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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的议程草案 

1. 会议开幕 

简介：CDIP主席将宣布会议开始，邀请区域和国家发展部门的副总干事致欢迎辞。 

2. 通过议程 

见文件 CDIP/28/1 Prov.2。 

简介：CDIP 第二十八届会议定于上午 10 时至下午 6时（中欧时间）以混合形式举行。文件 CDIP/28/1 

Prov.2 载有 CDIP 主席帕特里夏·贝内德蒂大使阁下于 2022 年 4 月 7 日与成员国磋商后编拟的议程草

案。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 CDIP 通过会议议程。 

3. 一般性发言 

简介：成员国可按以下顺序作一般性发言：集团协调员；国家代表团；经认可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

组织的代表。为便于口译，鼓励各代表团在会前将一般性发言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产权组织口译科或

CDIP秘书处：developmentagenda@wipo.int。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各代表团作一般性发言。每个发言时间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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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干事关于发展议程落实情况的报告 

见文件 CDIP/28/2 

简介：总干事的报告概述产权组织在 2021 年为落实发展议程并将其纳入本组织相关计划主流方面所开

展的活动。报告的结构已修改，以产权组织各部门主要工作领域为中心，介绍了发展议程的落实和主

流化情况。这种方法简化了信息的呈现方式，避免了重复。文件 CDIP/28/2载有 45项发展议程建议
1
和

产权组织的预期成果之间的联系。它还列出了截至 2021 年的发展议程项目清单。在秘书处介绍完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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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中所载的信息。 

(b) 关于“知识产权与发展国际会议：绿色技术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2021年 11月 22日

和 23日）的报告 

见文件 CDIP/28/3 

简介：文件 CDIP/28/3 介绍了 2021 年 11 月 22 日和 23 日举行的两年一次的知识产权与发展国际会议

的主要内容，本次会议是第二次，主题为“绿色技术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注意文件 CDIP/28/3 中所载的信息。 

                                                
1
  45 项已获通过的建议见：www.wipo.int/ip-development/zh/agenda/recommendations.html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2671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2671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2671
mailto:developmentagenda@wipo.int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69172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69172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68113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68113
http://www.wipo.int/ip-development/zh/agenda/recommend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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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加强软件部门运用知识产权开发移动应用程序”项目审评报告 

见文件 CDIP/28/6 

简介：文件 CDIP/28/6 载有“加强软件部门运用知识产权开发移动应用程序”项目（文件 CDIP/22/8）

的审评报告。审评报告由马德里的独立审评员卡罗琳娜·德尔坎波·巴拉女士编拟。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注意文件 CDIP/28/6 中所载的信息，并审议将本项目背景下制定的实施

方法和成果进一步纳入产权组织常规工作主流的建议。 

(d) “加强软件部门运用知识产权开发移动应用程序”项目完成报告 

见文件 CDIP/28/7 

简介：文件 CDIP/28/7载有“加强软件部门运用知识产权开发移动应用程序”项目（文件 CDIP/22/8）

的完成报告。报告涵盖项目实施的全部期间，即从 2019年 1月至 2021年 12月。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注意文件 CDIP/28/7 中所载的信息。 

(e) 妇女与知识产权交流会报告 

见文件 CDIP/28/8 

简介：根据 CDIP 的要求，秘书处推出了一系列关于“缩小知识产权中的性别差距”交流会。作为该系

列活动的一部分，2021年 4月至 10月期间举行了三场交流会。文件 CDIP/28/8载有关于这些会议的报

告。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注意文件 CDIP/28/8 中所载的信息。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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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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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载有第六份此类报告。在介绍完本文件后，将请与会者发表评论意见。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审议并注意文件 CDIP/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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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继续讨论产权组织合作促进发展领域的技术援助 

