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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的议程草案 

1. 会议开幕 

简介：CDIP 主席将宣布会议开幕并请产权组织总干事致欢迎辞。 

2. 通过议程 

见文件 CDIP/26/1 Prov.3 

简介：考虑到本届会议的形式和会期，本议程草案为删减的议程，在 CDIP 主席帕特里夏·贝内德蒂女

士阁下（萨尔瓦多）与成员国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开展磋商后编拟。议程草案（CDIP/26/1 Prov.3）

包括两项在上述磋商会议后成员国提交至秘书处的提案（分别由巴西和墨西哥提交）。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 CDIP 通过会议议程。 

3. 一般性发言 

简介：由于时间限制，一般性发言将仅由地区集团协调员现场发表。希望将其一般性发言记录在案的

成员国应通过电子邮件向 CDIP 秘书处提交书面发言：developmentagenda@wipo.int。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地区集团协调员作一般性发言。一般性发言每次不应超过 3 分钟。 

4. 监测、评估、讨论和报告所有发展议程建议的落实情况 

(a) 进展报告 

见文件 CDIP/26/2 

简介：年度进展报告概述了正在进行的发展议程项目落实情况，以及在实施 45 项发展议程建议方面的

成就。对于本届会议，考虑到时间限制，成员国在上述委员会主席召集的会议上（2021 年 4 月 30 日）

已达成一致，关于 45项发展议程建议落实工作的报告将提交 CDIP下届会议。在秘书处介绍该文件后，

将请与会者发表评论意见。项目管理人将对问题或评论意见作出回应。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注意该文件中所载的信息并审议以下事项： 

• 建议将关于“将当地企业集体商标注册作为跨领域经济发展问题”的项目（载于附件二）

开始日期延迟至 2021 年 1 月，并将实施期限延长六个月； 

• 将“成功的发展议程项目提案用工具”项目（载于附件三）延长三个月； 

• 将“秘鲁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与美食旅游业：通过知识产权促进美食旅游业发展”

项目（载于附件五）延长 18 个月； 

• 将“版权与数字环境中内容分配”项目（载于附件六）延长 12 个月； 

• 建议将“发展布基纳法索和西非经济货币联盟（西非经货联）若干国家音乐领域和新音乐

经济模式”项目（载于附件七）的开始日期延迟至 2022 年 1 月。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42731
mailto:developmentagenda@wipo.int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38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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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关于产权组织对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相关具体目标所作贡献的报告 

见文件 CDIP/26/3 

简介：根据委员会的决定，产权组织就其对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相关具体目标所作贡献提供年度

报告。文件 CDIP/26/3 载有第五份此类报告。在秘书处介绍该文件后，将请与会者发表评论意见。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注意文件 CDIP/26/3 中所载的信息。 

4.(i) 产权组织合作促进发展领域的技术援助 

(a) 未来的网络研讨会 

见文件 CDIP/26/6 

简介：在讨论关于技术援助网络研讨会的报告（CDIP/25/3）和产权组织技术援助网络研讨会审评报告

（CDIP/25/4）时，CDIP 第二十五届会议决定
1
，CDIP 秘书处应继续举行网络研讨会，同时铭记文件

CDIP/25/4 中提出的建议和成员国的意见。委员会进一步达成一致，秘书处将向下届会议提交一份文

件，以征求成员国对举办未来网络研讨会的战略的指导意见
2
。文件 CDIP/26/6 载有秘书处对于未来网

络研讨会组织工作的拟议战略，就选题和其他方面的程序提出了两个选项。在秘书处介绍该文件后，

将请与会者发表评论意见。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审议文件 CDIP/26/6 中所载的信息，并决定秘书处应基于文件所述的两

个选项，即备选方案一：“应成员国的请求”或备选方案二：“基于秘书处的提案”
3
中的哪一项继续

举办网络研讨会。 

5. 审议已通过的各项建议的落实工作计划 

(a) 运用公有领域的发明项目提案 

见文件 CDIP/24/16 

简介：运用公有领域的发明项目提案（CDIP/24/16）以已完成的“运用公有领域信息促进经济发展”

项目（CDIP/16/4 Rev.）成果为基础，特别是《公有领域发明运用指南》。该项目提案已提交 CDIP 第

二十四届会议。委员会随后注意到该项目提案，并决定继续审议。在秘书处介绍该文件后，将请与会

者发表评论意见。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审议该项目提案。 

(b) 萨尔瓦多提交的关于“系统化统计数据并制定和实施对采用知识产权制度的影响进行评估

的方法”项目修订提案 

见文件 CDIP/26/4 

简介：文件 CDIP/26/4 载有萨尔瓦多共和国提交的关于“系统化统计数据并制定和实施对采用知识产

权制度的影响进行评估的方法”的项目修订提案，该修订提案在与产权组织磋商后编拟。提出提案的

成员国介绍项目提案后，将请与会者发表评论意见。 

                                              
1
  该决定载于主席总结第 7 段。 

2
  在讨论未来工作时已达成一致意见。 

3
  这将取决于成员国倾向的备选方案。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38971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37901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474044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474027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461165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329197
https://www.wipo.int/publications/zh/details.jsp?id=4502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39054
https://c.connectedviews.com/05/SitePlayer/wipo?session=11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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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审议该项目提案。 

(c) 印度尼西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交的“关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创意产业在数字时代运用

知识产权”项目修订提案 

见文件 CDIP/26/5 

简介：文件 CDIP/26/5 载有印度尼西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交的“关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创意产业

在数字时代运用知识产权”的项目修订提案，该修订提案在与产权组织磋商后编拟。提出提案的成员

国介绍项目提案后，将请与会者发表评论意见。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审议该项目提案。 

