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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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届会议 

2012 年 2 月 14 日至 22 日，日内瓦 
 
 
 
关于落实提案集 C各项活动的报告(“关于共同商定的公平公正分享利益的条件中 

知识产权问题的选项”) 
 
秘书处编拟的文件 
 
 
 
 
1. 在 2011 年 7 月 18 日至 22 日举行的第十九届会议上，结合文件WIPO/GRTKF/IC/19/7(“关于知

识产权与遗传资源的未来工作的选项”)，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委员会

(“委员会”)“要求秘书处完成并根据需要定期更新提案集C (“关于共同商定的公平公正分享利益的

条件中知识产权问题的选项”)中所提及的各项活动，并向委员会各届会议提供有关信息”。1 

2. 根据上述决定，本文件附件中纳入一份关于落实提案集 C 各项活动的报告。 

3. 请委员会注意本文件及其附件。 

 
 
[后接附件]

                                                 
1  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报告草案(WIPO/GRTKF/IC/19/12 Pr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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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件回顾了提案集 C 中的所有选项(关于共同商定的公平公正分享利益的条件中知识产权问题

的选项)，并提供了有关背景信息，介绍了迄今为止秘书处在此方面所开展的活动。 

C.1 共同商定的获取和分享利益(ABS)条件中的知识产权条款网上数据库 

考虑各种选项，扩大共同商定的获取和公平分享利益条件中的知识产权条款网上数据库的使

用、范围和易用性。网上数据库的内容可以增加更易查阅的公布形式，例如 CD-ROM，以扩大可

用范围，方便所有相关利益攸关者使用。 

2. 在 2001 年 4 月召开的第一届会议上，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委员会

(“委员会”)对制定“遗传资源的获取和分享利益合同协议的契约做法、指导方针以及知识产权示范

条款”表示支持，“同时考虑了不同利益攸关者、不同遗传资源、以及遗传资源政策不同部门范围内

不同转让的特殊性质和需求”。2 

3. 在 2001 年 12 月召开的第二届会议上，委员会以现有合同协议为依据审议了文件

WIPO/GRTKF/IC/2/3(“有关遗传资源获取和分享利益合同协议的知识产权条款操作原则”) 中所包含

的知识产权(IP)条款操作原则。3 委员会提议WIPO秘书处就实际合同协议问题开展一次系统调查，其

中可能包括视情况向委员会成员和其他利益攸关者发出一份调查问卷。4 有一个代表团建议将调查问

卷的结果编入一个遗传资源(GR)获取和分享利益 5 的知识产权合同条款数据库之中，该数据库还应提

供知识产权合同条款所适用的法律环境方面的信息。6 委员会进一步建议将数据库与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的信息交流机制相链接，以 大限度扩大此工具的效能和易用性，从而也可能有益于能力建

设。7 该提案得到了若干代表团的支持。8 因此，会议一致同意，“秘书处将首先编拟拟议的电子数

据库可据以开发的结构，并提交委员会下届会议讨论。只有在该结构得到批准后，秘书处才可开始收

集、整理相关数据”。9 

 
2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1/13(“报告”)，第 128 段；WIPO/GRTKF/IC/1/3(“涉及知识产权和遗传资源、传

统知识和民间艺术问题——概览”)第 35 至 41 段，议程项目 5.1 之下的任务 A.1。 

3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2/3(有关遗传资源获取和分享利益合同协议的知识产权条款操作原则)，附件二列有

文件中所涉及的 16 个合同协议的清单。 
4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2/3 (有关遗传资源获取和分享利益合同协议的知识产权条款操作原则)，第 133 段。 
5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2/12 (有关汇编遗传资源获取和分享利益合同条款及文件的提案 )和文件

WIPO/GRTKF/IC/2/16 (报告)，第 68 段。 
6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2/16(报告)，第 68 段。 
7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2/12 (有关汇编遗传资源获取和分享利益合同条款及文件的提案)，附件第 6 段；文

件 WIPO/GRTKF/IC/2/16(报告)，第 68 段。 
8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2/12 (有关汇编遗传资源获取和分享利益合同条款及文件的提案)，第 71、73、74、

75、76、77 和 83 段。 
9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2/16 (报告)，第 10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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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2002 年 6 月召开的第三届会议上，委员会成员被邀请就秘书处提议的电子数据库结构发表意

