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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

我们很高兴地通知您，从2023年1月起，
《WIPO杂志》将转为纯数字格式。精编
的《WIPO杂志》季刊将继续以PDF格
式提供给希望按需打印的读者。此举将
使我们能够更规律地向读者提供与知
识产权、创新和创造有关的热点问题的
内容。这也符合本组织减少碳足迹的承
诺。请在以下网址订阅《WIPO杂志》数字
版：https://www3.wipo.int/news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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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探
讨创新驱动增长的前景
凯瑟琳·朱厄尔，产权组织信息和数字外联司

今年第十五版2002年全球创新指数追踪全球
创新趋势，并在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 
疫情持续不绝、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供应链和
能源中断的背景下，对132个经济体的创新表
现进行排名。GII提供了关于创新表现的基准
数据，是制定创新政策的有用指南。

在研发投资激增而创新的社会经济效应却处于
历史低位之际，2022年GII还探讨了创新驱动增
长的前景。报告的共同作者，即会议委员会的
高级经济学家克拉斯·德弗里斯和产权组织的 
萨沙·温施-樊尚，分享了主要发现。

2022年GII排名中最引人注目的发展是什么？

2022年GII描绘了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
揭示了一些有趣的举措，表明若干新的强国正
在出现。瑞士连续12年位居榜首，其次是美国、
瑞典、联合王国和荷兰。中国（排名11）距前十
名仅一步之遥，印度（排名40）和土耳其继续保
持不俗表现，土耳其（排名37）首次进入前40名。
迄今为止，创新表现增长最快的中等收入经济

体包括越南（48）、伊朗伊斯兰共和国（53）和
菲律宾（59）。

还可以看到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在创新方面
的表现高于对其经济发 展水平的预期。这
些 国 家 包 括 新加 入 的 印 度 尼西 亚（75 ）、 
乌兹别克斯坦（82）和巴基斯坦（87）。八个
所 谓的“创新 超预 期表现者”来自撒哈拉
以南非洲，其中肯尼亚（88）、卢旺达（105） 
和莫桑比克（123）名列前茅。在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地区，创新表现超出预期的国家包括巴西

（54）、秘鲁（65）和牙买加（76）。

2022年GII揭示了哪些主要趋势？

2022年GII表明，尽管有COVID-19大流行病，但
推动创新的研究与开发（研发）和其他投资在
2022年继续激增。2021年，世界上最具创新性
的公司在研发方面的投资增加10%，超过9,000
亿美元，高于疫情前的水平。2021年，风险投资
交易也激增46%，拉丁美洲、加勒比和非洲的风
险投资增长最为强劲。然而，2022年的风险投

https://www.wipo.int/global_innovation_index/zh/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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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全球创新指数数据库，产权组织，2022年。
注：世界银行收入组别分类（2021年6月）。GII排名的同比变动受到创新表现和方法考量的影响；其中一些经济体的数据不完整（见英文版完整报告附录一）。

  表示2022年前三名的新晋级者。
 表示前三名和2021年相比的名次变动（升或降）。

*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前三名——不包括岛屿经济体。将所有经济体包括在内，该区域的前四名是：毛里求斯（第一位）、南非（第二位）、博茨瓦纳（第三位）
和肯尼亚（第四位）。

† 北非和西亚的前三名——不包括岛屿经济体。将所有经济体包括在内，该区域的前四名是：以色列（第一位）、塞浦路斯（第二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第三位）和土耳其（第四位）。

各收入组前三名创新经济体
高收入组

1. 瑞士
2. 美利坚合众国 
3. 瑞典 

中等偏上收入组

1. 中国
2. 保加利亚
3. 马来西亚

中等偏下收入组

1. 印度 
2. 越南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低收入组

1. 卢旺达
2. 马达加斯加 
3. 埃塞俄比亚 

各区域前三名创新经济体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 智利
2. 巴西 
3. 墨西哥 

北美洲

1. 美利坚合众国
2. 加拿大

欧洲

1. 瑞士
2. 瑞典
3. 联合王国

撒哈拉以南非洲*

1. 南非
2. 博茨瓦纳 
3. 肯尼亚 

北非和西亚†

1. 以色列
2.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3. 土耳其

东南亚、东亚和大洋洲

1. 大韩民国
2. 新加坡
3. 中国

中亚和南亚

1. 印度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3. 乌兹别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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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前景却更加黯淡，预计将出现大幅减速，令人对较为脆弱的经济体极
为担心。2022年GII揭示了在将创新投资转化为影响方面的新挑战。事
实上，创新的社会经济影响正处于历史最低点，生产力增长停滞不前。

创新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传统上，创新一直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关键。然而，2022年GII指出，自
1970年代以来，经济生产力明显滑坡。简言之，生产力是指如何有效地
进行生产。生产力的提高直接推动了与人口相对的经济产出，它通过帮
助人们摆脱贫困、消除艰巨任务，提高了生活水平。

撇开重大的经济衰退不谈，全世界的生产力和经济产出在整个19世纪
和20世纪都在逐年增长（见图1）。

虽然1870年之后，生产力花了50年才翻一番，但此后大约每25年就翻
一番。因此，平均而言，2021年高收入经济体的一小时劳作所生产的商
品和服务是1870年的24倍。自19世纪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生活水
平的提高可以追溯到技术突破，新发明和创新浪潮，以及新技术在各
经济体的有效传播。

图1：实际前沿人均GDP水平，1300年-2021年

来源：2022年GII，专题篇，图13。

不幸的是，自1970年代以来，生产力持续放缓。在2008/2009年的全球
金融危机期间，经济放缓加剧，此后不断恶化。2021年，全球劳动生产
率急剧下降到零，预计2022年将停滞不前，主要是因为能源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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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pub-2000-2022-section5-en-special-theme-global-innovation-index-2022-15th-edi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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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871年-2021年劳动生产率增长

来源：2022年GII，专题篇，图14。

对于中等收入经济体来说，趋势并不那么明显。中国的生产力增长从
20世纪80年代开始加速，但在过去10年却有所放缓。然而，大多数其
他新兴经济体从未经历过生产力激增，尤其是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中
东和亚洲的大多数经济体。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土
耳其。事实上，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的问题是，它们从未享受过不断
增长的生产力。

对于创新在未来的生产力驱动型增长中，人们有多悲观或乐观？

技术悲观主义者认为，创新的供应已经下降，减缓了生活水平的改善。
悲观主义者认为，创新的实现更加困难，那些方兴未艾的创新不会像
过去的内燃机、电力、水管、飞机和条形码等“伟大”发明那样，对生产
力产生革命性影响。换句话说，尽管有大规模的创新投资，但寻找和开
发革命性创新的成本越来越高，我们进入了滞胀期。

然而，技术乐观主义者——我们赞成其论点——指出，鉴于与创新在各个
层面的传播有关的许多挑战，创新的影响需要时间来展开。

与技术传播有关的挑战是什么？

你可能认为，主要的挑战涉及到向研发投入资金、申请专利和推动各种
形式的发明。但永恒的挑战是技术的吸收；如何让尽可能多的国家的企
业和家庭使用那些发明。而且当下看来，这个过程可谓任重而道远。采
用绿色技术来减轻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影响就是一个例子。技术是存在的，
但技术的采用，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影响却严重滞后。

中国
美国
联合王国
欧洲大陆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8
71

18
80

18
90

19
00

19
10

19
20

19
30

19
40

19
50

19
60

19
70

19
80

19
90

20
00

20
10

20
21

增
长
率（
%
）

美国引领创新和生产力

中国加入世界经
济并提高生产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欧洲的技术赶超

欧洲经济放缓，美国因信通
技术革命而短暂复兴

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pub-2000-2022-section5-en-special-theme-global-innovation-index-2022-15th-edi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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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受创新驱动的生产力复兴的前景如何呢？

有证据表明，出现了两波创新浪潮，均有可能对生产力和福祉产生可衡
量的（也可能是不可衡量的）巨大影响。

第一波是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浪潮，始于20世纪70年代，预计
将在未来几年内再次振兴。最贴切的说法是“数字时代浪潮”（图3）， 
它由两个连续的浪峰组成。第一个导致了安装复杂的通信网络和设备 

（如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第二个涉及到通用数字技术的传播，包括超级
计算、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和自动化。

图3：19世纪到21世纪过去和未来的创新浪潮

来源：2022年GII，专题篇，图20。

Figure 20 Past and future innovation waves from the 19th through the 21st century 

19世纪 20世纪 21世纪

19世纪初

蒸汽机、纺织品

19世纪中叶

铁路、
钢铁、电力

20世纪初

化工和制药、
石油、汽车、
核电

20世纪中叶

电子、航空、
大规模及时生产

21世纪
深度科学浪潮
硬科学领域的
重大科学突破
对世界产生了切实影响

第一阶段
生物、纳米技术、
健康、新材料方面的
科学突破

第二阶段
健康、农业食品、
清洁技术、运输
等其他方面突破的应用

20世纪中叶至末期  
21世纪
数字时代浪潮
信通技术的安装和先进信通
技术的采用

第一阶段
信通技术网络普及和硬件信
通技术安装

第二阶段
先进信通技术的采用
解决方案，例如，人工智能、
数字转型

Source: Authors’ conceptualization based on references sources.

