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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导言 
(1) 包括药品和医疗器械在内的全球生命科学行业在 2021 年的估值为 1.25 万亿美元，1在全球

医疗卫生系统的运转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该行业一直以并购（M&A）、专利许可、技术转

让和研发（R&D）合作的形式部署广泛的交易策略和创造性伙伴关系，以平衡在全球市场

中追求创新和扩大产品组合的机会和风险。 

(2) 自 2019 新型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爆发以来，跨区域和不同类型实体的医疗创新和合作显著增

长，研究机构和高校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2生命科学交易的数量和价值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分别增长 32%和 65%。3使用研发合作等交易结构的交易增长尤为显著，增幅高达 50%，

而资产许可交易在 2020 年增长了约 39%。4 

(3) 虽然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为生命科学行业带来了机遇，但也对现有的和新的合作形成了

巨大的业务、财务、法律和政治压力，这将继续妨碍该行业的发展，进而阻碍全球卫生获

取。鉴于有新参与者进入该行业，以及上述合作可能产生冲突，促进合同谈判和争议解决

在这一时期可能特别有用。 

(4) 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中心（产权组织中心）最近开发了新的产权组织替代性争议解决

（ADR）定制选项，以促进特别是生命科学争议方面的合同谈判和争议解决。5 这些选项旨

在帮助当事方许可、制造、供应和分销关键医疗产品，如疫苗、检测和诊疗方法。 

(5) 向产权组织中心提交的仲裁和调解案件中，有 15%与生命科学有关。6当事方包括广泛的利

益攸关方，比如仿制药和原研药企业、诊断技术和生物科技公司、行业协会、资助机构、

政府机构、保险公司、研究机构和高校。这类争议往往因技术转让、产品设计、融资、研

发协议、许可和交叉许可协议、和解协议、营销、供应链或分销协议以及当事方谈判或缔

结的相关保密协议（NDA）而起。 

(6) 此类生命科学争议既可能是合同争议，也可能是非合同争议。如下图所示，这些争议可能

出现在合同订立之前、合同谈判期间或合同履行期间，并可能涉及广泛的知识产权和一般

商业事项。 

https://www.wipo.int/am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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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合同谈判和争议 

 

(7) 本出版物中的 ADR 机制包括调解、仲裁、专家裁决和争议解决委员会（DRB）。对于利益

攸关方而言，这些机制拥有很高的时间和成本效益，是法庭诉讼的替代方案，旨在促进解

决生命科学领域商业争议。这些选项为各方提供了采取切实可行且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的

机会，以期减少对长期商业关系以及医疗产品开发、营销和分销的干扰。 

(8) 鉴于生命科学争议所涉及的技术主题较为复杂，ADR 机制允许当事方选择专业中立人作为

调解员、仲裁员，或通晓特定法律领域、生命科学领域、知识产权和争议解决方面知识的

专家。ADR 选项还允许当事方通过考虑到当事方的业务、研究和其他战略目标的程序，将

多个跨司法管辖区的争议统一到一个中立论坛上。 

(9) ADR 的另一大核心优势即程序的保密性，这尤其与生命科学相关，当事方可商定对正在处

理的争议的所有或特定内容保密。ADR 在解决生命科学争议方面的其他优势还包括和解协

议 7 和仲裁裁决 的国际可执行性，8以及各方在构建程序方面的自主权。最近，这些优势得

到了一些制药和生命科学领域利益攸关方的认可，其在有关 2019 冠状病毒病治疗的许可协

议中纳入了 ADR 程序。9 

(10) 考虑到产权组织调解和仲裁的高和解率，10可以理解为，转介到 ADR 程序可能会促发当事

方和解的积极机会，同时在促进生命科学合同谈判方面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调解、专家裁

决或 DRB 还可以就技术方面作出决定（如许可费率、许可条款以及合理的商业努力和里程

碑条款）的合同谈判带来额外好处。 

(11) 虽然当事方自己可以直接与中立人一起处理ADR程序，无需ADR机构的管理，但这种临时

性程序需要相当丰富的 ADR 经验和所有当事方之间的实际合作，以避免延误和不必要的费

用。11在产权组织的 ADR 程序中，产权组织中心为启动和实施程序提供经过检验的框架，

案件管理服务，以及接触在生命科学、知识产权和商业合同方面具有经验的合格调解员、

仲裁员和专家的途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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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文件旨在帮助当事方和中立人了解和利用其在生命科学合作或交易的不同阶段可利用的