见 (文件WIPO/GRTKF/IC/3/3 和WIPO/GRTKF/IC/3/4)。委员会对所提议的数据库结构和调查问卷的分

发均给予了大力支持。 10 为此，委员会决定建立知识产权、获取遗传资源和分享利益合同作法数据

库。 

5. 秘书处按照这项决定向成员国和广大利益攸关者分送了一份调查问卷，以获得相关合同和许可

协议。同时，秘书处也建立了一个试验数据库，纳入了问卷答复。11 

6. 在 2002 年 12 月召开的第四届会议上，秘书处就文件WIPO/GRTKF/IC/4/10 所涉及的调查问卷和

建立数据库问题通报了情况。委员会同意“延长调查问卷(WIPO/GRTKF/IC/Q.2)分发和答复的拟议时

间”，[……，以及]同意进一步开发合同数据库，作为一种永久免费提供的知识产权、获取遗传资源

和分享利益的资源”。12 

7. 在 2003 年 7 月召开的第五届会议上，秘书处就合同数据库升级到操作性更完备、更全面的版本

这一问题通报了情况(文件WIPO/GRTKF/IC/5/9)。请成员国批准合同数据库的维护和更新，将其作为

一种永久免费提供的知识产权、获取遗传资源和分享利益问题的合同资源，并鼓励为该数据库提供具

有更广泛基础的实际经验合同。13 委员会注意到了文件WIPO/GRTKF/IC/5/9，并将这一问题的审议工

作推迟至将来某一日期进行。14 

8. 在 2005 年 6 月召开的第八届会议上,为了提供委员会曾就遗传资源和知识产权所举办的活动以及

相关论坛所开展的工作方面的一般信息，编拟了文件WIPO/GRTKF/IC/8/9。本附件涵盖了“在这项工

作中所确定的三组实质问题，即关于下列的技术性事项：(a) 遗传资源的防御性保护；(b) 专利申请中

对提出权利要求的发明所用遗传资源相关信息的公开要求；以及(c) 为公平公正分享使用遗传资源所

产生的利益而共同商定的条件中的知识产权问题。”15 文件还纳入了就可能部分解决上文所述实质问

题的可能活动而考虑的各种选项。选项C.1 内容为：“网上数据库的内容可以增加更易查阅的公布形

式，例如CD-ROM，以扩大可用范围，方便所有相关利益攸关者使用。”16 

 
10  参见文件 WIPO/GRTKG/IC/3/17(报告)，第 59 至 61 段。 
11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4/10(有关知识产权、遗传资源获取和分享利益的契约做法和条款的电子数据库报

告)，第 1 段。 
12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4/15 (报告)，第 166 段。 
13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5/9 (有关遗传资源获取和分享利益的契约做法和条款)，第 57(ii)段 
14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5/15 (报告)，第 121 段。 
15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8/9 (委员会有关遗传资源的工作概览)，第 2 段。 
16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8/9 (委员会有关遗传资源的工作概览)，第 5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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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 2006 年 11 月第十届会议上，委员会要求秘书处编拟一份文件列出继续进行工作或进一步开

展工作的各种选项，包括在获取和分享利益合同中知识产权问题领域开展的工作，供 2007 年 7 月第十

一届会议审议。17 

10. 文件WIPO/GRTKF/IC/11/8(a) (“遗传资源：选项清单”) 确定了继续进行或进一步开展知识产权

和遗传资源方面的工作的各种选项。文件正文中的选项 9 内容为：“考虑各种选项，扩大共同商定的获

取和公平分享利益条件中的知识产权条款网上数据库的使用、范围和易用性”。其附件中“关于知识产

权与共同商定的公平公正分享利益的条件的可能活动选项”之下的选项C.1 内容为：“网上数据库的内

容可以增加公布更易于查阅的方式，例如CD-ROM，以扩大可用范围方便所有相关利益攸关者使

用。”18 在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上，成员国讨论了这些选项。19 

11. 文件WIPO/GRTKF/IC/11/8(a)被重新印发，作为第十二届(2008 年 2 月)和第十三届(2008 年 10 月)
委员会会议的文件WIPO/GRTKF/IC/12/8(a)和文件WIPO/GRTKF/IC/13/8(a)。成员国在委员会第十二届

