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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塔·阿夫科帕什维利（MARGALITA AVKOPASHVILI） 

 

玛格丽塔·阿夫科帕什维利是格鲁吉亚克维莫州博尔尼西市兄弟酒窖（Brotherscellar）的公共关系

和销售经理。 

自从于兄弟酒窖任职以来，她曾在新闻和办公室管理领域担任各种职务。她曾在 Imedi 电视台担任文

化记者，并曾在可口可乐南方集团有限公司担任办公室经理。 

阿夫科帕什维利女士是博尔尼西的第一位女酿酒师。她完成了安娜-戈达布雷泽葡萄酒学校（Winemo）

的品酒课程。 

德利娅·贝尔丘（DELI A BELCIU） 

 

欧洲共同体商标协会（ECTA）数据委员会主席德利娅·贝尔丘是罗马尼亚律师、罗马尼亚和欧洲商标

和外观设计律师，以及捷克仲裁法院 UDPR 小组成员。贝尔丘女士目前还是 ECTA 监事会成员，过去她

曾担任 ECTA互联网委员会主席一职。 

国际名录 WTR 1000在 2015、2016、2017、2018、2019 和 2020 年将贝尔丘女士列为“商标专业人士领

袖（银级）”，并在 2019 和 2020 年将其列为金级，《管理知识产权》在 2014、2015、2016、2017、

2018、2019、2020 年推举德利娅为“知识产权之星”。 

贝尔丘女士常就包括地理标志和域名在内的知识产权事务发表演讲和文章。她还在法国巴黎第一大学

下属的法兰西-罗马尼亚欧洲研究法律学院为硕士生讲授欧洲和国际知识产权法。 

她目前是欧洲互联网域名注册处（EURid）的战略委员会和董事会成员，也是欧盟知识产权局商标和外

观设计教育项目的讲师和考试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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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雷妮·卡尔博利（IRENE CALBOLI） 

 

伊雷妮·卡尔博利（Irene Calboli）是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法学院教授、日内瓦大学法学院学术研究

员、新跃社科大学客座教授、墨尔本法学院高级研究员，以及皇家法律经济大学（柬埔寨）杰出研

究员。 

卡尔博利女士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商标、地理标志以及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之间的交叉领域。 

卡尔博利女士是《玛丽王后知识产权杂志》、《知识产权法律与实践杂志》（牛津）和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产权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专题讨论会论文集的编委会成员。作为美国法学会的当

选会员和新加坡法学会的准会员，卡尔博利女士目前是国际法协会（新加坡分会）的理事会成员、知

识产权法协会欧洲政策委员会成员，以及国际商标协会立法和法规委员会成员。她还是美国法学院联

合会（AALS）艺术法部门的前任主席，并且目前在 AALS 艺术法和比较法部门执行委员会任职。卡尔博

利女士曾在北美、欧洲和亚洲的若干所大学担任访问职务，目前是富布赖特专家学者（2017 年至 2020

年）。 

卡尔博利女士毕业于博洛尼亚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并曾担任欧洲联盟

法院首席大法官 Mancini办公室的实习生。 

卡尔博利女士著有《贸易、发展与文化交汇处的地理标志》（剑桥大学出版社，2017 年，与 Ng-

LoyW.L 合著）；《深度探究知识产权：比较法律与政策分析》（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 年，与

S.Ghosh 合著）；《非传统商标的保护：批判性观点》（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 年，与 M.Senftleben

合著）；和《剑桥国际和比较商标法手册》（剑桥大学出版社，将于 2020年出版，与 Janec.Ginsburg

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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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埃伦·卡尔斯（SUELEN CARLS） 

 

苏埃伦·卡尔斯是巴西人，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创新与竞争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她是巴西马里利

亚大学（Unimar）的客座教授，负责指导硕士和博士生。 

她还是产权组织学院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与地理标志高级课程以及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体系远程学

习专业课程的导师。 

除此之外，卡尔斯女士还参与了若干志愿活动。她是 2014 年成立的圣卡塔琳娜州“地理标志发展合作

网络”的创始成员，也是圣卡塔琳娜州地理标志讲习班的学术协调员，该年度活动于 2012 年首次

举办。 

卡尔斯女士是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的法学博士（研究阶段在牛津大学进行）。她拥有法学学士学位，

并在布卢梅瑙地区大学获得了区域发展硕士学位。 

坦吉·舍韦（TANGUY CHEVER） 

 

