依《日内瓦文本》第

七条第四款所作声明的要求（拟修正第五条第三款、第五条第四款、第六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三款、

第七条第四款、第八条第一款、第九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款，拟新增第七条之三） 

10. 目前，《共同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不规范涉及依《共同实施细则》第五

条第三款或第四款所发通知的要求，或者涉及依《日内瓦文本》第七条第四款所作声明的要求的，如

果国际局在不规范纠正通知中指出的三个月期限内未收到对不规范的补正，应视为在发出通知或作出

声明的缔约方放弃国际注册产生的保护。 

11. 《共同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一款第（四）项不仅比照适用于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国际注册申

请，还适用于《里斯本协定》缔约方带着《里斯本协定》下有效的国际注册批准或加入《日内瓦文

件》的情况（见《共同实施细则》第七条第四款第（四）项），以及在《日内瓦文本》缔约方批准或

加入《日内瓦文本》、对《日内瓦文本》下有效的国际注册依《共同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三款或第四

款发出通知或依《日内瓦文本》第七条第四款作出声明的情况。 

12. 随着里斯本体系在成员和国际注册量方面的发展，鉴于主管机构做到符合依《共同实施细则》

第五条第三款或第四款所发通知的要求，或者依《日内瓦文本》第七条第四款所作声明的要求的时限

很短，《共同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一款第（四）项下的放弃有很高概率会急剧增加。这不仅会导致国

际注册簿中登记事项数量大增，还会导致国际局发出的通知数量以及主管机构随后的处理量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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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因此，建议修正《共同实施细则》，规定缔约方已根据《共同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三款或第四

款发出通知，或者根据《日内瓦文本》第七条第四款作出声明的，在注册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满足

《共同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三款或第四款或《日内瓦文本》第七条第四款下的补充要求之日前，国际

注册在该缔约方没有效力。有关信息将在国际注册簿上登记，并根据细则第十九条予以公布。这将有

些类似于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体系中已经存在的机制，该机制也称为“国际注册后期指定”（见《商

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书实施细则》第 24条）。 

14. 《共同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三款和第四款、第六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三款和第四款、第八条第

一款、第九条第一款和第十六条第二款的拟议修正，以及拟新增的第七条之三，将简化里斯本体系的

程序，使该体系更加方便用户。有了拟议的修正，主管机构与已注册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的受益方

将能够决定何时申请将其国际注册收到的保护延伸至已作出上文第 13 段所述通知或声明的缔约方，而

不是在这些新缔约方加入时承担上满足这些要求的义务，以防止放弃机制根据现行规定自动发挥作用

（见《共同实施细则》第十六条第二款，结合第十五条第一款第 6目）。 

三、生效日期 

15. 建议工作组向里斯本联盟大会建议，拟议修正案于 2023年 1月 1日生效。 

16. 请工作组： 

(i) 审议本文件中的提案并发表

评论意见； 

(ii) 建议里斯本联盟大会按本文

件附件中所提出的内容，或者以

经修正的形式，通过《原产地名

称保护及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与

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里斯本协

定日内瓦文本共同实施细则》的

部分或全部拟议修正案，2023年 1

月 1日生效。 

[后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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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原产地名称保护及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与 

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里斯本协定日内瓦文本共同实施细则》拟议修正案 

原产地名称保护及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与 

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里斯本协定日内瓦文本 

共同实施细则 

于 2023 年 1月 1日 2021年 12月 8日生效 

［……］ 

第二章 

申请和国际注册 

第五条 对申请的要求 

［……］ 

三、［适用日内瓦文本的申请——有关质量、声誉或特征的资料］ 

［……］ 

（三）除日内瓦文本第六条第五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况外，申请不符合缔约方依第（一）项通

知的要求的，在不违反第六条的情况下，国际注册的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应视为后果是在该缔约方

不具效力放弃保护。 

四、［适用日内瓦文本的申请——签字和（或）使用意向］ 

［……］ 

（三）除日内瓦文本第六条第五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况外，适用日内瓦文本的申请未依第（一）

项签字的，或者未附具第（二）项所指声明的，在不违反第六条的情况下，国际注册的原产地名称或

地理标志应视为后果是在依据第（一）项和第（二）项发出通知、要求此种签字或声明的缔约方不具

效力放弃保护。 

［……］ 

第六条 不规范的申请 

一、［申请的审查和不规范的补正］ 

［……］ 

（四）不规范涉及依第五条第三款或第四款所发通知的要求，或者涉及依日内瓦文本第七条第四

款所作声明的要求，如果国际局在第（一）项所述的三个月期限内未收到对不规范的补正，国际注册

产生的保护应视为在发出通知或作出声明的缔约方不具效力放弃国际注册产生的保护，但日内瓦文本

第六条第五款第（二）项所述的情况除外。国际局应将有关信息在国际注册簿上登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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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在国际注册簿中登记 