会议上对这些选项进行了讨论。20 

12. 文件WIPO/GRTKF/IC/11/8(a)修订稿被作为文件WIPO/GRTKF/IC/16/6 Prov.编写和发布。21 其附

件中的选项C.1 内容为：共同商定的获取和分享利益条件中的知识产权条款网上数据库］考虑各种选

项，扩大共同商定的获取和公平分享利益条件中的知识产权条款网上数据库的使用、范围和易用性。

网上数据库的内容可以增加公布更易查阅的公布形式，例如CD-ROM，以扩大可用范围方便所有相关

利益攸关者使用。 

13. 在 2010 年 5 月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上，一个代表团建议秘书处更新共同商定(MAT)的获取和分

享利益条件(ABS)中的知识产权条款网上数据库。 22  在交换意见后 23，委员会要求秘书处更新当前

WIPO网站上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获取遗传资源和分享利益协议在线数据库，并以信息文件的形式向

委员会下一届会议报告这种更新情况。”24 

14. 根据这一决定，秘书处拟定了调查问卷WIPO/GRTKF/IC/Q.6 (“关于知识产权、获取遗传资源及

分享利益方面的契约做法及合同条款的调查问卷”)，其目的是为更新工作提供便利。对原调查问卷

 
17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10/7 Prov. 2(报告)，第 255 段。 
18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11/8(A) (遗传资源：选项清单)，第 3 段。 

19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11/15 (报告)，第 513、520、522 和 539 段。 

20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12/9，第 231 和 237 段。 

21   2010 年 1 月 22 日编拟印发了工作文件 WIPO/GRTKF/IC/11/8(a)的修订稿 WIPO/GRTKF/16/6 Prov.，并邀请委

员会参与者在 2010 年 2 月 28 日之前提出对该修订稿的书面评论。文件 WIPO/GRTKF/IC/16/6 是工作文件

WIPO/GRTKF/IC/16/6 Prov.的修订稿，反映了根据上述邀请进行的闭会期间书面评论过程中收到的关于该文件

的书面评论。 
22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16/8 Prov. 2 (报告草案)，第 227 段。 
23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16/8 Prov. 2 (报告草案)，第 232、234、235 和 242 段。 
24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16/8 Prov. 2 (报告草案)，第 253 段。 



WIPO/GRTKF/IC/20/INF/14 
附件第 4 页 

 
 

WIPO/GRTKF/IC/Q.2 的结构和内容未作实质性修改。调查问卷尤其侧重于涉及知识产权合同的条款和

规定。25 

15. 如文件WIPO/GRTKF/IC/17/INF/11(“关于WIPO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获取和分享利益协议在线数

据库 新情况的说明”)所示，所收到的信息已被用于更新现有的WIPO数据库。该数据库目前在WIPO
网站上在线运行，并在CBD信息交换所机制(“CHM”)网站上设有超级链接。所收到的信息也有利于提

供实际经验和文件WIPO/GRTKF/IC/17/INF/12 的进一步条款样本(“遗传资源：关于获取和公平分享利

益问题的知识产权指导方针草案：更新版”)，这也是委员会在第十六届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如若作出

进 一 步 答 复 ， 仍 可 在 以 下 网 址 索 取 调 查 问 卷 ： http ： //www.wipo.int/tk/en/databases/ 
contracts/index.html。26 成员国在 2011 年 2 月第三届闭会期间工作组(IWG3)会议以及 2011 年 5 月委

员会第十八届会议和 2011 年 7 月第十九届会议上讨论了这一选项。27 

                                                

C.2 合同做法指导方针草案 

根据现有的和网上数据库中收入的新增信息，考虑就文件 WIPO/GRTKF/IC/7/9 附件中所载、在

信息文件 WIPO/GRTKF/IC/17/INF/12 中更新的合同做法指导方针草案进行利益攸关者磋商和进

一步加以完善的各种选项。 

16. 在 2001 年 4 月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上,代表们提议“为了向这些过程和论坛提供务实的知识产权方

面的帮助，政府间委员会可考虑制定遗传资源的获取和分享利益合同协议的‘契约做法’、指导方针

以及知识产权示范条款表示支持，同时考虑了不同利益攸关者、不同遗传资源、以及遗传资源政策不

同部门范围内不同转让的特殊性质和需求”。28 这一点已获得支持。若干代表团对这一提案予以了高

度重视。29 

17. 文件WIPO/GRTKF/IC/2/3 (“有关遗传资源获取和分享利益合同协议的知识产权条款操作原则”) 
确定并提供了一套用于制定合同指导做法的原则草案供审议。30 该文件还提议分两个阶段来制定合同