程序性 ADR 选项。 

(13) 为此，本文件 第二部分概述了将生命科学事项提交至标准的产权组织 ADR 程序的方式，主

要是调解、仲裁和专家裁决。此外，还介绍了三种为生命科学争议定制的新的产权组织

ADR 选项，即促进合同谈判和争议管理的调解、DRB 和根据 《产权组织专家裁决规则》进

行的知识产权评估。附件一至四 包括这些定制的新 ADR 程序的条款和提交协议范本。 

(14) 第三部分 确定了一些额外的程序性选项，当事方在制定其 ADR 程序时不妨予以考虑，特别

是根据预期的主张或正在处理的具体争议，以控制程序的时间和成本。附件五至六对这些

程序性选项进行了说明。 

  

https://www.wipo.int/amc/zh/expert-determination/rul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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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生命科学 ADR 的方法 
(15) 转介至 ADR 通常得到了双方的同意，需要双方之间达成一致。当事方可能已经在已有合同

的争议解决条款中同意将生命科学争议提交至 ADR。如果当事方之间不存在合同约定，则

可在合同谈判阶段或之后，甚至是在法院诉讼开始后，通过提交协议决定将其争议或争议

的特定方面提交至 ADR。根据管辖权，法院可以支持、建议或强制使用 ADR 程序，特别是

调解。 

(16) ADR 方法类别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案件的情况以及当事方的需求和期望。每种类型的 ADR 都

有一些特点，如果管理得当，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和成本，使其成为解决生命科学争议的

更可负担、更方便的途径。产权组织提供以下类型的 ADR 程序： 

A. 生命科学争议的标准产权组织 ADR 程序 

调解 

(17) 调解 是一个非正式的协商一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中立的中间人，也就是调解员，

协助各方根据其各自利益解决争议。虽然调解员不能强制要求达成和解，但任何和解协议

都具有合同效力。调解并不排除随后使用法院或其他 ADR 选项。在实践中，各方通常选择

调解作为逐步升级的程序中的第一步，而 DRB、仲裁或法院诉讼则作为后续步骤。 

(18) 如果某一当事方希望将争议提交调解，但尚未缔结调解协议，根据《产权组织调解规则》，

当事方可以向产权组织中心提交 单方面调解请求 。13然后，产权组织中心可以协助各方考

量该请求，或根据请求指定一名外部中立人提供这种协助。如果另一方当事方同意将争议

提交 产权组织调解, 产权组织中心将着手指定一名调解员；否则，调解即告终止。这一程序

在产权组织的案件中经常使用，如果当事方之间事先没有调解协议，希望正式表明愿意将

生命科学争议提交调解的当事方可能会对此程序感兴趣。 

仲裁 

(19) 仲裁 是一种合意程序，当事方将争议提交给一名或多名选定的仲裁员，以当事方各自的权

利义务为基础，出具有约束力的最终裁决（“仲裁书”），并可以根据仲裁法予以执行。 

(20) 产权组织中心还提供 快速仲裁程序，这是对各方而言耗时更短、费用更低的另一种仲裁形

式。快速仲裁可能适用于不太复杂、范围明确的生命科学争议。 

专家裁决 

(21) 专家裁决 是一种评估性的 ADR 选项，用于确定具体的科学或技术性问题，其中各方将其争

议提交给选定的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一位或多位专家。除非当事方另有约定，否则专家的

裁决具有约束力。专家裁决灵活，其结构可以比仲裁程序非正式些。专家裁决程序可以在

独立使用，也可以在更广泛的争议背景下，或在合同谈判期间使用。在与更广泛的争议或

谈判有关的情况下使用时，可以根据当事方的约定将 专家裁决 用于确定某一具体问题。 

https://www.wipo.int/amc/en/mediation/filing/index.html
http://www.wipo.int/amc/en/mediation/rules/
https://www.wipo.int/amc/en/docs/request_mediation.docx
http://www.wipo.int/amc/en/mediation/rules/
https://www.wipo.int/amc/en/arbitration/
https://www.wipo.int/amc/en/arbitration/
https://www.wipo.int/amc/en/expert-determination/rules/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amc/en/expert-determination/rul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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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某一当事方可以向产权组织中心提出单方面专家裁决请求 ，并将请求副本抄送另一当事方。