见文件 CDIP/24/8 

简介：文件 CDIP/24/8 总结了西班牙技术援助提案的落实情况，并力求为委员会讨论产权组织在合作

促进发展领域的技术援助提供便利。 

作为背景，要回顾的是，在讨论产权组织合作促进发展领域的技术援助的外部审查时，委员会通过了

由西班牙代表团提出的关于技术援助的六点提案，
2
这些提案分在六届会议上执行。委员会还决定，

3
除

其他外，在六届会议（从 CDIP/19至 CDIP/24）期间，就“产权组织合作促进发展领域的技术援助”开

设一个新的议程子项目。该子项下的讨论围绕西班牙提案的落实进行。 

                                                
2
  西班牙的提案附于 CDIP 第十七届会议的主席总结附录一。 
3
  这一决定载于 CDIP 第十八届会议的主席总结第 7.5 段。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69485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69485
https://www.wipo.int/meetings/en/doc_details.jsp?doc_id=416005%20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69511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69511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416005%20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69442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69442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0391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0391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452323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45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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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十四届会议上，秘书处提交了一份关于西班牙提案落实情况的报告（文件 CDIP/24/8）。委员

会决定
4
将该报告和成员国今后可能提交的任何其他提案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委员会还决定，与产

权组织技术援助有关的讨论将在“产权组织合作促进发展领域的技术援助”议程子项目下继续进行。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审议文件 CDIP/24/8 中所载的信息，讨论并决定与产权组织合作促进发

展领域的技术援助有关的未来行动。 

– 继续讨论未来的网络研讨会 

见文件 CDIP/26/6 

简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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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选题程序提出了两个

备选方案，并就其他方面提出建议。CDIP 在第二十六届和第二十七届会议上审议该文件时，决定将其

推迟到委员会下届会议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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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就今后举办网络研讨会的战略作

出以下两方面的决定：（i）选题程序，是采取备选方案一“应成员国的请求”还是备选方案二“基于秘书

处的提案”；（ii）未来网络研讨会将讨论的主题的范围。 

5. 审议已通过的各项建议的落实工作计划 

(a) 讨论“知识产权与发展”议程项目在 CDIP 第二十九届会议后应讨论的议题 

见议题表和文件 CDIP/28/COMPILATION 1 

简介：在第二十七届会议上，在审议议程项目“未来工作”时，委员会商定，CDIP 下届会议应就“知

识产权与发展”议程项目在第二十九届会议后要处理的议题作出决定。议题表包括成员国在 2018 年提

交的、载于 CDIP/21/8 Rev.和 CDIP/22/17中的建议。根据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的决定，成员国提交

了新的议题建议，这些建议载于文件 CDIP/28/COMPILATION 1。在介绍完成员国提交的建议后，将请

与会者发表评论意见。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审议成员国提交的建议，并就今后会议在“知识产权与发展”议程项目下

要处理的议题作出决定。 

(b) 讨论成员国关于将在 2023年举行的知识产权与发展国际会议分议题的建议 

见文件 CDIP/28/COMPILATION 2 

简介：在第二十七届会议上，在审议议程项目“未来工作”时，委员会商定讨论 2023 年知识产权与发

展国际会议的分议题。委员会请成员国向秘书处提交建议，这些建议载于文件 CDIP/28/COMPILATION 2。

在介绍完成员国提交的建议后，将请与会者发表评论意见。 

作为背景，要回顾的是，委员会在第二十二届会议上，要求秘书处从第二十三届会议开始，两年一次，

连续举行三次为期一天的知识产权与发展国际会议。其中第一次会议在 2019 年 5 月 20 日 CDIP/23 会

议第一天举行，主题为“知识产权与发展：如何从知识产权制度中获益”。第二次国际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和 23 日在 CDIP/27 的前两天举行，主题为“绿色技术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第三次会议

将于 2023年举行。 

                                                
4
  这一决定载于主席总结的第 8.11 段。 

https://www.wipo.int/meetings/en/doc_details.jsp?doc_id=452323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37901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37901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ip-development/en/agenda/pdf/roster_of_topics.pdf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0942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ip-development/en/agenda/pdf/roster_of_topics.pdf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0942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0943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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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邀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审议成员国提交的建议，并就 2023 年举行的国际会议的分议题作出决