 
25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17/INF/11 (关于 WIPO 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获取和分享利益协议在线数据库 新情

况的说明)，第 14 段。 
26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17/INF/11 (关于 WIPO 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获取和分享利益协议在线数据库 新情

况的说明)，第 19 段。 
27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18/10 (报告)，第 95 段；文件 WIPO/GRTKF/IC/18/11 (报告)，第 344、350 和 352

段；文件 WIPO/GRTKF/IC/19/12 Prov. (报告)，第 405、406 和 407 段。 
28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1/3 (涉及知识产权和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艺术问题——概览)，第 41 段。 
29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1/13 (报告)，第 128 段。 
30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2/3 (有关遗传资源获取和分享利益合同协议的知识产权条款操作原则)，第 123 至

129 段：“可能的原则 1：示范 IP 条款中列出的与 IP 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应当承认、促进和保护一切形式的以

被转让遗传资源为基础或者与被转让遗传资源有关的人类正式和非正式创造与创新。可能的原则 2：合同指导做

法中列出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权利和义务，应当考虑遗传资源的部门特点和遗传资源政策目标与框架。可能的

原则 3：合同指导做法中列出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权利和义务，应当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充分、有效参与，并

应当涉及与合同谈判以及制定获取和利益分享协议知识产权条款有关的程序问题，在协议涉及传统知识时尤其

应当包括传统知识持有人。可能的原则 4：合同指导做法中列出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权利和义务，应当区分遗传

资源的不同用途，包括商业用途、非商业用途和习惯用途。” 

http://www.wipo.int/tk/en/databases/%20contract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tk/en/databases/%20contract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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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做法、指导方针，以及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分享利益知识产权示范条款，同时考虑了不同利益攸

关者、不同遗传资源、以及遗传资源政策不同部门范围内不同转让的特殊性质和需求。第一阶段，就

上述实际合同协议问题开展一次系统调查；第二阶段，“根据现有做法和条款，被[委员会成员]确认

的原则……可以适用于指导做法。”31  在 2001 年 12 月第二届会议上，委员会讨论了这些原则。32 
主席 后指出，委员会似乎已一致认同文件WIPO/GRTKF/IC/2/3 第 131 至 134 段所载的秘书处为进一

步开展工作提出的两步走的方法。33

18. 文件WIPO/GRTKF/IC/5/9 提议，在合同数据库提供的实证证据基础上，应该恢复制定指导方

针、 佳做法或其他指南，以及有关获取遗传资源和分享利益合同和使用许可的知识产权问题等方面

的工作。34 在 2003 年 7 月第五届会议上，委员会注意到了该文件，并将讨论推迟至将来的某一日期

进行。35 

19. 如文件WIPO/GRTKF/IC/6/5(“获取和分享利益合同知识产权指导方针草案”)概览所释：委员会已

经完成了委员会在其第二届会议上通过的两步走方法的第一阶段。经议定的第二阶段为，“根据现有

做法和条款，被[委员会成员]确认的原则……可以适用于指导做法”。此外，CBD缔约方会议(COP)鼓

励WIPO“加快制定可在谈判共同商定条件时纳入协议的 IP示范条款 ”。 36  据此编拟了文件

WIPO/GRTKF/IC/6/5，以推动第二阶段的工作。 

20. 文件WIPO/GRTKF/IC/6/5 建立在收集的信息和委员会前几届会议所通过和确认的原则基础之

上，以推进制定合同指导做法这项任务。秘书处以合同指导作法草案的形式应用了这些原则。 37  在

2004 年 3 月委员会第六届会议上，成员国就该文件发表了意见。38 主席指出，一些代表团表示，它们

已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该文件，要求委员会下届会议对其予以讨论，并指出人们对该事宜是否应受

到高度重视问题表示怀疑。主席建议委员会注意所作出的发言和所提出的意见，并决定请各方在 2004

年 6 月 30 日之前进一步发表评论和意见，以便向委员会下一届会议提交一份经修订的文件。39 

21. 根据这一决定，文件WIPO/GRTKF/IC/7/9 (“遗传资源：关于获取和公平分享利益问题的知识产

权指导方针草案”) 在第二届会议审议的四项原则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委员会成员确认的、用于制定

 
31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2/3 (有关遗传资源获取和分享利益合同协议的知识产权条款操作原则)，第 131 至