14然后，产权组织中心可协助各方考量该请求。15 

B. 为生命科学定制的新的产权组织 ADR 程序  

(23) 除上述选项外，产权组织中心还推出了三种专门针对生命科学争议的新 ADR 程序供选择，

可单独使用或与其他选项结合使用，概述如下。 

为生命科学定制的新的产权组织 ADR 程序  

 

1. 合同谈判和争议管理的调解 

(24) 第一种选项是利用产权组织调解来促进合同谈判和争议管理。该选项包括由产权组织中心

与当事方协商，从产权组织生命科学专家的开放式名单 16中指定一名有经验的调解员，可

通过以下方式执行： 

(a) 合同谈判：当事方可同意在主要合同谈判之前，或在签订保密协议之前，指定一名调

解员。该调解员将帮助各方缔结谅解备忘录或条款清单，说明合作的原因，并以严格

保密的方式评估各方在商业合资中的利益和期望。此外，调解员可以协助各方确定谈

判期间所披露的保密信息的范围和使用。最后，指定的调解员促进各方之间的谈判，

以缔结正式合同。 

https://www.wipo.int/amc/zh/docs/request_expert.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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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实例：产权组织调解促进合同谈判 

一所在多个国家持有药品专利申请的欧洲大学与一家制药公司谈判一项许可选择协议。制

药公司行使了该选项，双方开始谈判以缔结许可协议。双方未能就许可的条款达成一致。

在连续三年的谈判无果后，他们提交了产权组织调解的联合请求。通过与调解员的一次会

谈，双方得以确定相关问题和基本的共同利益，并对围绕其协议的法律问题有了更好的了

解。这使双方能够在彼此之间进行直接谈判，达成和解协议。 

(b) 争议管理：合同订立之后，调解员仍可协助各方处理合作期间可能出现的争议（常设

调解员）。常设调解员可在各方之间可能出现分歧的情况下，指导各方达成友好的解

决方案。这种设置在长期合作中特别有帮助，有助于弥合各方的期望，或保护专有的

保密信息和技术秘密/技术示范，而不会有不利宣传的风险。17 

2. 争议解决委员会（DRB） 

(25) 第二，DRB 是在定制的产权组织专家裁决框架下提供的一种新的 ADR 程序，特别为管

理长期合作而设计。该选项可以在调解之后使用，也可以作为调解的替代选项。DRB
程序允许当事方请求设立产权组织 DRB，该委员会可由专家中立人或在合同前阶段推

动合同谈判并审查保密信息的调解人，或由当事方指定的联合指导委员会或任何类似委

员会的成员组成。18 

(26) 当事方可同意 DRB 继续了解合作过程中的某些关键进展。DRB 的作用是在需要时协助各方

处理或大或小的争议，而无需陌生方介入这一过程。此外，由于了解当事各方合作的过程，

DRB 可大幅减少对待处理问题的了解时间，同时也维护了保密性，从而促进争议的快速

解决。19当事方可合意选择 DRB 裁决是否对他们具有约束性。20 

3. 知识产权估值的专家裁决 

(27) 第三，产权组织中心根据《产权组织专家裁决规则》提供知识产权估值服务。当事方可以

指定一名在知识产权资产估值方面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的中立人，来核定合同或争议的知识

产权资产的货币价值。生命科学方面的知识产权资产可包括商标、专利、技术秘密/技术示

范、临床试验数据，以及根据生命科学利益攸关方之间不同类型的合同出售、转让或许可

的其他形式的数据。 

(28) 此类资产的估值在许可方面可能很重要，包括使用费的确定、知识产权侵权、并购、知识

产权融资，以及财务报告。估值可能包括评估知识产权资产的合理转让价格，计算侵权案

件中的损失，以及违约情况下的清算金额。知识产权估值选项可以在当事方之间的商业交

易敲定之前，合同谈判期间，调解、仲裁或法院诉讼期间使用，其中争议的主题包括交易

所涉知识产权的经济价值。 

(29) 当事方可以通过附件一至四 所载的 调解提交协议范本、调解条款范本、DRB 条款范本（包

括将未决事项提交仲裁的升级条款）和 知识产权估值专家裁决提交协议范本，在上述产权

组织 ADR 选项中进行选择。产权组织中心可通过其免费的“Good Offices” 服务，协助希

望启动产权组织 ADR 程序的当事方。21  

https://www.wipo.int/amc/en/goodoff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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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其他程序选项 
(30) 根据其生命科学案例经验，产权组织中心确定了一系列程序性选项，当事方不妨考虑这些