定。 

(c) 继续讨论秘书处关于独立审查建议中已获通过建议的模式和实施战略的提案以及就报告和

审查程序提出的备选方案及成员国关于独立审查建议中已获通过建议的模式和实施战略未

来方向的新意见 

见文件 CDIP/23/8和文件 CDIP/24/15 

简介：要回顾的是，在 2016 年 CDIP 第十八届会议上，提交了一份关于发展议程建议落实情况的独立

审查报告（文件 CDIP/18/7）。秘书处被要求就向其提出的各条建议准备一份答复。文件 CDIP/19/3载

有秘书处对这些建议的回应。委员会从 CDIP/19 至 CDIP/22 进一步讨论了文件 CDIP/18/7 中所载的 12

条建议。委员会通过了独立审查的建议 1、2、3、4、6、7、8、9、10和 12，并注意到建议 5和 11。 

应 CDIP 的要求，委员会编拟了文件 CDIP/23/8，就发展议程建议的落实问题，提出了关于独立审查中

已获通过建议的模式和实施战略，并就那些建议提出“报告和审查程序”。在第二十三届会议上，委

员会注意到该文件，并决定“继续讨论建议 1、2、3、4、7、13、15 的实施战略，并讨论成员国提出

的任何新建议。” 

在第二十四届会议上，委员会“同意了文件 CDIP/23/8 中所载的实施战略 13”。 

南非代表团提出了一项载于文件 CDIP/24/15 的提案，委员会在第二十四届会议上审议了该提案。没有

就该文件的内容达成一致。委员会同意在今后举行的会议上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由于 2020年和 2021年举行的 CDIP会议有所缩减，并应成员国的要求，推迟了对上述问题的讨论。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审议秘书处在文件 CDIP/23/8 中提出的模式和实施战略 1、2、3、4、7、

15，以及关于报告和审查的备选方案，并审议南非共和国在文件 CDIP/24/15 中提出的提案。 

(d) 关于数字环境中知识产权与发展的回顾和建议活动列表经修订的文件 

见文件 CDIP/25/9 REV. 

简介：根据“数字环境中的知识产权与发展”项目提案（文件 CDIP/23/16），委员会要求秘书处在知识

产权局数字化的背景下进行回顾，并提出旨在促进落实产权组织发展议程建议集 A 和 C 中有关建议
5
的

活动建议。为响应这一要求，秘书处编拟了文件 CDIP/25/9。 

由于 2020 年和 2021 年举行的 CDIP 会议有所缩减，并应成员国的要求，推迟了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在

第二十七届会议上，委员会商定，如果成员国希望秘书处修订本文件，它们应在会议之前通知秘书处。

据此，秘书处收到了 CACEEC的这种请求。文件 CDIP/25/9 REV.载有经秘书处修订的文件。在介绍完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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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Rev.。 

(e) 经修订的突尼斯关于通过创新和知识产权减少与工作有关的事故和职业病的项目提案 

见文件 CDIP/28/4 

                                                
5
  具体是指：缩小数字鸿沟（建议 24）；通过进一步发展基础设施，提高国家知识产权机构的能力（建议 10）；

以及为利用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信通技术促进增长与发展提供便利（建议 27）。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430891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457922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347436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367996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430891
https://www.wipo.int/meetings/en/doc_details.jsp?doc_id=457922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457922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434323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477525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2611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69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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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在第二十七届会议上，CDIP审议了关于“通过创新和知识产权减少与工作有关的事故和职业病”

的项目提案（文件 CDIP/27/8）。委员会讨论了项目提案，并请突尼斯根据成员国的评论意见，在秘

书处的协助下进一步完善提案，供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审议。文件 CDIP/28/4 载有经修订的项目提案。

在突尼斯代表团介绍完文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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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关于未来提升 WIPO Match的战略 

见文件 CDIP/28/5 

简介：在审议议程项目“未来工作”时，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决定，秘书处应提交一份“关于未来

提升 WIPO Match的战略”的文件。文件 CDIP/28/5载有秘书处的拟议战略，其中详细说明了秘书处计

划对当前 WIPO Match平台的宗旨、目的和功能进行调整所依据的原则。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审议文件 CDIP/28/5。 