134 段。 
32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6/5 (遗传资源：关于获取和公平分享利益问题的知识产权指导方针草案)，第 13 至

19 段。 
33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2/16 (报告)，第 99 段。 
34  参见文件 WIPO/GRTK/IC/5/9 (知识产权、获取遗传资源及分享利益方面的契约做法及合同条款)，第 2 段。 
35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5/15 (报告)，第 121 段。 
36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6/5 (遗传资源：关于获取和公平分享利益合同的知识产权指导方针草案)，第 5 段。 

37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6/5 (遗传资源：关于获取和公平分享利益合同的知识产权指导方针草案)，第 6 段。 

38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6/14 (报告)，第 112 至 136 段。 

39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6/14 (报告)，第 138 和 13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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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性做法的原则。40 会议请委员会审查以下内容并发表意见：文件的内容、用于制定合同指导做法

的现有操作原则、提炼合同示范条款的可能性，以及附件合同指导做法草案的内容更新；以及，审议

未来工作的选择方案，包括上述文件第 40-42 段提出的选项。41 在 2004 年 11 月委员会第七届会议

上，各位成员发表了不同意见。一些代表团对文件WIPO/ GRTKF/IC/7/9 的内容提出一些意见，并表示

支持文件第 43 段提出的未来工作。42 但有几个代表团强烈反对文件第 43 段提议的未来工作，并反对

文件详细描述的合同式方法，尤其是鉴于本组织的财务困难。主席在本届会议总结说，关于委员会在

本领域进一步开展工作，未达成一致，因此建议本届会议不作决定，留待第八届会议继续讨论。43 

22. 文件WIPO/GRTKF/IC/8/9 对委员会有关遗传资源的工作予以了概述，包括其就指导方针草案所

开展的工作。在 2005 年 6 月第八届会议上，委员会注意到遗传资源议题下的这份文件和其他文件，并

“进一步注意到在这个问题上所表达的不同观点”。委员会还“请秘书处编拟一份文件列出继续进行

工作或进一步开展工作的各种选项，供第十一届会议审议，包括在下列领域的工作：……获取和利益

分享合同中的知识产权问题。”44 

23. 文件WIPO/GRTKF/IC/11/8(a) (“遗传资源：选项清单”) 确定了就知识产权和遗传资源继续进行

工作或进一步开展工作的各种选项。文件正文的选项IX内容为：“考虑与利益相关者磋商的各种方案

并考虑进一步完善文件WIPO/GRTKF/IC/7/9 附件中所载‘合同做法指导方针草案’”。文件在其附件

"关于知识产权与共同商定的公平和公正分享利益的条件的可能活动选项"之下的选项C.2 的内容为：

“委员会可能根据目前获得并收入数据库中的新增信息，考虑进一步完善文件WIPO/GRTKF/IC/7/9 附

 
40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7/9，第 10 段。 

41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7/9，第 40 至 42 段:“获取遗传资源和利益分享合同性协议的 IP 方面，一直是委员