坦吉·舍韦是 AND International 的合伙人兼高级顾问。他的专长是农产品和海产品部门的经济研究

和公共政策评估。 

舍韦先生曾管理并参与了一些关于地理标志的欧盟级别重要研究。2020 年，他为欧盟委员会领导了最

新一次地理标志法规的欧盟评估，同时还是关于地理标志经济价值的各项欧盟级别研究的管理团队成

员。在过去的 12 年中，他开展过各种研究，特别是在葡萄酒、乳制品、水果和蔬菜领域的研究，因此

对法国的地理标志十分了解。 

这一背景也使舍韦先生十分了解欧盟地理标志的社会和经济影响以及各部门和地区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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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费伊（FRANCIS FAY） 

 

弗朗西斯·费伊先生是欧盟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发展总局地理标志处处长。费伊先生在地理标志政策、

农业标准和增值计划方面拥有 20 多年经验，曾参与多项欧盟地理标志政策改革。 

费伊先生曾从事国际农业贸易工作，曾带领该处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建立联系，包括与农业

发展政策相关的联络和与粮农组织之间的关系。他参与了经济伙伴协定（农业部分）的谈判，并促进

了世界各地诸多伙伴国家的地理标志发展。在此之前，费伊先生是负责与美国和加拿大进行农业贸易

谈判的官员，特别是就葡萄酒和烈性饮料贸易进行谈判。 

他在都柏林圣三一大学获得了法学学位。 

 

希瑟·福里斯特（HEATHER FORREST） 

 

希瑟·福里斯特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高级研究员（兼职），也是一些世界领先品牌的互联网域

名顾问。 

她是《国际法和域名系统中的地理名称保护》（Wolters Kluwer，第二版，2017 年）的作者，该文以

其在瑞士伯尔尼大学的博士论文为基础。论文获得了专为法学博士论文设立的“Walther Hug Preis

奖”。 

2007 至 2008 年，福里斯特女士担任 ICANN 通用顶级域政策制定机构通用名称支持组织（GNSO）的主

席。她代表 GNSO 在一个 ICANN 研究小组和一个关于国家和地区名称的跨机构群体工作组中担任领导职

务。目前，她在 ICANN 领导知识产权社群的工作，自 2019 年 12月起担任该社群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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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德拉·格拉齐奥利（ALEXANDRA GRAZIOLI） 

 

亚历山德拉·格拉齐奥利现任产权组织品牌和外观设计部门里斯本注册部主任。她所负责的领域涉及

里斯本体系的管理、发展和推广，以及地理标志相关项目的开发和实施。自 2014 年在产权组织任职以

来，她先后担任过高级顾问和总干事办公室主任。 

在加入产权组织之前，拉齐奥利女士在瑞士联邦知识产权局先是担任商标审查员，之后担任高级法律

顾问，负责协调产权组织相关事务和关于地理标志的谈判。最后，她在瑞士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担任负责知识产权问题的参赞。作为瑞士代表团的代表和团长，她参与了涉及

知识产权所有领域以及产权组织和世贸组织关于治理和预算问题的若干会议和谈判（TRIPS 和多哈回

合谈判）。 

 

因坦·哈姆丹-利夫拉门托（INTAN HAMDAN-LIVRAMENTO） 

 

因坦·哈姆丹-利夫拉门托是瑞士日内瓦产权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领导的经济学与数据分析部的创新经济

科经济干事。她负责开展和监督科内与创新经济学和知识产权相关的工作，并且是《世界知识产权》

自 2011年首次出版以来的四位共同作者之一。 

她在创新经济学和国际贸易方面拥有超过 15 年经验。她曾发表关于知识产权、创新和欠发达经济体的

交叉领域问题的文章。加入产权组织之前，她曾供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 

哈姆丹-利夫拉门托女士在洛桑联邦理工学院获得创新经济学博士学位。她还拥有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

院的国际经济学文凭（DEA），以及瑞士伯尔尼世界贸易研究所的国际法和经济学硕士学位。她在美国

华盛顿州沃拉沃拉的惠特曼学院获得经济学本科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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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纳尔·伊斯梅尔（MANAL ISMAIL） 

 