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pub-2000-2022-section5-en-special-theme-global-innovation-index-2022-15th-edi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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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字时代的影响以两种方式展开。首先是
对生物信息学、制药、绿色科技和其他领域的科
技进步和研发的强大影响，这导致许多人观察
到信通技术、生物和纳米技术以及认知科学研
究的融合。其次是对非信通技术部门的深刻影
响，特别是通过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大规
模数字化、3D打印和先进机器人技术的应用。
这些技术的大规模采用将提高每一个制造部
门和农业的生产力，也将提高那些目前生产力
落后的大型服务部门——教育、健康、建筑、餐
饮和运输——的生产力。

另外，围绕生命科学、健康、农业食品、能源、
清洁技术和运输领域的突破性发明和创新，确
实有可能形成“深度科学”浪潮。这一浪潮将
推动一系列技术领域（超越信通技术）的科技
进步，这些领域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成熟，并
正在爆发。

数字时代浪潮和深度科学浪潮都已经酝酿很
久。近几十年来，生物技术、生物化学、纳米
技术、新材料和其他基础科学的突破正在为下
游创新铺平道路，并预示着硬科学的强势回归。

总之，这些动力推动了不同领域的根本性进步，
包括生命科学、健康、农业食品、能源、清洁技
术和运输创新（见表1）。

总的来说，如果采用率高——这是问题的关
键——受数字时代浪潮和深度科学浪潮推动并
由创新驱动的生产力增长可能会很高。

你认同的创新政策优先事项有哪些？

第一，资助与未来创新浪潮相关的研究仍然是
政府的一个关键作用。

“尽管有COVID-19
大流行病，但推动
创新的研发和其
他投资在2022年
继续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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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深度科学浪潮对四个领域的影响

Table 11 Deep Science wave impacts in four fields
生命科学和健康 农业食品

新的科学突破、诊治方法和疗愈方法
遗传学和干细胞研究
纳米技术
生物制剂
脑研究
新一代疫苗和免疫疗法
疼痛管理
精神卫生治疗
新的医疗技术（精准医学和再生医学）

新的卫生创新系统
卫生保健研究中的新方法（如人工智能）
提供医疗服务的新方式（如远程医疗）

新科学突破
第二代测序技术
基于生物反应器的合成食品生产
实验室种植的真肉和其他未来食品，产量更高，营养更好
自花授粉作物
精准耕作
智能肥料
先进封装
全面回收

新食品生产系统
由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辅助的数字农业 
生物防治和人工农业生态系统
垂直农业
农业食品价值链（从种子到耕作和收获）创新
零售和物流的数字化

能源和清洁技术 交通

新科学突破
更便宜的高效可再生能源
电池技术
聚变技术
地热
绿色氢气
可持续的替代燃料
二氧化碳捕集器

新的能源输送和储存系统
能源系统的数字化
智能电网
超高压输电线路
可再生能源的公用事业规模存储
小规模的可再生能源系统，为远离电网的人提供电力

新科学突破
能源和清洁技术的电瓶和其他要素
自动驾驶车辆
高速运输隧道工程
超音速和电动航空

新运输系统
充电基础设施
城市空中交通公司
无人机送货
超高速列车网络
新型交通管理系统

来源：2019年、2018年、2017年的GII和本版，特别是古铁雷斯·德皮尼亚雷斯·卢纳在2022年GII的专家供稿。

来源：2022年GII，专题篇，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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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未来的所有创新浪潮中，政策制定者需要通过
应用供应方和需求方政策来影响研究的转化和采用，这
些政策设定了创新目标并专注于特定领域。这种决定再
也不能只交给市场了。

第三，领先的企业和地区与落后的企业和地区之间、高
薪工人和低薪工人之间，以及各国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
重，这是对技术传播、采用和生产力的主要障碍。解决
这些不平等问题将是实现任何即将到来的创新浪潮的
益处的关键所在。

第四，技能差距阻碍着新的创新浪潮实现并产生效果。
这在先进的信通技术、编程、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领
域最为明显，甚至在最先进的高收入经济体中也是如此。
在推动深度科学浪潮的领域也将出现类似的技能差距。

第五，数据的获取、管理和价值化是所有未来创新浪潮
的基石。新的数据基础设施和管理系统必不可少。

第六，在未来几年，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生物或基
因工程、新的健康解决方案和新型食品等话题，都将
挑战社会的接受度，需要进行公开辩论，探讨这些开
创性创新的风险、社会价值和利弊。对这些进步的社会
效益形成共同的理解，将是促进其吸收和采用的关键。

最后，当前的国际环境对通过贸易、投资和其他国际知
识流动渠道来传播技术构成了切实的挑战。这对新兴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不利，这些国家迫切需要
一体化的全球价值链和创新网络，以便迎头赶上。保
持迅速提高生产力的可能性将至关重要。发展中经济
体也将需要具体的方法来吸收现有的技术，特别是在
健康和农业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培育渐进式基层创新，
使传统的创新政策措施更加贴合不太正式的创新，是重
要的考虑因素。地方政府和企业需要根据当地需求，主
动引导创新走向，而不是仅仅依靠技术传播。

有证据表明，出
现了两波创新
浪潮，均有可
能对生产力和
福祉产生可衡
量的（也可能
是不可衡量的）
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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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是一家全球性科技公司，经营着世界领先
的视频游戏开发、发行和运营平台。它也是发明
和技术投资的全球领导者，在金融科技、云服
务、数字通信（它有自己的免费信息和呼叫应
用——WeChat，在中国称为微信）和类似Netflix
的自营流媒体平台（腾讯视频）等方面首屈一指。
腾讯的互动娱乐事业群（IEG）负责发展该公司
互动娱乐方面的业务，其中包括游戏和电竞。

王佳是互动娱乐行业数据科学和工程方面的
资深领导人，最近接受《WIPO杂志》采访，分
享了她对视频游戏行业未来的看法，以及知识
产权在其日常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王佳是腾
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罗奥多办事处的技术
服务中心副总监。

请介绍一下您在腾讯游戏的职责。

我是北美团队技术服务中心的副总监，这个团
队隶属于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我的团队从事
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功能等先进技术的工作。

腾讯、视频游戏、元宇
宙和多样性：局内人的
观点
凯瑟琳·朱厄尔，产权组织信息和数字外联司

王佳（上图）解释说，腾讯将元宇宙视为“超
数字现实”的一部分，“超数字现实”这一概念
将数字世界与现实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混合的
体验，将使人们与虚拟世界的联系更加深入。

图
：
C
o
ur
te
sy

 o
f T

en
ce

nt
 

https://www.wipo.int/about-ip/en/
https://www.wipo.int/about-i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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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职责是优化游戏体验，确保一切工作顺
利进行，以便玩家能够享受游戏。

您是怎样进入游戏行业的？

我第一次接触视频游戏是在本科学习计算机
科学期间。在我的第一批项目里，有一个项目
是创建一款游戏。但是，我对游戏的热情是在
入职King公司（《糖果传奇》的创造者）之后才
真正迸发的，当时我作为数据科学家，与一个
很有创意的团队在斯德哥尔摩办事处工作。现
在，我无法想象在任何其他部门工作。游戏方面
的工作充满乐趣，无论是在职业方面还是在社
交方面。我和一个杰出的团队共事，为人们的生
活带来欢声笑语。

作为游戏行业的女性，您遇到过哪些挑战？

女性在所有部门都面临着诸多挑战。在游戏行
业，我们绝对是少数。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情况
正在改变。在腾讯美国，有许多女性担任领导职
务，而且人们强烈觉得女性可以在这里获得成
功。腾讯公司对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承诺是它成
为一个伟大工作场所的原因之一。这个行业的
好处是，它需要许多不同的技能组合，有设计者、
创作者、产品和项目经理、开发人员、数据科学
家等角色。这为每个人创造了很多机会。2020年，
为了在腾讯美国践行“言行一致”的理念，我们
成立了多元、平等与包容（DEI）小组。它致力于
在公司内部强化这些价值观，并不断提高对我
们所有人的无意识偏见的认识。

您如何看待全球视频游戏格局的演变？

由于新技术不断涌现，视频游戏的格局正在发
生迅速变化。早些年，人们在游戏机或个人电脑
上玩游戏。当智能手机和其他便携式设备进入市

场时，视频游戏才真正腾飞。这一点，以及免费
游戏模式的推出，真正促进了游戏的普及，推
动了增长。如今，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和人工智
能等技术正在改变人们与技术互动的方式，并
为更多沉浸式游戏体验创造了机会。这反过来
又为游戏工作室创造了机会，使它们开发出更
多创新和创造性的游戏玩法，供人们享受。这
也意味着它们可以在多个平台上发行游戏。而
这对玩家来说是很好的消息！

您认为游戏行业将如何发展？

游戏行业将继续发展，因为随着技术的改进，我
们可以做有趣的新鲜事。每个玩家都想找到自
己青睐的游戏，这推动了创新，并且随着新受众
进入游戏世界，新游戏类型也随之发展。时下
的重点是更好地了解受众，向他/她们提供想
要的游戏。我们确实生活在视频游戏的“黄金
时代”。得益于优秀的故事、新的游戏玩法和下
一代技术，这个行业正在蓬勃发展。而且，还有
更多东西即将到来。

腾讯与世界各地的许多公司开展合作，目标
是创造一个全球游戏世界，支持那些公司取
得成功。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游戏是个光
鲜诱人的行业，它同时还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
是数亿人的主要娱乐来源。它也有巨大的潜力，
促进其他社会需求领域的创新和创造性解决
方案的发展。全球游戏行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能够置身其中，令人倍感振奋。

那么元宇宙呢？

尽管人们对所谓的元宇宙津津乐道，但目前还
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将来如何演变。在腾讯，
我们认为它是“超数字现实”的一部分，超数
字现实是一个将数字世界与现实相结合以创

https://www.tencent.com/en-us/esg/social/diversity-equity-inclusion.html
https://www.wipo.int/about-ip/en/frontier_technologies/ai_and_ip.html
https://www.wipo.int/about-ip/en/frontier_technologies/ai_and_i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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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混合体验的概念。它将为人们提供实时的沉浸式体
验，并允许人们与虚拟世界更深入地联系，在虚拟世界
和现实世界之间无缝切换。它将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推
动可能性的边界。我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创意格局正在
形成。这令人无比激动。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在游戏行业中发挥着什么作用？

对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使用有各种方式。例如，它们
使艺术家更容易更快速地创造景观。它们还能确保我
们创造的角色的动作栩栩如生，从而使动画显得更真
实。大量的投资正用于开发技术，将“现实世界的感觉”
嵌入到虚拟世界中，以便人们与虚拟世界建立更强的
情感联系，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正如我刚才所说，我
的团队正在研究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功能等先进技术，
将这些技术带到全球市场，并帮助其他游戏工作室，包
括新进入市场的公司实现梦想，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

“大量的投资正用于开发技术，将‘现实世界的感觉’嵌
入到虚拟世界中，以便人们与虚拟世界建立更强的情感
联系，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王佳解释说。

“我们确实生
活 在 视 频 游
戏的‘黄金时
代’[……]而且，
还有更多东西
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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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纯粹的娱乐，游戏还有什么作用？