选项，以有效地解决生命科学争议，维护商业关系，特别是在长期合作的情况下。22当事方

及其律师在起草 ADR 条款时如有任何疑问，可与产权组织中心联系。23 

(31) 一般来说，当事方可能处理的内容和详细程度将取决于程序阶段。在为未来争议谈判合同

条款时，当事方通常不知道合作很久以后可能出现的争议细节，因此往往会纳入标准的权

组织合同条款。24对于现有争议，包括已经开始诉讼的争议，当事方对所涉问题有很好的了

解，会根据其需要，在提交协议中力图塑造 ADR 程序。25 

(32) 在 ADR 程序过程中，当事方可以与调解员、仲裁庭、专家或 DRB 协商，进一步定制 ADR
程序。在仲裁中，当事方商定的任何程序性问题，一般都反映在仲裁庭与当事方协商后发

布的程序令中。附件六中的产权组织程序令样本总结了在生命科学仲裁中观察到的一些选

项。本部分确定了当事方在根据自己的需要定制生命科学 ADR 程序时不妨考虑的一些事项。 

A. 诉讼的适用法律、地点和语言 

(33) 为促进调解或仲裁程序的有效开展，强烈鼓励各当事方就管辖争议案情的法律、调解或仲

裁的地点以及程序的语言达成一致，作为调解或仲裁条款或提交协议的核心元素。根据

《产权组织规则》，所有这些元素都可以由当事方自由选择。26 

B. 程序的范围 

(34) 当事方可以完全灵活地根据自身需要确定程序的范围。鉴于生命科学争议的复杂性和多样

性，特别是在长期合作的情况下，明确界定提交至 ADR 的争议内容范围，对于控制程序的

时间和成本而言可能至关重要。虽然在标准的产权组织调解和仲裁条款中，当事方给予调

解员或仲裁庭广泛的权力（包括合同和非合同主张），但在某些情况下，限制程序的范围

可能是适当的。可以考虑以下实例： 

(a) 主张和答辩的限制：为了时间和成本效益，当事方可以同意将程序限制在特定的主张

上，例如许可协议的解释和适用、专利所有权或共同所有权、可执行性或侵权问题。

当事方也可以在仲裁中同意，将某些论点，如专利有效性，排除在程序范围之外，或

者可以予以考虑，但仲裁庭不对这些论点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 

案件实例：产权组织仲裁中的范围限制 

在一项与癌症治疗产品有关的产权组织生命科学仲裁中，当事方在提交协议中同意将程序的

范围限定在两个主要方面，其中涉及合同的财务要素，如使用费费率，以及三项选定专利的

专利所有权状况。 

(b) 地域范围：当事方可以同意将整个争议作为全球性争议提交，也可以将程序限制在选

定的市场或特定的司法管辖区，例如选择一项或多项国家专利。 

http://www.wipo.int/amc/zh/clause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amc/zh/clauses/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amc/en/rules/?msclkid=ba6eb32dc70311ecb474e3fa94756f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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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与专利有关的仲裁中，例如涉及医疗设备的仲裁，如果可能涉及多项专利，可以在