马纳尔·伊斯梅尔是埃及国家电信管理局（NTRA）互联网政策部门的首席专家。她在互联网发展和相

关公共政策领域拥有 25 年工作经验，参与了埃及建设信息社会的国家计划，并且是最先将互联网引入

埃及的团队成员之一。她代表埃及在 ICANN 政府咨询委员会（GAC）工作了超过 15 年，并曾两度担任

副主席。她目前是 GAC 主席和 GAC与 ICANN董事会的联络人。 

伊斯梅尔女士是全球互联网社区的积极成员。她参加了互联网和司法管辖政策网络以及互联网治理论

坛（IGF）。她是互联网协会埃及分会（ISOC-EG）和非洲区域互联网注册中心（AfriNIC）的创始成

员，曾任 NETmundial 多利益攸关方执行委员会成员，并曾参与制定教科文组织互联网治理词汇

（IGG）。她是 IANA（互联网数字分配机构）管理过渡协调小组（ICG）的成员，该小组致力于将 IANA

的监督权由美国政府过渡至全球多利益攸关方社区。她还曾担任 ICANN 首个问责制与透明度审查小组

（ATRT1）的副主席，并助力阿拉伯文脚本社区的工作，直至埃及的阿拉伯文 ccTLD 成功授权和启用。 

伊斯梅尔女士拥有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和埃及开罗大学工程系的电子

和通信工程学士学位。 

帕普-塔希鲁·卡努特（PAPE-TAHIROU KANOUTÉ） 

 

帕普-塔希鲁·卡努特自 2012年起担任塞内加尔 ETDS（经济领土和发展服务）创始人和执行董事。 

帕普-塔希鲁·卡努特是一名农业工程师，专门研究农业和食品部门的组织和质量。他同时也是经济学

家和研究人员，主要关注区域经济和治理。15 年来，他从事区域治理和社会经济发展相关工作，主要

集中在西非特别是塞内加尔的地理标志。作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产权组织）的国际专家，他领导和参与了多项研究和磋商，包括一项关于制定非洲联盟地理标志

战略的研究。 

他领导的工作还包括确定和评估在加强商标和地理标志的进程中可包括的产品。这些产品包括卡萨芒

斯蜂蜜（2011年）、玫瑰湖盐（2016年）、曼贾克编织布（2016年）和卡萨芒斯之果（塞内加尔萨巴

木果）（2019 年）。他目前正在粮农组织和产权组织的支持下，协调将“卡萨芒斯之果”注册为地理

标志的项目。 

他是负责筹建塞内加尔国家地理标志委员会的地理标志工作组成员和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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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悦（LI YUE） 

 

李悦是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知识产权保护司地理标志和官方标志保护处的顾问。他也是国家

知识产权局的政府律师。 

他具有广泛的教育背景，涵盖食品科学、质量控制、行政和法律。 

自 2005 年以来，李悦先生一直在中国从事地理标志保护工作。他在地理标志规范的技术审查方面拥有

丰富经验，并曾参与若干关于地理标志的双边谈判。 

 

雷托·迈利（RETO MEILI） 

 

雷托·迈利是瑞士联邦知识产权局国际合作司项目协调员，拥有国际发展合作背景。 

迈利先生目前的职责是负责瑞士与其伙伴国家之间知识产权双边技术合作项目的规划、实施以及监测

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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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兹尔·莫伊尔（HAZEL MOIR） 

 

黑兹尔·莫伊尔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兼职副教授，自 2014 年起从事关于地理标志的实证

研究工作。她的工作成果包括欧盟资助的让-莫奈基金项目“了解地理标志”（2017 年 3 月至 2019 年

3 月）以及在《世界贸易杂志》（51（6），2017 年 12 月）、《农业经济学研究》（120（3），2018

年 12 月）和《可持续性》（12（22），2020 年 11月）上发表的文章。 

莫伊尔博士是一位经济学家（剑桥大学，1966-69 年），具有政策分析和发展方面的经验。她在澳大

利亚公共服务部门的高级职位上工作了 20年，主要负责工业和贸易事务。 

她目前在地理标志方面的工作重点，是澳大利亚奶酪制造商相较意大利奶酪制造商的定居密度问题。

这使她能够对以下问题展开实证探究，即在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集体权利是否是最合适的地理标志

形式。 

她拥有布朗大学（人口学，1975 年）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公共政策，2010 年）的博士学位，以及帕

多瓦大学的欧洲人权硕士学位（2001年）。她出生于苏格兰，于 1979年移居澳大利亚。除了曾求学于

美国之外，莫伊尔博士还曾在新西兰、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法国工作。 

 

皮拉尔·蒙特罗（PILAR MONTERO） 

 