会关于 IP 和遗传资源工作的重点之一。当前的文件基于委员会前五届会议搜集的信息及其议定或识别的原则，

目的是推进制定合同指导做法这项任务。本文件以合同指导做法草案的形式应用了这些原则。草案见本文件附

件。委员会接下来的工作可以在三个层面展开：制定操作原则；制定示范性条款，这是 CBD 缔约方会议决定所

鼓励的；以及修改和进一步完善合同指导做法草案。在第七届会议的讨论中，委员会成员可能希望就已经识别

出的操作原则作进一步评论，以进一步发展这些原则；也可以就本文件附件所载合同指导做法第一稿发表意

见。在此讨论基础上，委员会可以对修正后的操作原则进行审议，供未来进一步完善；也可以通过这些原则。

可以根据第七届会议收到的意见，以及在 2005 年 2 月 28 日之前提交秘书处的进一步评论、意见和例子，对指

导方针草案作进一步修订。指导方针可能需要符合委员会工作的整体框架，不能损害委员会整体工作成果的性

质和法律地位。比如，早些时候委员会讨论中提出的其他一些原则，在合同指导做法草案中没有涉及，因为这

些原则可能需要具体的政策决定或其他发展。例如，关于‘建立特别审判庭以裁决遗传资源获取和利益分享合

同争议’这一建议，考虑到遗传资源 IP 争议的具体性质，可以通过建立一个针对性的法庭外争议解决程序加以

部分满足。这样做可能符合亚洲集团和中国提交的提案，即‘WIPO 应当研究提供法庭外争议解决服务的可能

性，包括但不限于仲裁和调解，以专门解决与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 

42  第 43 段指出，“政府间委员会请委员会审查以下内容并发表意见：文件的内容、用于制定合同指导做法的现有

操作原则、提炼合同示范条款的可能性，以及附件合同指导做法草案的内容更新；并审议未来工作的选择方

案，包括上述文件第 40-42 段提出的选项。” 
43  参见 WIPO/GRTKF/IC/7/15 (报告)第 201 段。 

44  参见 WIPO/GRTKF/IC/10/7 Prov. 2 (报告)，第 25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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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所载的合同指导做法。”45 成员国在 2008 年 2 月和 2008 年 10 月的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委员会

会议上对这一选项进行了讨论。46  

24. 文件 WIPO/GRTKF/IC/11/8(a)修订稿被作为文件 WIPO/GRTKF/IC/16/6 编写和发布。其附件中的

选项 C.2 内容为：[合同做法指导方针草案]中建议“根据目前获得并收入网上数据库的新增信息，考

虑与利益相关者磋商的各种方案，并考虑进一步完善文件 WIPO/GRTKF/IC/7/9 附件中所载合同做法指

导方针草案”。 

25. 在 2010 年 5 月第十六届会议上，委员会请“秘书处为委员会下届会议编拟并提供文件

WIPO/GRTKF/IC/7/9 (‘遗传资源：关于获取和公平分享利益问题的知识产权指导方针草案’)的 新稿，

作为一份信息文件”。47 

26. 根据这一决定，编拟了文件WIPO/GRTKF/IC/17/INF/12 (“关于获取和公平分享利益合同的知识

产权指导方针草案：更新版”) 。更新后的指导方针草案纳入了各种实际和示范合同条款示例；示例来

自WIPO的示范合同数据库以及成员国对WIPO/GRTKF/IC/Q.2 和WIPO/GRTKF/IC/Q.6 问卷调查的回

复，说明了在获取遗传资源和利益分享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在现有协议中是如何处理的(进一步参

见上述C.1 内容)。48 

C.3 遗传资源许可做法研究 

收集信息，可以采用案例研究的形式，根据“全球公共许可”等经验和版权领域其他类似经

验，介绍遗传资源领域延伸版权领域分布式创新或开放源码概念的许可做法。 

27. 在 2004 年 3 月委员会第六届会议上，技术消费者项目(“CPTech”)的代表“提到了版权领域自由

软件运动、GNU公共许可协议，以及知识共享的例子。人们正在探索在专利领域是否可能存在一种类

似模式，以便赋予某些种类的自愿许可协议一种社会使命。”49 

28. 文件WIPO/GRTKF/IC/8/9 就可能部分解决上文所述实质问题的可能活动纳入了各种选项。选项

C.3 内容为：“收集信息，可以采用案例研究的形式，根据“全球公共许可”等经验和版权领域其他类似

经验，介绍遗传资源领域延伸版权领域分布式创新或开放源码概念的许可做法。”50 在 2005 年 6 月

 
45  参见 WIPO/GRTKF/IC/5/9 (关于知识产权、遗传资源的获得与分享利益方面的契约做法及合同条款 )；

WIPO/GRTKF/IC/6/5( 遗 传 资 源 ： 关 于 获 取 和 公 平 分 享 利 益 问 题 的 知 识 产 权 指 导 方 针 草 案 ) ； 

WIPO/GRTKF/IC/7/9 (遗传资源：关于获取和公平分享利益问题的知识产权指导方针草案)。 

46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12/9 (报告)，第 235 和 237 段；以及文件 WIPO/GRTKF/IC/13/11 (报告)，第 162

段。 

47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16/8 Prov.2 (报告)，第 252 段。 

48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17/INF/12 (关于获取和公平分享利益合同的知识产权指导方针草案：更新版)，第 2

段。 
49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6/14 (报告)，第 136 段。 
50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8/9 (委员会有关遗传资源的工作概览)，第 5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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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第八届会议上，有代表团就此发表了意见。 51  技术消费者项目(“CPTech”)的代表“解释说，