诉讼开始时或在其过程中商定选定的专利（“专利抽样”）、初步主张解释程序或分

多个阶段开展程序。此类案件管理讨论通常由仲裁庭在准备会议上进行。27 

案件实例：产权组织仲裁的程序性阶段 

在在关于确定使用费费率的一起产权组织仲裁中，当事方在提交协议中商定，具体问题将在

第一阶段提交至仲裁庭，而其他议题将在各方之间进一步谈判。如果上述谈判在规定期限内

未能成功，则这些问题将在第二阶段提交至仲裁庭裁决。。 

C. 调解员、仲裁员和专家的指定程序和资质 

(35) 在知识产权和生命科学商业争议方面具有专业知识的专业中立者可以发挥根本作用，在取

得高质量结果的同时限制程序的时间和成本。除非当事方另有约定，否则指定程序通常受

适用的机构规则的管辖。 

(36) 根据 《产权组织调解规则》，当事方可自由选择一名调解员，或向产权组织中心提供其在

最适合其争议性质的调解员候选人资质方面的偏好。28如果各当事方未就调解员的人选达成

一致，产权组织中心将与各当事方分享一份从产权组织生命科学专家开放式名单中提取的

候选人名单，并附上其资质副本（“指定名单程序”）。29当事方将应邀根据其偏好对候选

人进行排号，再将名单交回产权组织中心。最后，产权组织中心将在考虑所有当事方在各

自名单中提出的偏好和反对意见后指定一名调解员。 

(37) 类似的指定名单程序同样适用于确保候选人在与生命科学有关的产权组织仲裁和快速仲裁

程序中拥有专业知识，可被指定为独任仲裁员或首席仲裁员。 

(38) 在产权组织仲裁中，仲裁庭可以由一名独任仲裁员或三名仲裁员组成，这取决于当事方之

间的协议以及争议的事实和情况。30 如果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根据《产权组织仲裁

规则》，将由当事双方各指定一名仲裁员。这样指定的两名仲裁员随后将指定首席仲裁员。

31在产权组织快速仲裁中，仲裁庭由一名独任仲裁员组成。32 

(39) 在作出任何默认指定前，包括根据 《产权组织仲裁规则》第 19 条（b）款和《产权组织快

速仲裁规则》第 14 条（b）款向当事方提出候选人时，产权组织中心将尽量从产权组织生

命科学专家开放式名单中选取。33 

(40) 在专家裁决程序（包括与知识产权估值有关的程序）和 DRB 中，如果当事方未就专家人选

或专家的指定程序达成一致，产权组织中心将在与当事方协商并考虑到合作或争议的具体

情况后，从产权组织生命科学专家开放式名单中指定专家。34 

(41) 在根据《产权组织规则》作出任何指定之前，调解员、仲裁员或专家应确认其公正性和独

立性，并在接受根据 《产权组织规则》作出的指定时，承诺为迅速执行程序提供充足的时

间。35 

https://www.wipo.int/amc/zh/mediation/rule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amc/en/arbitration/rule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amc/en/arbitration/rule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amc/en/arbitration/rules/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amc/en/arbitration/expedited-rules/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amc/en/arbitration/expedited-rules/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amc/en/rules/
https://www.wipo.int/amc/en/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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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程序时间表和证据问题 