皮拉尔·蒙特罗是阿利坎特大学商法系教授、知识产权和竞争法专家。她是阿利坎特大学知识产权与

数字创新硕士项目主任，也是阿利坎特“地理标志国际研讨会”的联合主任。她是阿利坎特商法地理

标志小组的成员，并且担任阿利坎特大学“植物育种和质量显著标志专业文凭”的组织工作。 

她是欧盟委员会在线平台经济观察站专家组成员，也是欧盟知识产权局观察站法律专家组成员，负责

与在线侵权有关的立法措施。蒙特罗女士在欧洲议会和一些国家、欧洲和国际机构中担任知识产权

专家。 

蒙特罗女士在知识产权、竞争和数字化领域著有书籍和文章。她在该领域的最新贡献包括《原产地名

称和地理标志》（Denominaciones de Origen e Indicaciones Geográficas）一书（2016 年）和以下

文章：《非农产品的质量显著标志》（Signos distintivos de calidad para productos no agrí

colas）（2018）、《集体商标的新法律制度》（El nuevo regimen de las marcas colectivas）

（2019年）、《竞争法的数字化挑战》（Desafíos de la digitalización para el derecho d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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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encia）（2019年）、《数字平台与反不正当竞争》（Plataformas digitales y competencia 

desleal）（2020年），以及《在欧盟数字市场建立地理标志核心统一法律制度》（2021年）。 

 

肖娜·莫里斯（SHAWNA MORRIS） 

 

肖娜·莫里斯是食品通用名联合会的高级主管。她与该联合会的国际会员共同致力于倡导保护所有人

使用食品通用名的权利。 

她还担任全国牛奶生产者联合会和美国乳品出口委员会的贸易政策副主席。在该职位上，她致力于为

全国牛奶生产者联合会和美国乳品出口委员会成员在与国际贸易和相关政府政策有关的事项上取得尽

可能好的结果。这包括美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在国际贸易和合作论坛中工作，解决双边贸易壁垒，

以及对国会和政府官员进行关于美国乳业优先事项的教育。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她担任国际乳品

联合会美国国家委员会的主席。 

此外，莫里斯女士还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行业技术咨询委员会的私营部门顾问，负责处理知识产

权问题，如与地理标志有关的问题。 

 

亚历山大·帕拉·培尼亚（ALEXANDER PARRA PEÑA） 

 

自 2003 年起，亚历山大·帕拉·培尼亚任哥伦比亚手工艺协会律师。他是负责实施哥伦比亚手工艺品

知识产权的项目协调员。 

帕拉·培尼亚先生曾参加过 InterGI 在瑞士举办的原产地名称培训课程和西班牙瓦伦西亚理工大学的

团结部门公共支持网络培训课程。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国家和国际活动，就适用于手工业的知识产权问

题发表演讲。 

在其职业生涯中，帕拉·培尼亚先生曾担任国家法律办公室专业人员和教育及社会项目助理。 

他拥有安第斯大学的知识产权硕士学位，并曾在哥伦比亚埃斯特纳多大学攻读工业产权、版权和新技

术专业并进行国际合作和项目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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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立德·拉海尔（KHALID RAHEL） 

 

哈立德·拉海尔是摩洛哥王国旅游、手工业、航空运输和社会经济部质量、研究和发展司司长。他是

一名矿业工程师。 

20 多年来，他一直是摩洛哥整体质量方针和国家工艺品战略的推动力量。他所领导的团队成功建立了

60 多个注册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并监督了工艺品产业 2,000 多个生产单位的认证工作。他还推动了

工艺品地理标志的引入，使摩洛哥颁布了关于工艺品显著标志的法律。 

拉海尔先生还领导了许多与创新和遗产保护有关的项目，包括作为教科文组织项目专家为马格里布地

区的手工艺品创建卓越标志。 

米兰达·利桑·阿尤·帕拉尔（MIRANDA RISANG AYU PALAR） 

 

米兰达·利桑·阿尤·帕拉尔是巴查查兰大学法律系知识产权监管与应用研究中心负责人。她的主要

兴趣领域是社区知识产权，特别是地理标志，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文化表现形式的保护，以及作者

权利、相关权和地理标志权利所有人的集体管理组织。 

利桑·阿尤·帕拉尔女士是印度尼西亚建立首个知识产权研究生项目的关键人物之一，该项目通过巴

查查兰大学、印度尼西亚大学和产权组织学院之间的三方合作得以实现。她还曾在日本、新加坡和泰

国从事知识产权审查，参与了许多国际研究项目，并参加了地区和多边谈判，特别是在产权组织知识

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 

米兰达在西爪哇省文化大会、外交部、环境和林业部、司法和人权部、工业部以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参议院任职，起草关于知识产权的新法律，实施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条例和远程教育模块。 