(g) 发展议程项目准备、落实和审评指导手册 

见文件 CDIP/28/INF/2 

简介：文件 CDIP/28/INF/2 载有《发展议程项目的准备、落实和审评指导手册》，是在发展议程项目

“成功的发展议程项目提案用工具”（文件 CDIP/24/14 REV.）框架内制定的。 

本指导手册由瑞士 EvalCo公司的顾问丹尼尔·凯勒先生编拟。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注意文件 CDIP/28/INF/2 中所载的信息。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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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背景下开展的指导计划总结报告 

见文件 CDIP/28/INF/3 

简介：发展议程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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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CDIP/21/12 Rev.）的成果之一，是为项目受益国的女性发明人和企业家建立指导计划。 

文件 CDIP/28/INF/3载有关于上述指导计划的总结报告，该计划于 2021年 11月至 2022年 2月期间实

施。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注意文件 CDIP/28/INF/3 中所载的信息。 

(i) 创业理念——初创企业知识产权指南概述 

见文件 CDIP/28/INF/4 

简介：文件 CDIP/28/INF/4 载有题为“创业理念”的初创企业知识产权指南概述，该指南是在发展议

程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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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CDIP/21/12 Rev.）的背景下制定的。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注意文件 CDIP/28/INF/4 中所载的信息。 

(j) 移动应用开发者知识产权工具箱摘要 

见文件 CDIP/28/INF/5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54721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69447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0471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0471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1473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1473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461561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1474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406377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1474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1475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1475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406377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406377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1491


发展与知识产权委员会（CDIP） 

第二十八届会议 

2022年 5月 16日至 20日，日内瓦 

 

 

第 6 页，共 7页 

 

简介：文件 CDIP/28/INF/5 载有“移动应用开发者知识产权工具箱”的摘要，该工具箱是在“加强软

件部门运用知识产权开发移动应用程序的项目”（文件 CDIP/22/8）背景下开展的。 

该工具箱由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知识产权法副教授安克·穆兰博士和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商法研究中心副

主任诺姆·谢姆托夫教授编拟。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注意文件 CDIP/28/INF/5 中所载的信息。 

(k) 在发展议程项目“版权与数字环境中的内容分发”背景下交付的产出概述 

见文件 CDIP/28/INF/6 

简介：文件 CDIP/28/INF/6 载有“数字环境中视听内容的版权法律框架和许可做法”研究概述。特别

是，它载有在发展议程项目“数字环境中的版权和内容分发”（文件 CDIP/22/15 REV.）背景下委托进

行的两项研究及六个案例研究的摘要。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注意文件 CDIP/28/INF/6 中所载的信息。 

(l) 《产权组织移动应用争议替代性争议解决指南》概述 

见文件 CDIP/28/INF/7 

简介：文件 CDIP/28/INF/7 载有《产权组织移动应用争议替代性争议解决指南》的概述，该手册是在

“加强软件部门运用知识产权开发移动应用程序的项目”（文件 CDIP/22/8）背景下编拟的。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注意文件 CDIP/28/INF/7 中所载的信息。 

(m) 《产权组织移动应用关键合同手册——开发者的视角》概览 

见文件 CDIP/28/INF/8 

简介：文件 CDIP/28/INF/8 载有《产权组织移动应用关键合同手册——开发者的视角》的概述，该手

册是在“加强软件部门运用知识产权开发移动应用程序的项目”（文件 CDIP/22/8）背景下编拟的。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注意文件 CDIP/28/INF/8 中所载的信息。 

6. 知识产权与发展 

– 知识产权与创新：企业家的商标和外观设计战略 

简介：在“知识产权与发展”议程项目下，CDIP 每届会议讨论一个议题。经成员国在委员会第二十四

届会议上同意，CDIP 本届会议将讨论“知识产权与创新：企业家的商标和外观设计战略”。在秘书处

的演示报告之后，将请成员国发言和交流。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委员会讨论“知识产权与创新：企业家的商标和外观设计战略”议题，并注意秘

书处的演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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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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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1491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416005%20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1762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1762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421771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2473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2473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416005%20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2475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572475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4160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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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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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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请成员国作闭幕发言。各代表团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以书面形式向 CDIP 秘书处

developmentagenda@wipo.int 提交闭幕发言。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各代表团作闭幕发言。闭幕发言每次不应超过 2 分钟。 

[文件完] 

mailto:developmentagenda@wipo.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