“科技向善”是整个腾讯公司的核心理念。在
这个领域有很多创新工作。游戏技术也被用于
开发各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小应用。例如，视
频游戏是保护历史和文化文物并使它们为每
个人所接触的有效方式。2018年，腾讯开发了一
种超酷的三维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重建中国长
城等古老的建筑结构，使用户能够以原始的、本
初的形式探索这些结构。它们所能达到的细节
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其他应用正在开发中，以用于医疗保健环境。最
近的一个例子是筛查儿童眼疾的智能视力检测。
它是由腾讯领先的游戏工作室——光子工作室
群，与中国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ZOC）合
作开发的。在检测过程中，孩子们观看一段两
分钟的视频，参与到拯救小海龟的任务中。这
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要求孩子们将目光集中在
搜索海龟蛋的聚光灯上。检测在五分钟内完
成，比传统的眼科检测快90%，并为孩子们上

了一节环境保护课。

开发一款游戏需要多长时间，怎样才能成为
一款成功的游戏？

开发和推出一款成功的游戏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从设计角度看，一款成功的游戏能够让人无需
支付任何费用就可以玩起来。在游戏的某个阶
段，人们可以作出购买游戏或解锁游戏情节的
选择，但选不选由玩家本人来定。

在我们的游戏中，我们经常提供“皮肤”——一
种玩家可以通过购买来改变游戏中角色外貌
的图形下载选项。人们通常想不到的是，制作

这些漂亮的“皮肤”是一个昂贵而漫长的创作
过程，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

知识产权在您的日常工作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在腾讯内部，大家都认识到知识产权对我们业
务的重要性。腾讯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并认识
到知识产权在为游戏和我们其他业务领域创
造更有生机、更有创造力的生态系统方面所
发挥的作用。游戏既是创意产品，也是技术产
品，而知识产权可以保护这两个方面。我们开
发的游戏中含有很多知识产权，从实现和丰富
用户体验的技术机制到我们创造的故事情节和
英雄，不一而足。

游戏开发涉及与各方面的合作伙伴共事。每
个人在游戏行业中负责不同的元素。我的团队
深知，要对知识产权保持敏感，因为它代表着
公司和合作伙伴的重要商业利益。应该做什
么，何时做，我们都有明确的指南。我们确保
合作伙伴知道，虽然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是
优先事项，但我们承认它们也需要保护它们
自己的成果。在讨论一个项目时，我们总是澄
清知识产权的界限，以确保不会越界。这成了
条件反射。它确保每个人的知识产权都得到尊
重。但重要的是，要在保护知识产权和支持创
作过程之间达成平衡，因为一起讨论想法会激
发更多的创造力。

您对那些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有什么 
建议？

追随心之所向。游戏行业充满了激情，有很多有
趣的人怀着同样的梦想。大多数人为了薪水而工
作，但在腾讯，更多的人是为了实现梦想而工作。

https://www.tencent.com/en-us/articles/22014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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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前沿：非洲
先锋设计师关注
奢侈品牌市场
保罗·欧蒙迪，自由撰稿人

泰博·巴卡尔的
吸睛时尚单品用
流行的色彩、复
杂的剪裁和细节
来彰显个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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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泰博·巴卡尔的同名时装屋正在步入国际时装舞台和高端商店，让
人难以想象它卑微的莫桑比克渊源。Taibo Bacar是非洲的前卫时装屋之
一，以富有想象力的高级快时尚产品组合而闻名。该品牌的吸睛时尚单品
用流行的色彩、复杂的剪裁和细节来彰显个性，赢得了无数奖项，并将
品牌推向国际舞台。作为行业的开拓者，这个先锋时尚品牌是第一个在
2010年米兰时装周上亮相的非洲品牌。

起步

Taibo Bacar在成为时装品牌之前是设计师泰博·巴卡尔的名字。泰博·巴
卡尔第一次涉足时装是受到身为裁缝的母亲的启发。2006年，当他在一
场时装秀上邂逅模特塔蒂亚娜·伊斯梅尔时，就注定了这位设计师终将
踏上前往时尚殿堂的征途。三年后，这次偶遇修成正果，一个欣欣向荣
的企业也就是Taibo Bacar品牌创立了。

塔蒂亚娜·伊斯梅尔是时尚界的业内人士，对这一行的经营有全球经验，
这使她成为设计师泰博·巴卡尔的理想商业搭档。伊斯梅尔负责处理业
务，而设计师巴卡尔则负责把想象力变成创意。Taibo Bacar作为一个品
牌，旨在与客户形成一种私人联系。

“从构思我们的想法或主题到生产过程，我们都在用心设计。我们希望
在个人层面上与客户建立联系。这就是我们对工作的热情和感情，”伊
斯梅尔说。

这种理念使Taibo Bacar品牌走上了另一条开拓性的创业之路，因为该
公司正努力在优雅的时尚、光鲜的杂志之外，开拓利基奢侈品牌市场
以补充其时尚业务。

“这就是多样性。我们未来有很多项目，这些项目的灵感来自于我们过
去12年的工作，尽管它们并不都与时尚相关，”巴卡尔在评论公司向纯
奢侈品市场扩张的计划时表示。

知识产权挑战

但事情并非总是尽如人意，特别是在一个刚进入时尚界的国家，公众对
于尊重创造者和发明人的成果为何如此重要并不是很理解。

https://www.taibobac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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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保护知识产权通常是非常困难的，对于
时尚等创意产业就更难，而在没有很好地界定时
尚业的莫桑比克，更是难上加难，”伊斯梅尔说。

伊斯梅尔指出，在莫桑比克，就像在非洲大部分
地区一样，需要开展更多工作来教育公众了解
知识产权，以确保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商业资产
得到认真对待。

虽然Taibo Bacar品牌及其相关的徽标和图像都
已注册为商标，但这些权利的法律保护往往难
以实施。伊斯梅尔认为这是公司在行业发展过
程中必须承受的负担，并指出，虽然注册商标权
是支持未来业务增长的重要步骤，但这不足以
阻止侵权行为的发生。

“企业和个人哪怕拥有专利、版权和商标，也必
须不断应对被他人盗用品牌并从其作品中获
利的挑战，”她说。

这种挑战是泰博·巴卡尔再熟悉不过的真实威
胁，他曾经历过Taibo Bacar徽标被仿冒，T恤衫
被造假者假冒。这一挑战往往因复杂繁琐的法
律环境而变得更加棘手，使许多创作者对法律
行动望而却步，无法寻求补救。

“如果人们压根不知道所做的事情是非法的，那
怎么可能理解尊重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呢？”巴
卡尔问道。“培养知识产权意识的宣传活动不
应该仅针对发明人和创造者，还需要针对消
费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并与我们的品牌打交道
的普通公众。”

对于一个开创性的时尚企业来说，这是一种
困难的处境，而过时的知识产权法也无济于

事，这些法律在起草时并没有预见到像Taibo 
Bacar这样的时尚企业或数字时代带来的挑
战。如何应对新兴知识产权挑战以及去哪里
寻求帮助的不确定性也让行业参与者茫然无
措。然而，在莫桑比克以外，比如南非这样较
为成熟的经济体，Taibo Bacar品牌变得很强
大，情况要好得多。“我们知道，要创出国际
名牌，就需要在多个国家奠定知识产权基础。
值得庆幸的是，南非有更健全的知识产权法
律，那里的律师也更熟悉知识产权问题，”这
位设计师补充说。

随着Taibo Bacar品牌获得全球认可并打入国
际市场，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公司的当务之急。
这就是为什么公司决定成立一个部门来处理
所有的知识产权事务，以便让巴卡尔和伊斯梅
尔腾出手来，专注于创造、生产和销售商品等
日常业务。

目前，Taibo Bacar的商标组合包括徽标、品牌
名称和图形。在莫桑比克，该公司已经用商标
权保护了10个反映品牌变迁的徽标。公司在南
非也有四个注册徽标，并在考虑为一些方法和
产品申请专利，但这样做的成本对公司仍是挑
战，而预期的专利能否经得住法律挑战，这种
不确定性也令人挠头。

“专利是非常昂贵的。我们接触过的律师都建议
我们谨慎行事，因为如果有人想出我们创新和
产品的变种，我们必须能够捍卫自己的创新和
产品，”伊斯梅尔解释说。

尽管有这些挑战，这位设计师仍然希望保护
Taibo Bacar品牌的独特创作和设计。这包括主
要涉及手袋和皮带的整个皮具系列。

https://www.wipo.int/about-ip/zh/
https://www.wipo.int/trademarks/zh/
https://www.wipo.int/patents/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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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博·巴卡尔的创造力深植
于他的非洲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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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利用我
们的传统知识，
展示我们在非
洲可以做出的
美丽作品，我
们也为自己开
启了跨越国界
的机会。”

泰博·巴卡尔

泰博·巴卡尔（上图）呼吁非洲设计师向外看，
分享非洲大陆的文化遗产。

携手创意

时尚本质上是一种合作，它经常把摄影师、摄像师、模特、电影制作人、
珠宝商，甚至是软件开发人员聚集在一起。泰博·巴卡尔理解这有时会
带来挑战，因为创作者必须披露或交换自己的知识产权以便合作。这
就是为什么创作者对知识产权的了解如此重要。

“合作往往给我们带来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达成交易之前非常重
视签署合同或保密协议，”巴卡尔解释说。

他指出，这种行动在涉及摄影时至关重要，因为不及时发布图片会危及
宣传活动，尤其是现在连模特都在用手机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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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展活动时，图片在活动前不得在任何平台上发布。摄影是我们业务的重
要环节，我们必须在每个阶段——从拍摄、编辑到设计阶段——都实施控制，因
为这是拿我们的业务、声誉和品牌去冒险。我们有非常严格的合同来指导委托业
务和摄影师的知识产权，”巴卡尔解释说。他补充道，公司承诺尊重摄影师的知
识产权，确保摄影师的作品在被第三方（如杂志）使用时有适当的署名。当涉及
到管理模特及其拍摄的照片时，这个问题就没有那么严重，因为通常公司是根
据与国际模特公司签订的非常具体的合同工作的。

全球化的优势

泰博是全球化的拥护者。他对非洲设计师的建议是向外看，不要再过度保护非
洲大陆的文化遗产。

“我们需要拥抱全球化，并认识到我们不可能期望严守自己的遗产却要从其他
文化中获益。通过向世界提供我们的传统知识和资产，展示我们在非洲可以做
出的美丽作品，我们也为自己开启了跨越国界的机会，”巴卡尔说。

他的论据是经验之谈。在2012年约翰内斯堡的非洲时装周上，他因创造性地使
用了色彩丰富的莫桑比克卡普兰纳（capulana）传统面料而赢得了年度新锐设计
师奖，由此获得千载难逢的邀请，在意大利罗马与100多位世界知名设计师会面。