Richard Stallman等人制定的软件许可战略在保护社区知识方面形成了一种重要且有效的法律战略。该

代表建议国际局编制一份文件对上述模型进行描述，对其在保护全球软件程序员群体的利益方面取得

的成功进行总结。”52 

29. 在 2006 年 4 月委员会第九届会议上，CPTech代表递交了一份提案。该提案汲取了自由软件社区

的经验，并对有关滥用等更广泛的问题，包括有关现代生物医学的重要案件研究，均产生了影响。该

届会议报告重申，这位代表曾解释说，自由软件社区是由创建软件代码，在软件开发方面开展合作，

并也可与其他人自由共享代码的人士组成的社区。现在他们面临着代码被滥用的问题。各公司使用公

有领域的代码，对其进行更改，从而创建受版权、商业秘密和专利保护的新的商业版本。而创建原始

代码的人们反而不能使用这些新产品。自由软件社区对这一问题的反应耐人寻味，因为这是新生事

物，具有争议性，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此外，这与WIPO有关保护传统知识的讨论也极为相关。由

Richard Stallman和自由软件基金会率领的自由软件社区，以GNU通用公共许可协议(GPL)为中心，创

建了一个新的版权使用许可战略。53 这一许可协议使得所有人均有权使用GPL代码，并可用于任何目

的，包括商业目的，而无需支付任何版税。不过，作为回报，GPL代码用户需向自由软件社区提供免

费使用新产品的待遇，包括新的源代码。此外，新产品也将受到GNU通用公共许可协议的保护。GNU

通用公共许可协议的“穿透性”或“滤过性”非常重要、有效。起初，根据该代表的说法，GPL被视

为“共产主义”、反资本主义、过于严格，或不切实际而受到批评军团的攻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许多软件和计算机公司开始将GNU GPL视为一种非常有用的策略，目的是确保合作创建的知识产

品继续成为被广泛使用的资源。CPTech代表认为，GNU GPL事宜与传统知识或遗传资源相关。自由软

件社区在许多方面都与一个创建了传统知识的社区类似。区别是，软件程序员拥有一种必然的知识产

权－版权。这很容易获取(根据《伯尔尼公约》，不需经过任何手续)。程序员可以通过各种条款将其

许可他人。如果特殊权利主张对传统知识/遗传资源行使独占权，那么在人们使用这些资源时就可能会

产生寻租的机会，但是这种方法也可造成或导致对知识的垄断控制。而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的话，可

能便会产生恶劣后果。他补充说，多数发展中国家不是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的进口国，因此，他们需

要考虑既作为所有人又作为使用人的管理制度。另外，如果其他国家不承认某国的特殊制度，那么这

种制度只会对该国自己的消费者带来伤害。该提案强调了这种特殊制度的另一种不同战略。该提案指

出，有关传统知识/遗传资源的权利对未申请专利的任何传统知识/遗传资源的使用均不适用。但是，

如果利用传统知识/遗传资源进行了发明，并获得了专利，那么专利持有人便有义务获得使用传统知识

/遗传资源的许可。不过，为了避免产生垄断，并促进创新，将对专利发明和特殊权利采用一种强制性

的交叉许可。专利持有人将可确保能够获取传统知识/遗传资源，而传统知识/遗传资源持有人(或所有

者)，也必须确保能够获得专利发明的使用权。在这种交叉许可的方法下，专利发明所产生的垄断权，

与该发明所利用的传统知识/遗传资源属于公有领域的情况相比，会比较小。这是因为传统知识/遗传

资源所有者将有权与专利持有人直接竞争，如果他们选择这么做的话。此种做法欧洲曾有先例。保护

 
51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8/15 Prov. (报告)，第 170 段。 
52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8/15 Prov. (报告)，第 184 段。 

53  有关GNU通用公共许可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ttp://www.gnu.org/copyleft/gpl.html。 

http://www.gnu.org/copyleft/gp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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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发明的欧洲指令，对专利发明持有人和受植物新品种权(见第 12.1 条)保护的种子改进所有者