她曾担任印度尼西亚商标上诉委员会副主席（2011-2014 年）、全国作者权利及相关权集体管理组织

专员（2015-2018年）。她目前担任人类发展与文化协调部的专家（2020-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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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罗德里格斯（JOHN RODRIGUEZ） 

 

约翰·罗德里格斯（John Rodriguez）是美国专利商标局（美国专商局）政策和国际事务办公室

（OPIA）商标组的律师。 

他专注于多个地区的商标和地理标志事务，尤其侧重于西半球。他还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若干

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任期初始，罗德里格斯先生在美国专商局担任商标审查律师，根据《兰哈姆法》、《商标程序规则》

和《商标审查程序手册》审查提交注册的商标申请。 

 

 

 

马克西米利亚诺·圣克鲁斯（MAXIMILIANO SANTA CRUZ） 

 

马克西米利亚诺·圣克鲁斯是圣克鲁斯知识产权律所的创始人，该公司提供关于知识产权战略设计、

创新和技术转让的咨询服务。他也是法律 500 强企业 Aninat Abogados的高级顾问。 

他从国家工业产权局（INAPI）即智利知识产权局 2009 年成立以来至 2018 年 10 月，一直担任该局局

长。INAPI 曾三次被选为智利最佳政府机构，还曾被选为全球第二大最具创新性的知识产权局（《世

界商标评论》杂志）。他带领 INAPI 成为 PCT 国际专利机构集团成员，并且是最先进的拉美十五局一

体化倡议 PROSUR的创始人。 

圣克鲁斯先生曾两度担任产权组织专利常设委员会和 PCT 工作组的主席。他还参与了智利若干贸易协

定中知识产权章节的谈判，例如与欧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韩国、太平洋四国以及与美国

的协定。 

他是美洲开发银行、欧洲联盟知识产权局、世界银行和产权组织的顾问。圣克鲁斯先生经常发表关于

知识产权问题的文章，并在卡托利卡大学、智利大学和菲尼斯特雷大学教授知识产权。他从 2011 年到

2020 年担任药品专利池专家顾问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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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陶布曼（ANTHONY TAUBMAN） 

 

安东尼·陶布曼现任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和竞争司司长。 

2002年至 2009年，他担任产权组织全球知识产权问题司司长（包括传统知识司和生命科学计划）。他

于 2001 年离开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DFAT），就此结束外交生涯，加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成立的

澳大利亚农业知识产权中心，从事国际知识产权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98年至 2001年，陶布曼先生

任 DFAT 国际知识产权处处长。他曾在多所大学担任研究生教学工作，包括在墨尔本大学、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和昆士兰科技大学进行课程设计和教学，并对许多国家的其他教育和培训项目作出了诸多

贡献。 

20世纪 80年代，陶布曼先生在墨尔本作为注册专利律师私人执业，从事专利、商标和外观设计法方面

的业务。2008年，由于在 TRIPS和公共政策问题上的工作，他被授予洛克菲勒基金会驻 Bellagio中心

研究金。 

迪尔克·特罗斯基（DIRK TROSKIE） 

 

迪尔克·特罗斯基博士是南非西开普省农业部商业规划和战略处处长。他最初是一名农民，在加入南

非公务员队伍之前，已转而从事讲学工作。 

他目前的职责是向省农业部长、省农业部和所在部门提供有关战略事项的建议和信息。为此，他对具

有战略意义的事项进行研究，提出意见，并对意见所产生的影响和结果进行评估。 

就研究角度而言，特罗伊斯基博士对价值观、文化、质量、地理和农业（即地理标志）之间的相互作

用、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发展农业经济、在当地现实背景下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以及反应迅速和负责任

的政府十分感兴趣。他曾是非洲农业经济学家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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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西莫·维托里（MASSIMO VITTORI） 

 

马西莫·维托里是国际地理标志网络组织（oriGIn）常务董事，负责该组织的战略规划和总体管理。 

马西莫先前在国际贸易中心（ITC）（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的技术援助机构）担任法律顾问，负责知

识产权、贸易法协调、中小型企业联络示范和替代性商业争议解决机制领域内的若干项目。马西莫还

曾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工作，致力于通过监管改革，改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 

马西莫在获得国际关系学士学位后，又取得了日内瓦国际与发展问题研究院的国际法硕士学位和都灵

大学的知识产权法学硕士学位。 

马西莫定期就地理标志、商标和贸易相关问题在欧洲多所大学举办研讨会。 

[文件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