巴卡尔认为非洲不会总是游走于时尚业的末端，他希望这个行业能够成熟壮大，
发展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面料制造部门。目前，该公司正在全球范围内在线销售
其设计，并在莫桑比克和南非设有商店。2019年，公司通过设在南非的特许经营
企业，准备实施扩大计划，但由于COVID-19的原因，不得不搁置。然而，公司的
设计仍然由几个零售商库存，以服务于南非市场。

结语

这位设计师建议有抱负的年轻非洲设计师创立品牌和业务，不要被名气或出名
所迷惑。

“问题是，这些年轻的创作者大多想成为设计师，但并不明白重点应该是创立
品牌。这意味着他/她们必须在一个从事营利业务的公司框架内开展工作，而
不是依托个人。”

以上建议来自泰博·巴卡尔在亲身创业历程中的知识和经验。这也是这位设计师
脱颖而出、与众不同的原因。

https://sierraexpressmedia.com/?p=49380
https://sierraexpressmedia.com/?p=49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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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农业技术初创公
司将养殖场管理数字
化，为养殖户和可持
续性带来红利 

莫妮卡·米利奥·佩德罗萨，自由撰稿人



21WIPO杂志

图
: D

an
ie
l Q

ui
ce

no
  /

 U
ns

p
la
sh



22 2022年12月

根据全国农业和畜牧业联合会（CNA）的一份报告，巴西农业企业在2021
年1月至10月创造了1,024亿美元的出口额。根据开放式创新平台Distrito 
Mining的AgTech 2021年报，对巴西农业技术初创公司的投资遵循同样
的增长趋势，自2009年以来已超过1.6亿美元。JetBov是这些农业技术
初创公司之一，由小希斯托·阿尔维斯·索萨于2014年创立，为巴西各地
2,700多个肉牛养殖场提供技术管理解决方案。

JetBov的平台和应用程序使养殖户能够更有效地跟踪牛的体重、健康
和繁殖情况。数据通过JetBov应用程序收集，然后同步到云平台，为优
化养殖场的管理生成有用信息。通过算法和机器学习，该平台还可以对
预测的场景进行模拟，协助管理人员做出决策。

JetBov将其软件作为一种服务来提供，通过数字营销渠道进行推广，这
表明需要一个有效的品牌战略。小希斯托·阿尔维斯·索萨在2016年才了
解到注册JetBov商标的重要性，那时他的公司成立两年左右，他参加了
巴西小微企业服务局（SEBRAE）的培训课程。

在向国家工业产权局（INPI）提交了商标注册申请后，小希斯托·阿尔维
斯·索萨惊讶地收到了法院的通知，要求JetBov更改徽标。“我们在推出
网站时，曾做了大量的调查来选择和定义JetBov这个名字，但我们没太
注意徽标中使用的图形，无意中选择了一个与某驰名商标非常近似的标
志。痛定思痛，我们意识到从一开始就关注品牌的各个方面是多么重
要，”阿尔维斯·索萨解释说。

你是怎么想到创建JetBov的？

我有一个工商管理学位，方向是对外贸易。1996年，我开始了职业生涯，
在DataSul公司担任软件开发人员。当时，它是巴西最专业的软件公司
之一，在企业资源规划市场运作。我作为DataSul旗下一家公司的合伙人
做了几年的商业咨询后，成立了自己的咨询、项目和流程管理及战略规
划公司，并从2003年工作到2014年。2014年，我创办了JetBov。灵感来自
于我妻子的家庭。她是一名兽医，家里有养殖场，养着肉牛。去她家拜访
时，我注意到养殖场管理流程是手工操作的，而且她家在组织、控制和
管理养殖场时面临许多困难。我看到了一个使用技术来优化流程的机会。

你是怎样开发JetBov服务的？

最初，我们了解到有必要收集基本数据。养殖场的人都是用装在口袋里
的小本子记事。因此，我用了2014年整年的时间来了解家庭养殖场的日
常需求和关注。2015年，我们开发了解决方案并验证了JetBov原型。然

https://cnabrasil.org.br/noticias/agro-fecha-outubro-com-exportacoes-de-us-8-8-bilhoes
https://www.udop.com.br/u_apoio_cursos/2021/21367/MiningReport_Agtech2021.pdf
http://www.inpi.gov.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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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们开始通过网站，销售该应用程序的订阅，起价是每月90巴西雷
亚尔（约合15美元）。

哪些类型的养殖场使用JetBov？

该服务适用于任何规模的肉牛养殖场。我们开发的是一种便于用户使用
的管理方法，帮助养殖户采用有助于对家畜进行跟踪的做法。第一步是
使用射频耳标来识别每头家畜。这项技术正在迅速推广，有利于自动收
集数据，例如，可以跟踪每头家畜的体重、健康和疫苗状况。数据被输
入到可离线操作的应用程序中。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许多养殖场在田间
没有网络。在某些时候，养殖户会连接到互联网，将应用程序与JetBov

用JetBov的应用程序收集的数据使养殖户能
够跟踪牛群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同时也为
管理者提供了养殖场现金流、田地和土地使
用数据的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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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云平台同步。养殖户可以在养殖场总部或在镇上连网，
这取决于现场的基础设施。我们平台的算法对数据进行
分析，并将数据转换为一种格式，使管理人员能够详细

了解每头家畜的表现和盈利能力，做出符合业务最佳利
益的畜牧业决策。

JetBov还为养殖户提供哪些其他信息？

当我们在云端处理应用程序收集的数据时，养殖户可以
跟踪牛群在养殖场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从繁殖、育肥
到销售。这些信息为管理者提供了养殖场现金流的概况、
田间数据和土地使用的细节。

我们的计划之一可以为用户提供牧场的卫星成像，使
管理人员能够就土地的密集放牧程度做出更好的决定。
该平台使管理人员能够在结构化信息的基础上，更迅速、
更有信心地做出决策。

“关注徽标的
所有方面，与
搜索企业名称
并确保可用性
一样重要。”

2021年，在巴西面向技术创新农业企业举行
的规模最大的AgroBIT Brasil活动上，JetBov
被智能养殖场Mapa Conecta评为三个最佳
创业公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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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tBov是如何使养殖场更具有可持续性的？

我们的技术帮助养殖户提高生产力和利润，同
时，通过优化土地使用，使养殖户得以调节给定
区域的养殖密度，帮助使肉牛养殖业更加可持
续。2021年，在巴西面向技术创新农业企业举
行的规模最大的AgroBIT Brasil活动上，我们被
Smart Farm Mapa Contecta评为三个最佳创业
公司之一。我们也是Thrive Latam挑战赛选中的
三家公司之一，获得了“人民选择奖”。

你是在什么时候注册的商标？

2016年初，我们开始将服务投入商业化，我和
两个合伙人参加了由小微企业服务局为公司创
始人和经理举办的Startup SC培训项目，由此了
解了知识产权和商标注册。由于我们完全通过
数字营销来推广服务，因此深知注册JetBov商
标以保护品牌是非常必要的。2015年我们推出
网站时曾在互联网上搜索，想看看JetBov域名
在Nic.br（Ponto BR信息和协调中心，与巴西的
互联网指导委员会相联系）上是否可用，并在
主要社交网络上创建了帐户。但直到参加了小
微企业服务局的课程后，我们才明白注册商
标的重要性。

商标注册的过程顺利吗？

我们通过与ACE Startups合作，对品牌进行了
注册，ACE Startups是一家位于圣保罗的加速
器，为其生态系统中的初创企业提供法律咨询
服务。法律办公室于2017年在向国家工业产权
局提出申请，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我们收到一
家从事能量饮料业务的知名品牌发来的法庭
通知，声称我们不能使用JetBov徽标，因为与
它家的徽标太近似。

然后呢？

我们决定更改徽标。事实上，这个过程很有趣，
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在推出网站时对公
司名称进行了充分的搜索，但没有对用于徽标的
图形给予足够的重视。结果，我们无意中使用了
与驰名商标相似的图形。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
教训，也是对其他创业新手的警示。密切关注
徽标的所有方面，与搜索企业名称并确保可用
性一样重要。2018年，我们经历了SP Ventures
的新一轮投资，它们提出的问题之一是我们的
商标是否在国家工业产权局进行了注册。商标
注册不一定是它们作出投资决定的先决条件，
但起到了一定作用，并强调了在这个过程中领
先一步的重要性。

JetBov是否打算进入任何其他市场？

我们在安哥拉、玻利维亚、莫桑比克、巴拉
圭和乌拉圭都有客户。客户在互联网上找
到我们并雇用。我们将在某个时候走向国际，
但目前的重点还是巴西市场。它是世界上最
大的市场之一，所以我们在国内仍有很大的
扩展空间。

你们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如何看待这个平台
的发展？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规模每年都在翻番，并计
划继续以这种速度增长。公司目前有47名员工。
关于平台，我们正投资于通过算法和机器学习
将数据转化为情报，因为饲养肉牛涉及的变量
数量巨大。这一阶段的工作还包括合并养殖场
信息和市场数据。未来，我们计划与其他平台和
商业模式整合，为客户带来更大的价值，使客户
更方便地购买和销售产品并获得信贷。

https://conexaoagro.com.br/2021/11/09/13-startups-do-agro-disputam-premio-da-smart-farm-mapa-conecta/
https://thriveagrifood.com/latam-challenge/
https://www.startupsc.com.br/programa-de-capacitacao-startup-sc/
https://www.wipo.int/about-ip/zh/
https://www.wipo.int/trademarks/zh/
https://www.wipo.int/trademarks/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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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我们看到世界上一些地区以极快的
速度开发疫苗。但在非洲，这场大流行病突出表明亟需在非洲
大陆建设开发和生产急需疫苗的能力。这是非洲疫苗制造倡议

（AVMI）在10多年里一直倡导的事情。在接受《WIPO杂志》涉
猎很广泛的采访时，AVMI执行主任兼联合创始人帕特里克·蒂
普（也是南非生物制药公司Biovac的科学创新主管）解释了非
洲的疫苗独立为何如此重要。

为什么非洲必须专注于疫苗的开发和生产？

在COVID期间，我们看到，非洲处于队尾，尽管有像COVAX这
样的项目，但由于多种原因而未能达到预期。确保供应的最佳
方式是自行生产。然后你就可以完全控制，可以决定何时生产，
生产多少，向哪些市场供应。