［……］ 

三、［注册证和通知］ 

（一）国际局应： 

［……］ 

2．将国际注册通知每一缔约方的主管机构，但第六条第一款第（四）项所述的情况除外。 

（二）对于第六条第一款第（四）项所述的情况，在满足依第五条第三款或第四款所发通知或者

依日内瓦文本第七条第四款所作声明的要求，并且缴纳第八条第一款第 2 目规定的费用后，国际局应

将国际注册通知依第五条第三款或第四款发出通知，或者依日内瓦文本第七条第四款作出声明的缔约

方的主管机构。 

四、［日内瓦文本第二十九条第四款和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实施］ 

（一）参加 1967 年文本的国家批准或加入日内瓦文本时，第五条第二款至第四款应比照适用于依

据 1967 年文本对该国有效的国际注册或原产地名称。国际局应比照第三条第一款和第五条第二款至第

四款的要求，与有关主管机构核实所需的任何变更，以依据日内瓦文本对这些国际注册或原产地名称

进行注册，并将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国际注册通知参加日内瓦文本的所有其他缔约方，但第六条第一款

第（四）项所述的情况除外。视情况，变更应缴纳第八条第一款第 2目或第 3目规定的费用。 

［……］ 

第七条之三 依据第七条第三款第（二）项通知的国际注册的效力日期 

对于第七条第三款第（二）项所述的情况，在依第五条第三款或第四款发出通知，或者依日内瓦

文本第七条第四款作出声明的缔约方，已注册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应从国际局收到第五条第三款或

第四款或者日内瓦文本第七条第四款要求的已注册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补充要素之日起受保护，但

日内瓦文本第六条第五款第（二）项所述的情况除外。 

第八条 费 用 

一、［费用数额］国际局应收取下列费用，费用应以瑞士法郎支付： 

［……］ 

2．国际注册后或加入日内瓦文本后满足第五条第三款或第四款或者日内瓦文本第七条第

四款要求的费用
3
–500 

32．国际注册每次变更费
3
–500 

                                                
3
  国际注册提及的地理区域位于联合国制定的名单上的一个最不发达国家的，费用减为规定数额的 50%（四舍五入

为最近的整数）。这种情况下：， 

– 提及位于一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原产地理区域的国际注册费为 500 瑞士法郎；， 

– 国际注册后或加入日内瓦文本后满足第五条第三款或第四款或者日内瓦文本第七条第四款要求的费用为 250 瑞

士法郎； 

– 提及位于一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原产地理区域的国际注册的每次变更费为 250 瑞士法郎。 

这些减费将在《日内瓦文本》生效三年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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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国际注册簿摘录提供费–150 

 54．提供关于国际注册簿内容的证明或任何其他书面资料的费用–100 

65．第二款所述的单独费。 

［……］ 

第三章 

驳回及有关国际注册的其他行动 

第九条 驳 回 

一、［通知国际局］ 

［……］ 

（二）驳回通知应于收到 1967 年文本第五条第二款或日内瓦文本第六条第四款或者第七条第三款

第（二）项规定的国际注册通知起一年内作出。对于日内瓦文本第二十九条第四款所述的情况，该时

限可以再延长一年。 

（三）除非第（一）项所述的主管机构有相反证明，第（二）项所述的国际注册通知应视为已由

主管机构在通知上写明的日期之后 20 日收到。 

［……］ 

第十五条 变 更 

一、［允许的变更］下列变更可以在国际注册簿上登记： 

1．增加或减少一个或多个受益方的受益各方变更；，或者 

2．受益各方或日内瓦文本第五条第二款第 2目所述的自然人或法律实体的名称或地址变更； 

23．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所用于产品的生产地理区域或原产地理区域范围变更； 

34．与第五条第二款第（一）项第 7 目所述立法或行政规章、司法或行政裁决或注册有关的变

更； 

45．不影响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所用于产品的生产地理区域或原产地理区域的、与原产缔约方

有关的变更； 

56．第十六条规定的变更。 

［……］ 

第十六条 放弃保护 

［……］ 

二、［撤回放弃］ 

（一）任何放弃，包括第六条第一款第（四）项所述的放弃，可以随时全部或部分由原产缔约方

的主管机构撤回，对于日内瓦文本第五条第三款所述的情况，由受益各方或日内瓦文本第五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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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目所述的自然人或法律实体或原产缔约方的主管机构撤回，但须缴纳变更费，对于第六条第一款

第（四）项所述的放弃，还须对不规范进行补正。 

（二）除日内瓦文本第六条第五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况外，对于第一款所述的放弃，在放弃对

其有效的每一缔约方，已注册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应从国际局收到撤回放弃之日以下日期起受保

护： 

1．对于第一款所述的放弃，从国际局收到撤回放弃之日起； 

2．对于第六条第一款第（四）项所述的放弃，从国际局收到不规范补正之日起。 

［……］ 

[附件和文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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