(42) 当事方可在其 产权组织 ADR 条款或提交协议 中制定程序时间表，以促进会议或程序的有效

进行。如果当事方并未商定这种时间表，也可以在指定调解员或仲裁庭后，由调解员或仲

裁庭与各当事方协商制定。 

(43) 在产权组织调解中，当事方可自由商定每次调解会议的时长和程序的长度。根据产权组织

中心的案例经验，调解从开始到结束通常可能需要从数周到数月不等的时间，这取决于争

议的性质、事实和情况。 

(44) 仲裁时间表通常设想，产权组织快速仲裁应在 6-8 个月内作出最终裁决，而 产权组织仲裁

应在 14-16 个月内作出最终裁决。在程序过程中，当事方、仲裁庭或产权组织中心可根据 

《产权组织仲裁规则》 和《产权组织快速仲裁规则》缩短或延长具体的时间线。36 附件六

中的仲裁程序令样本以产权组织在生命科学领域的仲裁案例经验为指导，提出了详细的程

序时间表和程序的灵活性。 

(45) 当事方还可以商定具体的证据程序，包括发现的范围（若有）、仲裁庭或当事方指定的技

术专家，以及事实证人和专家证人的证词。根据仲裁庭对证据的可采性、相关性、实质性

和重要性的判断，允许当事方提供技术证据，如为支持其案件而进行的实验、检查、测试

或取样的报告。37产权组织示范仲裁程序令 就此为当事方提出了一些选项。 

E. 保密性 

(46) 鉴于在生命科学争议中可能出现负面宣传或披露敏感和有商业价值的信息，《产权组织规

则》 规定，除非当事方另有约定或法律要求，否则程序的存在，对 ADR 程序期间披露信息

的意见，以及和解、裁定或裁决形式的争议最终结果都应保密。38 

(47) 在产权组织调解开始时，作为在当事方之间建立信任的一个步骤，并根据当事方的要求，

调解员可以指导当事方单独订立一份保密保证书。附件五 提供了产权组织调解中当事方之

间签订的保密保证书样本示例。39此外，各当事方表达的任何观点、建议或承认，或当事方

之间达成的任何和解协议，都受到高度保护，不得在随后的任何仲裁或司法程序中作为证

据使用。40在此类程序中，只能在执行调解所达成的和解协议所需的范围内或在法律要求的

情况下，才能提及和解协议。41此外，调解员不能以任何身份参与与调解所涉争议有关的任

何未决或未来程序，除非得到各方的书面授权或应法院的要求。42 

(48) 产权组织仲裁和快速仲裁规则规定，仲裁庭有权在程序中酌情签发保护令。例如，被要求

在仲裁中出示的有关技术秘密或类似许可的文件可能含有保密信息。产权组织仲裁和快速

仲裁规则提供了处理此类问题的机制，酌情包括特别保护措施，如保护令、标明“仅律师

可见”或指定保密顾问。43广义上讲，当事方可以为不同类别的文件确定不同的保密等级，

以确保其对敏感信息保持适当的控制。 

https://www.wipo.int/amc/en/clauses/
https://www.wipo.int/amc/en/arbitration/
https://www.wipo.int/amc/en/arbitration/
https://www.wipo.int/amc/en/arbitration/
https://www.wipo.int/amc/en/arbitration/rules/
https://www.wipo.int/amc/en/arbitration/expedited-rules/
https://www.wipo.int/amc/en/rules/
https://www.wipo.int/amc/en/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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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实例：产权组织仲裁中的保护令 

保护令请求在产权组织仲裁程序中很常见。例如，在一起产权组织仲裁中，各当事方对于是否可

接受一份第三方合同提出异议，仲裁庭拒绝了一方要求获得经编辑的该合同摘录的请求，因为仲

裁庭认为该合同是保密的，且与正在处理的争议无关。 

(49) 如果当事方愿意，可以在产权组织 ADR 程序的任何阶段达成关于披露某些信息的协议。在

任何情况下，为遵守对某一当事方提出的法律要求，或在与裁决有关的法院诉讼相关的情

况下，或在法律要求的其他情况下，当事方、仲裁庭和产权组织中心可以根据产权组织仲

裁和快速仲裁规则 披露裁决。44 

F. 补救措施和主张 

(50) 在产权组织调解中，当事方可以根据其争议的事实和情况，自由地提出其认为适当的任何

补救措施。根据产权组织中心的生命科学案件经验，主张往往是合同性质的，涉及合同义

务的解释或执行，如未付款项、具体履行、终止或修订现有合同。这类主张还涉及未经授

权使用知识产权、泄密和专有性条款。 

(51) 当事方在产权组织生命科学仲裁程序中寻求的典型补救措施包括要求终止合同、具体履行、

确定使用费费率、使用费支付期限、满足阶段性付款的条件、对未履行合同义务或违约的

损害赔偿、确定创新或产品是否属于协议范围等。请求的其他补救措施还包括宣布专利侵

权和补偿性赔偿。 

(52) 损害赔偿的数额或估值通常由仲裁庭或由仲裁庭或当事方指定的专家决定。在侵权案件中，

损害赔偿可以采取一次性支付或按照特定费率支付使用费的形式，由仲裁庭或专家确定。

仲裁庭可以在开始程序时首先决定支付损害赔偿的义务，然后在第二阶段决定数额。 

G. 临时和紧急救济 

(53) 产权组织仲裁和快速仲裁规则规定了紧急救济程序，供当事方在仲裁庭成立前寻求紧急的

临时救济。45 

(54) 此外，根据产权组织仲裁和快速仲裁规则，仲裁庭可以签发任何其认为必要的临时指令。46

在涉及多方利益的生命科学争议中，或在维护专有性主张的现状时，临时措施可能会很重

要。这类措施可包括签订代管协议，以便在仲裁庭最终解决争议之前，方便存入资金。 

案件实例：产权组织仲裁中的代管账户 

在一起涉及三个当事方的产权组织仲裁中，作为一项临时指令，仲裁庭建议各方签订代管协议并

将资金存入代管账户，并准许临时中止仲裁程序，直到在国家法院待裁决的相关事项结束。 

(55) 此外，产权组织仲裁和快速仲裁规则并不阻止当事方在任何阶段向国家法院寻求临时措施。
47这种灵活性在涉及商业秘密、临床数据或专利侵权的生命科学案件中可能尤为重要。 

https://www.wipo.int/amc/en/rules/
https://www.wipo.int/amc/en/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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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上诉 