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要有更加多样化的全球疫苗供应链，
这样我们就不会过度依赖欧洲、印度和美国，从而面临它们会
钳制疫苗出口的风险。这些都是在非洲建设疫苗生产能力的
关键原因。

在非洲发展一个可持续的疫苗生产生态系统需要什么？

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生态系统还未建成？AVMI大声疾呼在非
洲建设疫苗生产能力已有一段时间。这个挑战不仅仅是以有竞
争力的价格获得货物，它更多地涉及我们卫生系统的韧性。政
府总是不得不管理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虽然政府并不否认发
生了大流行病，但它不那么相信大流行病是一种直接威胁。而我
们却知道问题的答案！

为什么疫苗独立对
非洲如此重要
凯瑟琳·朱厄尔，产权组织信息和数字外联司

https://www.biovac.co.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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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在大流行病之前，用于婴儿免疫的常规疫苗供应是有保障
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这方面做得特
别好，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60%的疫苗制剂提供给非洲。
但在大流行病期间，完全依赖外部供源的COVID-19疫苗的脆
弱性就充分暴露出来。

中国、欧洲、印度和美国具备应对大流行病和生产COVID-19疫
苗的良好条件，因为它们有正常运行的设施，每天都在生产常规
疫苗。具备了生产设施、劳动力、质量和监管审批制度，它们可
以更改业务目标并扩大业务，以相对容易的方式生产COVID-19
疫苗。这就是难题所在。如果不建设常规疫苗生产能力，你将永
远无法为大流行病做好准备。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在非洲针对常
规疫苗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疫苗生产生态系统。

COVID-19大流行突出表明亟需在非洲大陆建
设开发和生产急需疫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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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否有必要改变非洲现有的疫苗采购制度？

是的，当然。这可以归结为简单的经济学问题。一家公司要想持续发展，
就需要赚取利润以支付各种经常支出并维持运营。为了创造利润，它需
要销售产品，而为了销售产品，它需要有市场。目前，非洲使用的疫苗只
有不到百分之一是在非洲生产的。只有大约10个国家自行采购疫苗；其
他国家则依靠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因此，我们需

“如果不建设常规疫苗生产能力，你将永远无法为大流行
病做好准备。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在非洲针对常规疫苗建
立一个可持续的疫苗生产生态系统，”帕特里克·蒂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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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三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一是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和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在非洲疫苗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二是有哪些国家依赖全球疫苗免
疫联盟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三是有哪些国家自行采购疫苗。

自行采购疫苗的国家需要实施连贯的战略，并以完全一致的内部政策
为基础，支持当地的疫苗生产。这是一个挑战，因为不同的政府部门有
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但它们需要协调各自的工作来支持当地的疫苗
生产。尚未实现自行生产的国家需要向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表明，它们
希望自己所用的疫苗来自非洲供应商，当这些供应商具备疫苗生产能
力的时候。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最近发布的白皮书介绍了它在塑造非洲
疫苗市场方面可以和应该发挥的作用。这是一个重大进展。因此，事情
正在向正确的方向转变。

非洲是否有疫苗生产商有能力进行端到端疫苗生产？

非洲的疫苗生产商当然需要进行端到端生产。生产疫苗的大多数新举
措和投资都是在药物产品、灌装和完成方面。这需要较少的专业知识，
而且可以更容易、更快地实现。这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但我们需要继续
投入时间、精力和资金来建设上游药物物质的生产能力，并以我们目前
在非洲拥有的非常有限的药物物质能力为基础进行扩展。例如，达喀尔
的巴斯德研究所（IPD）是黄热病疫苗的端到端生产商。药物物质的生
产也会产生更多的经济价值，并注入到可持续发展的等式中。Biovac
和其他公司有计划建设药物物质生产能力，但我希望看到疫苗产品的
开发能力也包括在内。因为当你知道如何开发产品时，你就拥有了产品，
对产品有了充分的决策控制。

技术转让伙伴关系在建设非洲的疫苗生产能力方面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技术转让伙伴关系是我们加快能力建设的最佳机制。它们使皮球朝着
正确的方向滚动，并能帮助建设产品开发能力。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
它能充实疫苗生产管道，能产生科学知识，能增进对技术及产品的了解。

非洲的疫苗生产商在生产成本方面有竞争力吗？

这是个关键问题！答案是，和生产数百万剂疫苗的成熟竞争对手所享有
的规模经济相比，非洲根本无力竞争。许多这些成熟企业已经经营几十
年，有的企业已将资本投资摊销数倍。非洲初创企业的成本与设在诸如
印度或中国的成熟生产商的成本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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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asteur-network.org/en/members/african-region/institut-pasteur-de-dakar/
https://pasteur-network.org/en/members/african-region/institut-pasteur-de-dakar/
https://www.wipo.int/technology-transfer/en/agreem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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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在哪里？

我们必须对购买的疫苗实行所谓的“韧性溢价”，并将溢价投资
于发展非洲的疫苗生产基础设施。这将使非洲疫苗生产商有机
会成为全球疫苗供应链的一部分。

那么，如何才能提高非洲的疫苗研发能力？

我们需要从头开始工作，与Biovac（南非）、Innovative Biotech 
（尼日利亚）等其他具有成熟疫苗研发能力的公司合作，查明

它们正在开展的具体项目，并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和技术专长，
以推动其完成。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到结果，但最终
的能力会更强。

您对2022年7月世贸组织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TRIPS
豁免怎么看？

在特定的大流行病条件下，这将对获取疫苗产生巨大影响。但
是，加速获取知识是显著改变疫苗生产能力建设的关键。而这
需要相互的技术转让伙伴关系，这并不容易。以转让mRNA技
术为例，这不是简单地让莫德纳或BioNTech同意帮助BIOVAC
生产疫苗，而是需要这几家公司相对较小的一组研究人员集中
精力，夜以继日地工作，推出第一个产品。因此，从根本上讲，即
使它们愿意分享技术，也没法派人到非洲或其他地方去传授技
术。只是随着这些团队和生产业务的扩大，这才成为一种选择。
因此，这些就是我们在大流行病背景下的技术转让伙伴关系中
必须处理的一些现实问题。

知识产权在建设有效的药品生产能力方面发挥着什么作用？

知识产权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有知识产权法律和
所有权，才有投资研发的动力，而研发的风险是巨大的。没有知
识产权，这种投资就会枯竭。投资方、生产商和开发商拿自己的
时间、努力和金钱去冒险，如果不保护由此产生的回报，我不知
道怎么可能去激励它们。

“目前，非
洲使用的
疫苗只有
不到百分之
一是在非洲
生产的。”

https://www.wipo.int/about-ip/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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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看来，在过去12个月中，疫苗开发方面的
明显进展是什么？

我们已经看到，必要时，我们可以以前所未见
的方式，迎难而上，携手工作。我们已经看到，
在完全不影响产品安全性或质量的情况下，以
加速的方式开展工作是可能的。但我们也知
道，人性就是人性，将永远受到自我利益的支
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制度，使
非洲的疫苗独立。

请介绍一下世卫组织mRNA技术中心的情况。

该中心是世卫组织建立多边技术转让平台的独
特举措。其目的是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建
设生产mRNA疫苗的能力。该中心设在南非开
普敦的Afrigen公司，由Afrigen、南非医学研究
委员会（SAMRC）和南非的高校团体（提供研
究）以及第一个Biovac分中心组成。Afrigen负
责启动技术，Biovac负责确保技术的规模化采
用，并将为第三阶段的临床试验生产材料。一
旦该中心确定了技术并验证其有效性，它将与
世卫组织选定的非洲、印度和拉丁美洲等其
他中低收入国家中的多个合作伙伴（或分中心）
分享。其目的是在这些国家本地开发和生产疫
苗。该中心寻求解决几乎普遍存在的获取技术
的挑战。然而，每家公司自行决定如何在商业
上利用从该中心获取的技术。

市场准入和政策如何支持非洲的可持续疫苗
生产？

市场准入需要通过政策来形成，这些政策必须
能够激励非洲的投资并提高疫苗生产能力。没有
这些政策，建设可持续的生产能力就无从谈起。

还要多久才能看到真正的具体成果？

具体成果已经出现。我们看到Aspen公司生产出
了疫苗。Biovac与辉瑞公司合作，刚刚做出第一
批mRNA示范疫苗。我们有望在几个月内获得监
管部门的批准，并将在2023年开始生产mRNA
疫苗。Biovac也为赛诺菲公司生产六价（六合一）
疫苗。我们在埃及、摩洛哥和塞内加尔都有活
动，并在其他国家，如加纳和肯尼亚，落实计划。

您认为最近成立的非洲药品管理局（AMA）
将产生什么影响？

它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如果随着时
间的推移，它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可靠的泛非监
管机构，成为非洲药品审批的一站式服务机构。
我们还可以预期，经AMA授权的疫苗将来也
会被世界其他地区接受。

给政策制定者的一句话？

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你希望看到事情在未来如何发展？

正如纳尔逊·曼德拉所说，“事成之前，总是看起
来不太可能。”在COVID-19之前，很难说服任何
人认真关注在非洲建设疫苗生产能力。现在的
关键是能以多快的速度做到，能做多好——谢
天谢地！我希望看到有一天，我们会问下一步
要做什么？这就是我们需要看到的范式转变，
这样，世界不仅会向欧洲、印度和美国寻求疫
苗，也会向非洲寻求疫苗。非洲有潜力在为全
球疫苗生产供应链作出贡献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https://www.samrc.ac.za/
https://www.samrc.ac.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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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十年里，消费者对“环保”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气候变
化及其影响——前所未有的海啸和飓风、失控的野火、洪水和山体滑坡、
干旱和炙热的高温，正在推动对可持续生产和能够以不危害环境的方式
使用商品的需求。电通国际和微软广告公司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超过
90%的消费者对致力于并且能证明自己将可持续性作为重中之重的品牌
感兴趣。该研究进一步指出，未将此作为战略来落实的公司将在接下来
的几年遭遇消费者抵制。其他研究显示，50%以上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
消费者如今愿意为此类商品支付更多。提供绿色商品可对业务大有裨益。