规定了一种强制性交叉许可。欧洲委员会通过了这一方法，因为它希望削弱两个美国专利持有人－孟

山都和杜邦，所享有的对种子的垄断权利。在随后的评估中，发现该强制性交叉许可程序能够促进创

新。在传统知识/遗传资源方面也可采用类似方法。由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要

求，传统知识/遗传资源所有者必须向专利持有人支付使用其专利发明的费用。不过，也可以规定专利

持有人需向传统知识/遗传资源所有者支付费用。这可为履行CBD有关惠益共享的义务提供一个有用的

框架。显然，如果仅在其本国应用的话，这也可使发展中国家受益，因为该国不仅可从专利持有人那

里获得特许权使用费，还有权根据强制性交叉许可使用专利发明。一种关于传统知识/遗传资源跨境共

享库的方法，可能对促进对该制度的认同特别有效。如果一个“拥有”传统知识/遗传资源的国家(社

区)愿意与其他国家(社区)共享其资源，那么传统知识/遗传资源的新的共同所有者将有动力对交叉许可

框架加以了解，因为这可向其提供获得更多专利发明的机遇。拥有传统知识/遗传资源较少的国家(社

区)加入共享库后，既可从更多获取专利发明中受益，也可从专利垄断权削弱中受益。拥有大量传统知

识/遗传资源的国家(社区)可受益于其特殊权利获得更大程度的接受，包括从加入共享库的国家(社区)

的更为广大的市场获取使用传统知识/遗传资源的报酬。54 

30. 文件WIPO/GRTKF/IC/11/8(a) (“遗传资源：选项清单”)确定了就知识产权和遗传资源继续进行工

作或进一步开展工作的各种选项。文件正文选项X的内容为：“编写案例研究，根据‘全球公共许

可’等经验和版权领域其他类似经验，介绍遗传资源领域延伸版权领域分布式创新或开放源码概念的

许可做法。”55 其附件中“关于知识产权与共同商定的公平公正分享利益的条件的可能活动选项”之下

的选项C.3 内容为：“收集信息，可以采用案例研究的形式，根据“全球公共许可”等经验和版权领

域其他类似经验，介绍遗传资源领域延伸版权领域分布式创新或开放源码概念的许可做法。”在 2008

年 2 月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上，成员国讨论了这一选项。56 

31. 文件 WIPO/GRTKF/IC/11/8(a)修订稿被作为文件 WIPO/GRTKF/IC/16/6 编写和发布。其附件中的

选项 C.3 内容为：[遗传资源许可做法研究]“收集信息，可以采用案例研究的形式，根据“全球公共

许可”等经验和版权领域其他类似经验，介绍遗传资源领域延伸版权领域分布式创新或开放源码概念

的许可做法”。 

32. 在第十六届(2010 年 5 月)、第十八届(2011 年 5 月)和第十九届(2011 年 7 月)委员会会议，以及

IWG 3(2011 年 2 月)会议上，成员国讨论了这一选项。57 

33. 在上述各届会议上，各代表团就提案表达了不同的理解和意见。一些代表团认为，应该扩展提

案，纳入所有许可做法，不仅是与版权相关的许可。一个代表团呼吁，如果开展研究的话，应澄清研

 
54  发言全文可参阅文件 WIPO/GRTKF/IC/9/14 Prov. (报告)，第 244 段。 
55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11/8 (A) (遗传资源：选项清单)，第 3 段 

56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12/9 (报告)，第 231 和 237 段 

57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16/8 Prov. (报告)，第 232、234 和 235 段；文件 WIPO/GRTKF/IC/18/10 (知识产权与

遗传资源选项：第三届闭会期间工作组会议讨论总结)，第 91、94、98 和 102 段；文件 WIPO/GRTKF/IC/18/11 

(报告)，第 344、350 和 352 段；以及文件 WIPO/GRTKF/IC/19/12 Prov. (报告)，第 405、406 和 40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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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范围，确定侧重点。一个代表团希望了解替代许可方法以及有关这些行动倡议的技术细节。一个代

表团要求审议现有 ABS 制度在“现实世界”中的实例和各国经验。一个代表团不支持这一选项。一位

土著代表不确信它是否适用于遗传资源，希望能够展开这方面的研究，对其予以说明。他解释说，有

必要确保公开的许可模式能够提供一种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期待的管理手段，帮助他们得到寻求的利

益共享，并且是以他们寻求的形式。 

34. 考虑到上述内容，在 2011 年 7 月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上，主席指出，有关遗传资源的许可做法

研究尚未进行。他指出，委员会可以责成秘书处开展这一工作，如果这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活动的

话。58 

35. 秘书处欢迎委员会就将开展的任何此类研究的范围予以指导。 

 
 

［附件和文件完］ 

 
58  参见文件 WIPO/GRTKF/IC/19/12 Prov. (报告)，第 404 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