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英文
日期：2021 年 5 月 5 日

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2021 年 5 月 17 日至 19 日，日内瓦

附加说明的议程草案
秘书处编拟

2021 年 4 月 21 日星期三在 Zoom 平台上虚拟举行了一次非正式情况介绍会之后，秘书处应各代表
团的要求，编写了这份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SCT）第四十四届会议的非
正式附加说明的议程草案。
SCT 将在会期（2021 年 5 月 17 日至 19 日）每天日内瓦时间（GMT+2）中午 12 时至下午 2:30 时举
行两个半小时的会议。主席可能考虑讨论的进展情况和各代表团在会上表达的意向，酌情提议改变会
议的时间和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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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一

1

中午 12 时至下午 2:30
1.

会议开幕（10 分钟）

2.

通过议程（5 分钟）
见文件 SCT/44/1 Prov.2
邀请采取的行动：请 SCT 通过议程。

3.

认可观察员与会（5 分钟）
见文件 SCT/44/4
邀请采取的行动：请 SCT 批准魁北克知识产权国际论坛（FORPIQ）列席委员会的会议。

4.

2

通过第四十三届会议报告草案（30 分钟 )
见文件 SCT/43/12 Prov.
邀请采取的行动：请 SCT 通过 SCT/43 的报告草案。

5.

工业品外观设计
–

图形用户界面（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调查问卷答复分析（20
分钟）
见文件 SCT/41/2 Rev.2 和 SCT/43/2 Rev.
文件 SCT/41/2 Rev.2 载有 52 个成员国和两个政府间知识产权组织对“图形用户界面
（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调查问卷”的答复。在 SCT 第四十三届会议
之后，根据 SCT 主席在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结束时提出的要求，对文件进行了修订，纳
入了各代表团的进一步答复或修订后的答复。
文件 SCT/43/2 Rev.载有考虑了各代表团补充和修订的答复后，对图形用户界面（GUI）、
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调查问卷答复经修订的分析。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 SCT 审议文件 SCT/41/2 Rev.2 和 SCT/43/2 Rev.。

–

经更新的以色列、日本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30 分钟）
见文件 SCT/44/6
文件 SCT/44/6 载有经更新的以色列、日本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关于图形用户界面
（GUI）外观设计保护联合建议的提案。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邀请各代表团审议该提案，并就今后的任何行动方案表达其立场。

1

拟议的时间表只是指示性的。如果 SCT 在一天结束时没有完成对某一项目的讨论，该项目将在 2021 年 5 月 18 日
继续讨论，除非主席另有提议。
2
由于时间有限，请各代表团不要做一般性开幕发言。请提交书面发言，以便纳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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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十一条在某些国际展览会上对工业品外观设计给予临时
保护调查问卷答复汇编
见文件 SCT/42/2
文件 SCT/42/2 载有 52 个成员国和两个政府间知识产权组织对“根据《保护工业产权巴黎
公约》第十一条在某些国际展览会上对工业品外观设计给予临时保护的调查问卷”的
答复。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 SCT 与西班牙代表团的提案（文件 SCT/44/5）（见下段）一同审议
文件 SCT/42/2。

–

西班牙代表团的提案：建立一个数据库收集对根据《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十一条在
某些国际展览会上对工业品外观设计给予临时保护的调查问卷答复（30 分钟）
见文件 SCT/44/5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邀请各代表团审议该提案，并就今后的任何行动方案表达其立场。

–

成员国有关优先权文件数字查询服务（DAS）的最新消息（15 分钟）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 SCT 注意成员在为工业品外观设计实施 DAS 方面的进展。

2021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二
中午 12 时至下午 2:30
6.

商
–

标
格鲁吉亚、冰岛、印度尼西亚、牙买加、列支敦士登、马来西亚、墨西哥、摩纳哥、秘
鲁、塞内加尔、瑞士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团关于保护国名和具有国家意义的地名的
提案
见文件 SCT/43/6
在 2020 年 2 月 18 日的来文中，格鲁吉亚、冰岛、印度尼西亚、牙买加、列支敦士登、马
来西亚、墨西哥、摩纳哥、秘鲁、塞内加尔、瑞士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代表团向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产权组织）国际局转送一份提案，要求 SCT 请产权组织大会通过构成或含有
国名或具有国家意义的地名的商标审查指导原则。该提案载于文件 SCT/43/6 的附件。
（30 分钟）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邀请各代表团对该提案表达其立场，争取确定今后的任何行动方案。

–

经修订的牙买加代表团关于国名保护规定联合建议的提案（30 分钟）
见文件 SCT/43/9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邀请各代表团对经修订的提案表达其立场，争取确定今后的任何行动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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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格鲁吉亚、冰岛、印度尼西亚、牙买加、列支敦士登、马来西亚、墨西哥、摩纳
哥、秘鲁、塞内加尔、瑞士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团关于在 DNS 中保护国名和具有国家
意义的地名的提案（30 分钟）
见文件 SCT/41/6 Rev.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邀请各代表团对该提案表达其立场，争取确定今后的任何行动方案。

–

域名系统中与商标有关的最新消息
见文件 SCT/44/2（20 分钟）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 SCT 注意秘书处介绍的最新消息。

–

成员国国家品牌保护问卷答复
见文件 SCT/43/8 Rev.（30 分钟）
在 SCT 第四十三届会议上，主席总结说，请秘书处重新开放成员国国家品牌保护问卷的调
查工具，直至 2021 年 1 月 29 日，供各代表团进一步答复；并随后定稿文件 SCT/43/8，提
交 SCT 第四十四届会议审议。文件 SCT/43/8 Rev.载有对所有收到的答复的介绍，包括来
自另外 14 个成员的报告，使答复总数达到 57 份。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各代表团审议文件 SCT/43/8 Rev.并表达其立场，争取确定今后的
任何行动方案。

2021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三
中午 12 时至下午 2:30
7.

地理标志

在 SCT 第四十三届会议上，委员会注意到关于地理标志信息会议议题的建议，并总结说，SCT 将在第四
十四届会议上再次审议这些建议。这些建议载于文件 SCT/44/3。（60 分钟）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邀请 SCT 审议关于地理标志信息会议议题的建议，并商定与 SCT 第四十五届
会议同时举行的该信息会议的议题。
主席总结（30 分钟）
邀请采取的行动：将请 SCT 通过主席总结。
8.

会议闭幕（10 分钟）

[文件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