由于具有吸引消费者的潜力，公司已通过多种方式接受绿色营销。其中
包括采用暗示绿色的品牌名称；使用可持续、可堆肥、绿色、有机、生态、
零影响和自然等字眼；在广告中使用美丽的山川、海洋和森林的光面照
片作为背景；广告字体和文字使用绿色色系；以及宣称其产品带来的环
境效益。不过，消费者对此类营销持怀疑态度，除非公司能够透明地展
示做出这种声明的事实依据。同样重要的是，虚假或无事实依据的绿
色营销声明会引起监管机构、立法者和潜在诉讼人（如竞争对手、客户
或消费者监察机构）的注意。

以正确的方式走向绿色

首先，作为成功绿色营销者的公司通常在商业运营中纳入可持续性。例
如，它们做出减少环境影响的明确、可衡量的承诺，进行公开报告并且
能够经外部核查。透明度是关键。声明必须有事实支撑，且对消费者
而言有意义或为实质性的。

第二，成功的绿色营销者不会夸大其可持续性影响，这与上一条相辅相成。
对特定产品做出具体声明的公司，如果不使用过于宽泛的措辞，而认真
限定并以可靠的数据支撑，则更可能使消费者确信这些声明合法正当。

绿色商标和漂绿风险
凯瑟琳·帕克，商标战略倡议负责人，
美国康涅狄格州

https://about.ads.microsoft.com/en-us/insights/g/the-rise-of-sustainable-media
https://www.cnbc.com/2021/08/10/the-environment-is-gen-zs-no-1-concern-but-beware-of-greenwash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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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成功的绿色营销者会避免虽严格意义上真实、但却有误导性的
环境声明。例如，声称一个炼油厂的排放量减少，而99%的业务继续
向环境排放污染物，这样微不足道的益处并未实质性地改变炼油厂业
务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客户对在履行环境承诺方面拥有经证实的记录的品牌十分忠诚。例如，女
装品牌Eileen Fisher®拥有一心一意的消费群，赞赏该品牌的可持续性承诺。
并且这点显而易见，因为该公司会回收旧衣物并循环利用制成新的商品。

当心绿色光泽——漂绿的危害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绿色指南》和欧盟“不公平商业行为”指令中
制定的准则对误导性信息的构成提供了明确指导。在这两个机制下，使
用“可持续”“绿色”“生态”等模糊的措辞，如果为虚假或误导性，均不
被接受。此外，声明需由明确的事实证据支撑并予以限定，以避免夸大
效益。再者，环境效益的声明必须直接针对生产或使用的产品。

监管机构追究违反消费者保护法的公司，同时非政府实体也会追究声
明。竞争对手也可以提起诉讼，受误导的消费者亦然，通常参与消费者
集体诉讼。

消费者对绿色营销持怀疑
态度，除非公司能够透明
地展示绿色声明的事实
依据。此外，虚假或无事实
依据的绿色营销声明会引
起监管机构、立法者和潜
在诉讼人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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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tc.gov/news-events/topics/truth-advertising/green-guides
https://ec.europa.eu/info/law/law-topic/consumer-protection-law/unfair-commercial-practices-law/unfair-commercial-practices-directive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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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意大利一个无先例可循的案件中，法院支持竞争对手
以漂绿为理由提出的虚假广告质疑。该法院维持临时禁令，禁止
被告继续做出模糊、无事实根据的绿色声明。原告Alcantara制
造用于汽车的超细纤维，指控其竞争对手Miko对超细纤维的绿
色性质做虚假声明。法院认为，声明无法核实且为虚假，并下令
立即从Miko的所有广告和网页中移除。法院还命令Miko在公司
网站上公布该院的裁决，为期60天。

消费者集体诉讼可带来潜在杀伤力，食用油制造商Wesson的
案件就是一个例子。Wesson声称其食用油为百分之百“天然”，
但实际上却是由转基因生物（GMO）制成，Wesson食用油的
消费者对此提起了假设性集体诉讼。这场诉讼令人震惊地持
续了八年，最终和解。

那什么构成可起诉的漂绿呢？一个例子是为某物贴上可堆肥
的标签，例如注定被送往垃圾填埋场的垃圾袋，然而它并不会
分解。当基础设施仅支持消除环境危害要求的一小部分回收时，
声称某物可回收（试想塑料制成的水瓶和汽水瓶）也可构成漂绿。
在过去一年里，美国有多起针对可口可乐、Blue Triton Brands 

（生产Poland Spring、Deer Park和其他水品牌）和其他公司的诉
讼，这些公司做出了笼统的可持续性声明，但绝大多数的瓶子最
终被填埋，并未回收利用。这些诉讼由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
等各种环保倡导团体提起。

这种趋势的一个实例是2021年8月环保组织地球岛屿研究所对
Blue Triton提起的诉讼（地球岛屿研究所诉Blue Triton Brands），
认为其可持续性声明违反哥伦比亚特区的具体法律《消费者保
护程序法》，其中禁止使用欺骗性商业做法。被告Blue Triton对
此回应称，其声明是愿望性质且构成吹嘘，因此不可诉。此案
仍在审理中。

尽管公司有时可对此种声明在技术上自圆其说，但消费者很警
觉。随着对真正绿色产品的需求增加，为那些并非真正有益环
境的产品披上绿色外衣势必会适得其反。

2021年1月，欧盟委员会与各国消费者机构合作，就一些消费
者网站的年度清查情况发布了一份报告[PDF]，报告中的网站
被查出违反欧盟消费者保护法。该研究首次重点关注漂绿，并
审视了各种消费产品的绿色声明。它得出结论认为，被清查的

由塑料植物制作的“绿”墙。
随着对真正绿色产品的需
求增加，为那些并非真正
有益环境的产品披上绿色
外衣势必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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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atimes.com/environment/story/2020-02-26/coca-cola-pepsi-other-big-companies-face-plastic-pollution-lawsuit
https://theintercept.com/2022/04/26/plastic-recycling-bottled-water-poland-spring/
https://news.bloomberglaw.com/product-liability-and-toxics-law/deer-park-niagara-water-producers-sued-over-recyclable-claims
https://www.sierraclub.org/
https://casetext.com/case/earth-island-inst-v-bluetriton-brands
https://euipo.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documents/reports/2021_Green_EU_trade_marks/2021_Green_EU_trade_marks_FullR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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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对在履行环境承诺方面拥有
经证实的记录的品牌十分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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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中有42%提供了虚假的欺骗性声明，很可能构成不公平商
业行为的可诉声明。

除执法行动或费用高昂的诉讼威胁外，业务损失是更严重的长
期代价。面对明目张胆的漂绿行为，客户会避而远之。例如，快
速浏览YouTube就会发现由千禧一代或Z世代消费者制作的内容，
警告最糟糕的漂绿者，并嘲弄许多知名品牌。这样的恶名对品牌
来说很糟，可能因推开下一代消费者而使数十年的商誉付诸东
流，而这些消费者愿意为履行环保承诺的品牌花费更多资金。

绿色商标的申请量不断增加

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商品和服务的商标申请量持续增
长。2021年9月，欧洲联盟知识产权局（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

了《绿色欧盟商标报告》，其中通过检索900多个环保和可持续
性相关词汇，如光伏、太阳能、风能和回收，对商标申请进行了
分析。该报告发现，这类商标的数量稳步上升，从1996年欧盟知
识产权局运营第一年的不到1,600件，增至2020年的近16,000件。
此类商标的申请目前占每年所有申请的10%至12%。

不过，专门纳入直接的环境声明的商标，如称产品绿色、可持续
或生态友好的商标申请很可能被驳回。驳回依据通常是由于商
标为描述性，但另一个潜在驳回依据是商标未能发挥商标的功
能。第三个可能的驳回依据是商标具有欺骗性。

描述性驳回分析的是构成商标的文字与所划定商品之间的关
系，所以一目了然。举例而言，美国专利商标局（美国专商局）曾
驳回诸如以下商标的注册：GREEN CEMENT（不破坏环境的水
泥）、GREEN-KEY（环保门卡）、CARBON NEGATIVE FIBER 

（制造用复合材料中使用的天然纤维）、ZERO WASTE TEE（服
装）。欧盟也使用了类似的分析，欧盟知识产权局指南的确明
确指出“生态”和“绿色”等词语，在对标榜环保的商品或服务
使用时为描述性。

https://euipo.europa.eu/ohimportal/en/web/guest/home
https://euipo.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documents/reports/2021_Green_EU_trade_marks/2021_Green_EU_trade_marks_FullR_en.pdf
https://www.wipo.int/madrid/en/how_to/file/fi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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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没有限定的绿色商标可能会被指控漂绿，因为在通常构
成商标的几个字中对声明充分限定本质上不可能。由于漂绿行
为在声明不具体或未经限定的情况下出现，默认情况下，大多
数商标无法通过测试。

有创意的营销人员善于找到方法确定有资格获得保护的商标，
它们暗示而非描述品牌承诺的环境效益。例如，户外生活服装
品牌Patagonia已注册BETTER THAN NEW®等商标来标识消
费品。另一家服装公司Everlane对由回收纺织品制成的商品成
功注册了RECASHMERE®和REWOOL®等商标。

对绿色资格进行认证

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公司可以通过使用证明商标来证实自
己的绿色资格。消费者在做出购买决定时日益依赖证明商标。证
明商标由实体所有，该实体制定标准和检测方法，寻求使用该证
明商标的公司必须达标。例如，海洋管理委员会（MSC）有渔
业认证项目，设有旨在减少捕捞活动对海洋负面影响的严格标
准。这些标准随科学发展而定期更新，寻求认证者必须证明符
合这些标准。MSC证明商标直接用在面向消费者的产品上，以
及由零售商和餐厅使用，以表明带有该商标的海产品和鱼类均
按照这些标准捕捞。

另一个例子是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LEED）证明商标，用于建
筑建造业，标示可持续建筑的最佳做法。LEED认证被视为认证
项目中的黄金标准，用于鉴别可实质性地积极改善环境的建筑
项目，如用水量更少、碳排放降低等。还有许多其他认证，例如
对建筑物可持续性进行评级和认证的BREAM（建筑研究院环境
评估方法），对农场认证的雨林联盟，针对消费者和商业产品的
绿标签，以及对葡萄园和酒庄认证的SIP。