(d) 巴西关于“通过知识产权增强小企业能力：制定在注册后阶段为地理标志或集体商标提供

支持的战略”项目提案 

见文件 CDIP/26/9 

简介：文件 CDIP/26/9 载有巴西提交的关于“通过知识产权增强小企业能力：制定在注册后阶段为地

理标志或集体商标提供支持的战略”项目提案。提出提案的成员国介绍项目提案后，将请委员会发表

评论意见，如有必要，将向 CDIP 下届会议提交提案的修订版。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审议项目提案。 

(e) 《公有领域发明识别指南：发明人和企业家指南》概览 

见文件 CDIP/25/INF/4 

简介：《发现公有领域的发明：发明人和企业家指南》在已完成的“运用公有领域信息促进经济发展”

发展议程项目（CDIP/16/4 Rev.）框架下编写。文件 CDIP/25/INF/4 载有这份指南的概览。在秘书处

介绍该文件后，将请与会者发表评论意见。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注意文件 CDIP/25/INF/4 中所载的信息。 

(f) 《公有领域发明运用指南：发明人和企业家指南》概览 

见文件 CDIP/25/INF/5 

简介：《运用公有领域的发明：发明人和企业家指南》的概览在已完成的“运用公有领域信息促进经

济发展”发展议程项目（CDIP/16/4 Rev.）框架下编写。文件 CDIP/25/INF/5 载有这份指南的概览。

在秘书处介绍该文件后，将请与会者发表评论意见。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注意文件 CDIP/25/INF/5 中所载的信息。 

(g) “女发明家和女创新家在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方面的挑战”文献综述 

见文件 CDIP/26/INF/2 

简介：“女发明家和女创新家在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方面的挑战”文献综述在“加大女性在创新创业方

面的作用、鼓励发展中国家女性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发展议程项目框架下开展。文件 CDIP/26/INF/2

载有该项研究的摘要。在秘书处介绍该文件后，将请与会者发表评论意见。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注意文件 CDIP/26/INF/2 中所载的信息。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37938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41231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478756
https://www.wipo.int/publications/zh/details.jsp?id=4501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329197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478766
https://www.wipo.int/publications/zh/details.jsp?id=4502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329197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37951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ip-development/en/agenda/pdf/literature_review.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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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缩小知识产权性别差距的政策办法——支持女性发明者、创造者和创业者使用知识产权

制度的做法”研究摘要 

见文件 CDIP/26/INF/3 

简介：“缩小知识产权性别差距的政策办法——支持女性发明者、创造者和创业者使用知识产权制度

的做法”研究在“加大女性在创新创业方面的作用、鼓励发展中国家女性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发展议

程项目框架下开展。文件 CDIP/26/INF/3 载有该项研究的摘要。在秘书处介绍该文件后，将请与会者

发表评论意见。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注意文件 CDIP/26/INF/3 中所载的信息。 

6. 知识产权与发展 

- 知识产权与创意经济 

简介：在议程项目“知识产权与发展”下，CDIP 每届会议讨论一个议题。CDIP 第二十六届会议将讨论

“知识产权与创意经济”这一议题。在秘书处的演示报告之后，将请成员国发言。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讨论“知识产权与创意经济”议题并注意秘书处的演示报告。 

- 妇女与知识产权 

(a) 关于“妇女与知识产权：数据汇编和分享”的报告 

见文件 CDIP/26/7 

简介：在 CDIP 第二十二届会议上，委员会达成一致在“知识产权与发展”议程项目下重新审议“妇女

与知识产权”议题。为对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重新审议该问题提供便利，秘书处编拟了两份关于“妇

女与知识产权”的报告。文件 CDIP/26/7 回应了墨西哥提案中的请求 1 和 2。在秘书处介绍该文件后，

将请与会者发表评论意见。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注意文件中所载的信息。 

(b) 关于“妇女与知识产权：性别平等主流化、能力建设和对成员国的援助”报告 

见文件 CDIP/26/8 

简介：文件 CDIP/26/8 回应了上述墨西哥提案中的请求 3、4 和 5。在秘书处介绍该文件后，将请与会

者发表评论意见。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注意文件中所载的信息。 

(c) 墨西哥关于“妇女与知识产权”的后续提案 

见文件 CDIP/26/10 

简介：文件 CDIP/26/10 载有墨西哥提交的关于“妇女与知识产权”后续行动的提案。在提出提案的成

员国对文件进行介绍后，将请与会者发表评论意见。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审议文件 CDIP/26/10 中所载的提案。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ip-development/en/agenda/pdf/policy_approaches_close_the_ip_gender_gap.pdf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37972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39911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421792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39912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421792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4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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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未来工作 

简介：按照惯例，秘书处将提交一份供委员会下届会议审议的文件/议题清单。该清单还将包括预计在

第二十五届和第二十六届会议上审议但由于时间和会议形式限制未能列入议程的文件。将请成员国对

该清单发表评论意见。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议定下届会议的议题和文件清单。 

8. 主席总结 

简介：主席将提出一份供委员会通过的决定清单。决定清单将提前分发并显示在屏幕上，以便代表进

行适当审议。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通过主席总结。 

9. 会议闭幕 

简介：由于时间限制，闭幕发言将仅由地区集团协调员现场发表。希望将其闭幕发言记录在案的成员

国应通过电子邮件向 CDIP 秘书处提交书面发言：developmentagenda@wipo.int。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地区集团协调员作闭幕发言。闭幕发言每次不应超过 3 分钟。 

[文件完] 

mailto:developmentagenda@wipo.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