对于设法迅速传达自己对可持续性承诺的品牌而言，将证明商
标与品牌结合使用通常是最佳选择。

https://www.ms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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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和调解：解决标
准化技术领域的专
利许可争议
玛加丽塔·加藤，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中心法律案件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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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手机，我们可以在行走时播放音乐，与地
球另一端的朋友通话，或者甚至打印文件。两
个重要的因素使这些成为可能。第一，令人瞩目
的技术进步，第二，技术的标准化，确保我们的
设备能够相互通信。制定技术标准的目的是为
这些技术的商业化创造无缝、高效的业务环境。
但是，在实践中，经常出现市场低效的情况，这
会给业务造成障碍。仲裁和调解为克服此类障
碍提供了有用途径。

促进互操作性的标准化

标准化技术帮助实现产品之间的互操作性。这
些标准通常不为人所见，但在促成数字设备之
间无缝通信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蜂窝
通信标准5G就是一个实例。采用5G标准的设
备可从利用实现5G使用的全球基础设施中受
益。5G保证了更快的数据传输速度、超低时延、
更高可靠性和对巨大网络容量的访问。一些估
算表明，多达10万件专利组成5G标准。

其他标准涉及WiFi、半导体制造和甚至在拨打
紧急电话时自动分享所在位置的能力。对某种
标准“必不可少”的专利称为“标准必要专利”
或“SEP”。需要使用5G的设备可包括从游戏
机、工厂设备到可穿戴健康技术的所有东西，
必须获得构成5G标准的专利技术或SEP许可。

制定和管理标准

标准由各个不同的利益攸关方编写和制定。3G
和4G技术标准由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设
计，目前该组织与其成员正在共同制定5G网络

的国际标准。欧洲电信标准化研究所（ETSI）也
在制定5G标准，并拥有多项专利组件技术，将
纳入未来的5G系统中。

如果专利持有人的一项技术已成为此种标准的
组成部分，那这个专利持有人会令人羡慕，因为
其技术将有巨大的市场。举例而言，如果一项专
利成为5G标准的一部分，则专利持有人知道其
技术将需要许可给所有使用5G标准的相关制造
商。但是，这种情况也会产生风险，即标准必要
专利的持有人决定利用其地位，并要求超出合
理范围的使用费。

通过FRAND确保公平交易

为解决这个问题，并确保基于公平条款使用SEP
相关技术，标准制定组织引入了“FRAND”许
可。FRAND代表“公平（fair）、合理（reasonable）
和非歧视性（non-discriminatory）”。希望将专利
纳入标准的专利持有人必须同意以FRAND条款
许可其专利。如果专利持有人不提供FRAND许
可，则被许可人可采取法律行动，请求法院确定
一个符合FRAND条款的费率。同样，如果被许可
人拒绝接受FRAND许可，但继续使用专利技术，
则该被许可人可能被诉专利侵权。

解读FRAND的含义

那么“公平、合理和非歧视性”许可到底意味着
什么呢？FRAND的“非歧视性”要素相对直接：
专利持有人同意将专利许可给任何人，从而放
弃排除某人使用其技术的自由。不过，FRAND
许可的条款也必须“公平和合理”，这本是主观

https://www.itu.int/zh/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etsi.org/
https://www.wipo.int/patents/en/
https://www.wipo.int/patent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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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这就是问题所在。例如，乍一看过高的许可费实际上是合理的，因
为反映了其他未纳入标准的专利也授予许可的事实吗？或者说，因为在
供应链的不同阶段提供，费用的差异理由正当？举例而言，向单个电气
元件的上游制造商提供一个费率，而向更下游销售最终设备的公司提
供另一个费率。这些均为考虑因素，使确定什么是“公平和合理”成为
高度取决于实际情况的过程。

一些FRAND许可谈判不可避免地最终诉诸法院，各方寻求澄清什么构
成FRAND条款。但是，这样的法庭争议可能变得非常昂贵和混乱。在
某些情况下，公司在不同国家起诉彼此，请求颁发禁令，甚至出于战略
目的拖延诉讼程序。还形成了一些看法（无论公正与否），认为特定国
家的法院更偏向专利持有人，而其他法院则更支持实施者。当事人因此
根据自身目的，有动机在某一国家而非另一个国家提起诉讼，并试图阻
止对手在其他地方提出诉讼。这种局面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尤其是可
能承担这些业务成本的最终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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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标准化确保我们的电子设备可互操作，并为构成
标准的技术商业化创造高效的商业环境。实例包括有关
3G、4G和5G宽带蜂窝网络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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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法院的互动

这是为何法院越来越建议当事人尝试通过仲裁
或调解来解决SEP相关争议。例如，在InterDigital
诉中兴通讯和诺基亚一案[PDF]中，美国特拉华
州地区法院表示，仲裁可作为合适的替代方案。
法官说：“在我看来，诉讼本身并不是让有意愿
的各方达成协议的非常有效的手段。我理解当
事人无法就仲裁的范围达成一致。如果可以，或
者能够决定由仲裁员来确定范围，不失为一种
可能的推进方式。”[PDF]

负责管理各种仲裁和调解的产权组织仲裁与调
解中心正在见证FRAND案件数量的增加，尤其
是FRAND调解的数量。向产权组织中心提交调
解请求可对各方具有战略价值，因为FRAND许
可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许可人要证明自己是“有
意愿”的许可人。根据不同司法管辖区，同意
调解程序可能作为法院在认定许可意愿时考
虑的一个因素。产权组织中心已看到一方当事
人这样系统性地使用产权组织调解——提交多
项产权组织调解请求，作为证明其愿意达成交
易的一种方式。

调解和仲裁的益处

使用调解和仲裁还有其他显著益处。

调解能够帮助各方以保密和注重商业利益的方
式解决争议。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与当事人讨
论争议，以更好地了解当事人各自对争议的看
法。随后，调解员利用该信息帮助当事人达成
解决方案，或建议可能的推进方向。

重点不在于法律分析，而是确定当事人相互的
商业利益。这是真正的益处。在产权组织中心

处理的若干此类案件中，各方不仅达成和解，
还缔结了新的商业协议。

许多法院已认识到调解的益处。例如，中国的
知识产权法院已将信通技术专利侵权案件转
介产权组织调解。此外，美国和德国在知识产
权方面具有特别专长的法院一直在整个法庭
程序期间鼓励当事人尝试调解。美国专利商标
局最近也通过与产权组织中心合作，表示支持
调解和仲裁促进SEP争议的解决。

FRAND争议的价值和成本

有一种误解是，作为FRAND相关争议和谈判核
心的专利组合价值是天文数字。事实上，并非总
是如此。对于在这一领域经营的许多中小企业
而言，FRAND许可牵涉的金额根本无法证明值
得诉诸法庭付出的成本和时间。调解则是价格
可承受的替代方案，能够将成本控制在较低水
平。举例而言，在产权组织中心经常经手的调
解中，调解员在一个案件上耗费大约15个小时。
调解员的指示性收费标准在每小时300至600
美元之间，由当事人分摊，即便没有达成和解，
这也是一个非常实惠的选项。确实，在最近两
次FRAND调解中，尽管各方未完全达成解决方
案，但成功地大幅缩小了争议的问题。调解涉及
欧洲和中国法院正在审理的争议，凭借产权组
织调解的保密性质，当事人能够查看敏感信息，
如可比许可，并就某些问题达成协议。

避免平行程序

最后要指出的一点是，调解是协商一致的过程，
一方可在任何时候放弃该程序。如果当事人希
望更具终局性，可以选择仲裁，比起法院诉讼
有很多益处。例如，当专利持有人在多个不同

https://www.ded.uscourts.gov/sites/ded/files/opinions/13-00009.pdf
https://www.ded.uscourts.gov/sites/ded/files/opinions/13-00009.pdf
https://www.wipo.int/amc/zh/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amc/zh/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amc/en/center/specific-sectors/ict/f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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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司法管辖区指控其专利受到侵犯时，
该专利持有人将不可避免地要么需要
在这些国家启动诉讼程序，要么选择
在特定国家放弃执行。但是，通过仲裁，
当事人可以同意合并在所有司法管辖区
所有可能的索赔诉求。这一特征消除了
广泛使用禁令产生的不确定性，即一方
可以申请禁诉令，阻止对方在不同国家
的法院提出索赔。不过，在FRAND争议
中时有发生的是，另一方随后自己申请
禁诉令。这些冲突的禁诉令产生额外费
用和延误。这些均可通过仲裁（和调解）
避免，因为当事人能够以保密的方式解
决争议并缔结全球许可。

与法院一样，仲裁提供临时措施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如果当事人
选择仲裁，就必须放弃国家法院可用
的法律工具，如禁止令、资产保全措施
和一方当事人提供担保的命令等。但是，
根据《产权组织仲裁规则》，仲裁庭可
以下达此类临时命令，亦允许当事人向
司法机关寻求临时命令。这意味着当事
人可受益于一系列工具，这些工具通常
被错误地认为仅为法院诉讼独有。

鉴于法院对推广使用仲裁和调解来解
决FRAND争议的支持，希望当事人越来
越多地选择调解和仲裁作为解决争议
的工具。这将使所涉当事人以及最后承
担FRAND争议成本的最终用户均受益。

关于产权组织中心服务的更多信息可
在线获取，如有任何问题可发送电子
邮件至：arbiter.mail@wipo.int。

WIPO ADR Options 
for FRAND Dispute 
Management 
and Resolution

与欧洲电信标准学会（ETSI）协作编拟的“产权
组织关于FRAND争议的指南”，可通过以下链
接获取：https://www.wipo.int/amc/en/center/
specific-sectors/ict/frand/

https://www.wipo.int/amc/en/center/specific-sectors/ict/frand/
https://www.wipo.int/amc/en/center/specific-sectors/ict/frand/


44 2022年12月

近年来，世界各地对在线内容盗版的关注有所增加。原因众所周知：非
法流媒体平台和种子网站增多；违规的网络托管服务忽视其服务器上
的盗版；以及某些在线中介机构提供的便利和匿名性。更进一步的危
害产生自盗版和高科技网络犯罪之间的联动。虽然世界各国政府都在
努力解决这些障碍，但印度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国家——其全球知名的
电影业因盗版横行和严峻的执法环境而受到阻碍。

版权盗版和网络犯罪： 
印度的执法挑战
阿尔潘·班纳吉与尼尔·甘恩，创意娱乐联盟（ACE），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恶意软件是所有网络
攻击的起点，无论是金
融欺诈、盗版、数据
偷窃还是针对战略部
门的攻击。一切均始
于诱骗或点击诱饵。”
印度国家网络安全协
调员拉杰什·潘特中将

（左图）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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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版-网络犯罪关系

2010年，印度政府盗版问题委员会（CoP）将
盗版与大笔收入及失业联系在一起。该委员会
预先认识到，智能手机和3G的问世会使“所有
类型的电影盗版活动更易于开展”。的确，如
今印度的高端流媒体服务经常成为大规模盗
版的受害者。与其他国家一样，印度的盗版集
团主要通过用户订阅费或广告收入获利。前一
种方法虽无耻，但不言自明。而后一种方法则
更加隐蔽，因为存在广告商推广可疑链接的高
风险。McAfee通过跟踪盗版印度电影和节目开
展研究，指出此类链接试图“安装恶意软件或
窃取密码和个人信息”。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我们采访了拉杰什·潘特中将，
他是知名军事网络安全老将，现作为国家网络
安全协调员（NCSC）为印度政府提供咨询。潘
特解释：“恶意软件是所有网络攻击的起点，无
论是金融欺诈、盗版、数据偷窃还是针对战略
部门的攻击。一切均始于诱骗或点击诱饵。”

潘特罗列出了政府最近应对这一威胁的举措，
包括国家恶意软件库和印度网络犯罪协调中
心（I4C）。尤其是I4C，拥有国家网络犯罪举
报门户，可在此举报盗版案件，无论是否与恶
意软件相关联。潘特补充说，盗版和恶意软件
攻击根据1957年《版权法》和2000年《信息技
术法》应分别予以惩处。

刑事执法

尽管NCSC和I4C的专业知识令人印象深刻，但
印度的联邦制度意味着调查盗版的责任通常由
各邦政府承担。因此，印度反盗版执法的成功
往往取决于次国家层面的努力，而非国家层面。
对此，CoP发现，盗版“在执法机构的雷达中优

先程度非常低”。同样，国际知识产权同盟也多
次强调，印度的刑事执法“非常严峻”，并且“地
方执法缺乏兴致，时间拖延严重”。

在大城市以外的地方追击盗版似乎尤具挑战。
例如，我们查看了贾巴尔普尔市一个备受瞩目
的盗版案件记录（Rahul Mehta诉中央邦（2015
年））。2015年，贾巴尔普尔警方逮捕了涉嫌盗
版《巴霍巴利王》的盗版集团，该片是印度史
上票房最高的电影之一。审判法庭批准被告保
释。但是，此案件仍然悬而未决，且2017年之
后便再无审理记录。令人发指的是，被告在海
得拉巴因盗版《巴霍巴利王2》（这部续作同
样成功）再次被捕。尽管，在最近的Knit Pro 
International诉德里邦（2022年）案件中，印度
最高法院宣布版权侵权刑事案件是“不可保释”
且“可受理”的罪行（即可在没有逮捕令的情
况下实施逮捕，且仅法院可批准保释），但该
决定对基层的影响尚不明确。

MIPCU模式

在邦一级，马哈拉施特拉邦（其首府孟买是宝
莱坞的中心）存在以警察部队为形式的新型执
法模式。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2017年成立了马
哈拉施特拉邦知识产权犯罪股（MIPCU），为权
利人提供更好的执法。

MIPCU作为马哈拉施特拉邦网络部门（分管
该邦警局的网络犯罪案件）的一个分部门成立，
其结构是公私伙伴关系。为了解更多信息，我
们拜访了马哈拉施特拉邦网络部门的办公室，
并见到了目前的负责官员：警察特别总监亚沙
斯维·亚达夫和高级警司桑贾伊·欣特雷。我们
还会见了在MIPCU机房工作的计算机专业人
员团队，并通过书面问卷调查对他们进行了采
访（他们更倾向作为“MIPCU小组”集体回答）。

https://www.thehindu.com/sci-tech/technology/internet/from-panchayat-to-narcos-the-riskiest-entertainment-titles-to-search-for-online/article31898134.ece
http://www.cybercrime.gov.in/
http://www.cybercrime.gov.in/
https://www.iipa.org/files/uploads/2022/02/2022_India-1.pdf
https://www.iipa.org/files/uploads/2020/02/2020SPEC301INDIA.pdf
https://www.iipa.org/files/uploads/2020/02/2020SPEC301INDIA.pdf
https://indiankanoon.org/doc/81378437/
https://indiankanoon.org/doc/81378437/
https://www.indiatoday.in/movies/regional-cinema/story/baahubali-2-piracy-gang-arrested-for-extortion-of-money-977512-2017-05-17
https://indiankanoon.org/doc/180042115/
https://indiankanoon.org/doc/18004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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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以及其他地区）对在线盗
版的打击[……]被普遍性挑战和
当地挑战所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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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达夫承认，盗版在印度“很猖獗”。他还确认了盗版与恶意软件之间
的关联，并称：“一些恶意软件提供商利用盗版内容作陷阱。它们的主
营业务并非盗版，主要意图是感染计算机、窃取数据或安装间谍软件。
人们很容易点击免费软件和免费内容。”亚达夫补充说，追踪这种恶意
行为者“并非易事”，这些人常利用VPN和Tor浏览器等技术掩盖足迹。

不过欣特雷指出，网络罪犯确实偶尔会失手。他列举了2021年的ThopTV
案件，这是一个由订阅费供资的热门盗版应用。ThopTV的主谋似乎无意
中暴露了自己的行踪，使马哈拉施特拉邦网络部门得以突然袭击并将其
逮捕。有意思的是，逮捕发生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之外的海得拉巴。2022
年5月，一名同伙在加尔各答附近遭到马哈拉施特拉邦网络部门逮捕。亚
达夫和欣特雷解释道，如果盗版内容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内传播，则马哈
拉施特拉邦网络部门可以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之外追击盗版。不过，这样
的行动取决于是否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登记“第一信息报告”（FIR）。换言
之，此类行动仅可在版权所有者提起刑事控告，警方对此编写报告后开
展。提起控告的举证责任由版权所有者承担。

虽然具备潜在优势，但MIPCU确有局限性。首先，MIPCU无法直接关
闭盗版网站或应用。此类行动属于印度电子信息技术部（MEITY）的管
辖范围。此外，MIPCU小组对我们问卷调查的答复表明，该股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自愿遵守规定。在此方面，MIPCU小组列出了许多困难，从
印度以外“流氓地域”的违规托管服务，到隐藏在公共视野之外的“会
员制”盗版平台。

列出的其他局限性包括：周末的移除时间缓慢，对一些移动应用需要两
周时间才行动。此外，亚达夫指出，尽管在线盗版无处不在，但权利人没
有向马哈拉施特拉邦网络部门登记足够的FIR。他说：“我看到的屈指可
数。”亚达夫认为，这限制了警方将问题升级的能力。

不过，许多权利人的确看到了利用刑事诉讼作为威慑的益处。在一次单
独的采访中，维亚康姆18公司的总法律顾问阿尼尔·拉莱告诉我们，维亚
康姆18公司已向马哈拉施特拉邦网络部门提交多项控告，包括ThopTV
案件中的FIR（对此拉莱赞赏MIPCU“令人称道的行动”）。

拉莱拒绝评论其他内容媒体公司的策略，但对为何FIR数量偏低提供了一
些建议。他指向了法律制度和执法的系统性问题，起诉海外盗版的难度，
以及许多权利人倾向将删除盗版内容优先于起诉犯罪者（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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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ndiantelevision.com/iworld/over-the-top-services/viacom18-takes-criminal-action-against-digital-piracy-220531
https://www.meity.go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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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莱还认为，作为国家层面的机构，MIPCU的
权力和资源本就有限。鉴于这些缺陷，他建议
建立更大的全国性机构，授权其受理和调查
印度各地的控告，这或许会更有效。

民事执法

在民事诉讼方面，印度的情况似乎好些。印度
许多邦设立了快速通道法庭，德里高等法院最
近成立了知识产权庭。德里高等法院对在线电
影盗版的处理方法（知识产权庭的普拉蒂巴·
辛格法官近期在产权组织的演示报告[PDF]
中进行了专业的总结）尤其值得注意。在典
型案件UTV Software Communications有限
公司诉1337X.to（2019年）中，法院认可“动
态”禁令（以提前制止网页在不同URL转移），
并规定了确定何时阻断“流氓网站”（即“主
要或重点分享侵权内容”的网站）的标准。潘
特解释说，MEITY官员之间以及与中介机构之
间会定期开会，以执行此类阻断命令。MEITY
指示电信部通知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执
行对IP地址的阻断，他表示这可在“几分钟内”
完成。前不久，德里高等法院在Neetu Singh
诉Telegram（2022年）案件中责成Telegram
披露有关盗版内容上传者的信息。

不过，在法院命令下达并最终执行时，盗版内
容的扩散可能已经发生。这一缺陷（并非印度
特有）尤其涉及直播娱乐和体育赛事的盗版

流媒体。法律费用高昂可能使小公司望而却步，
是民事诉讼程序的另一个主要障碍。

未来方向

印度（以及其他地区）对在线盗版的打击显然被
普遍性挑战和当地挑战所拖累。普遍存在的挑
战从网络犯罪分子的技术复杂性到国际管辖权
问题，不一而足。而当地挑战则主要包括执法机
构和刑事司法系统的系统性问题。从实际角度
看，也许只有后者是印度政府能够解决的问题。

CoP注意到，在印度，盗版被不恰当地视为“低
风险高回报”犯罪，同时执法机构面临处理“令
人发指的犯罪活动”的挑战。不过，如果通过调
查研究、研讨会和警察培训讲习班，更好地突
出盗版与恶意软件之间的关联，盗版应自动上
升至严重犯罪的等级，并得到更多关注。这项
任务可由知识产权促进和管理中心（CIPAM）开
展，这是印度政府2016年启动的培训和宣传机
构。CIPAM的网站显示，已组织多场教育讲习班，
并让宝莱坞的主要明星参与反盗版运动。

最后，许多邦政府可以考虑设立各自的知识产
权网络犯罪部门。这样的部门以有针对性、具
成本效益的方式运作，可能吸引行业的认可
和支持。在将惩处的确定性优先于惩处力度方
面，这些部门无疑也会提供大多数权利人希望
看到的服务。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enforcement/en/wipo_ace_15/wipo_ace_15_11.pdf
https://indiankanoon.org/doc/47479491/
https://indiankanoon.org/doc/47479491/
https://indiankanoon.org/doc/37566066/
https://indiankanoon.org/doc/37566066/
https://cipam.go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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