(56) 当事方同意根据 产权组织的仲裁 和 快速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即表示放弃任何形式的上诉权

利（以仲裁地的法律为准）。48根据《产权组织规则》 作出的裁决对当事方具有约束力，

并可在国际上执行。 

(57) 在特殊情况下，当事方可以约定，在某些条件下，如将上诉范围限制在特定问题上时，仲

裁庭作出的裁决可由上诉仲裁庭审查。虽然这种上诉条款在产权组织仲裁案件经验中极为

罕见，但这种选项可以为当事方提供第二次陈述案件的机会，49这对生命科学领域复杂和高

价值的专利侵权主张而言可能很有意义。 

案件实例：产权组织仲裁中的上诉选项 

在一起与医疗设备有关的产权组织仲裁中，争议解决条款包括向上诉仲裁庭提出上诉以重新审理

案件的选项。当事方并未使用该上诉选项。 

I. 在线案件管理工具 

(58) 作为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结果之一，当事方越来越多地使用产权组织中心提供的在线

案件管理工具。WIPO eADR, 是产权组织中心免费向当事方提供的在线案件管理平台，供

当事方和《产权组织规则》 规定的案件中的所有其他行为者以电子方式向安全的在线案卷

系统提交信息。除了促进安全的在线传输和存储外，WIPO eADR 还提供案件信息摘要、时

间线概览、所有当事方的联系信息，以及案件的财务状况。50 

(59) 正如 《产权组织规则》所反映的，产权组织中心也支持在线进行 ADR 程序，包括为在线会

议和听证提供便利。51当事方可以参考 产权组织在线进行调解和仲裁程序的核对清单。当

事方可控制在线行为，也可以自由选择在线平台，或列出自己对产权组织中心提供的视频

会议设施的偏好。52 

 

 

 

 

 

 

 

 

 

http://www.wipo.int/amc/en/arbitration/rule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amc/en/arbitration/expedited-rules/
https://www.wipo.int/amc/en/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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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1 研究与市场，“2021 年全球制药市场报告：市场预计将从 2020 年的 1.22845 万亿美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1.25024 万亿美元——对 2025 年和 2030 年的长期预测”，全球新闻新闻室，2021 年 3 月 31
日。 

2 研究机构和高校为诊疗方法和疫苗等 2019 冠状病毒病的相关产品申请的专利几乎与私营公司持平。

见新的 2019 冠状病毒病研究：在大流行初期，高校和研究机构在疫苗专利申请方面高度活跃；中国

和美国的申请者在疫苗和诊疗方法创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3 见全球健康产业的并购行业趋势。 
4 见生物制药交易趋势。 
5 见 WIPO COVID-19 Related Services and Support – New ADR Options Tailored to the Life 

Sciences Sector. 
6 关于产权组织中心在生命科学领域案例经验的更多信息，请参考：WIPO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 for Life Sciences。 
7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 

(Singapore, 20 December 2018). 
8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New 

York, 10 June 1958). 
9 例如，见“辉瑞公司和药品专利池（MPP）签署 2019 冠状病毒病口服抗病毒治疗候选药物的许可

协议，以扩大在中低收入国家的使用范围”；另见“Afrigen 与 MPP 签署授权协议，建立 2019 冠

状病毒病 mRNA 疫苗技术转让中心”；另见“35 家仿制药制造商与 MPP 签署协议，生产辉瑞公

司 2019 冠状病毒病口服治疗药物的低成仿制版本”。 

10 截至目前，产权组织调解的和解率为 75%，33%的仲裁争议在发布最终裁决前得到解决；见 2021
年 1 月 25 日产权组织 ADR 亮点。《产权组织仲裁规则》明确规定，仲裁庭可建议当事方探讨和

解，包括通过开始调解的方式。见《产权组织仲裁规则》第 67 条（a）款/《产权组织快速仲裁规

则》第 60 条（a）款。 
11 在 2016 年玛丽女王大学 / Pinsent Masons 国际争议解决调查中，94%的调查对象表示，机构的选择

是其所在组织的争议解决政策的一部分。 
12 产权组织中心有一份生命科学领域调解员、仲裁员和专家特别名录。产权组织中心从该名单中向参

与产权组织与生命科学争议有关的 ADR 程序的当事方建议指定候选人。 
13 关于如何提交单方面调解请求的指导，请参考《产权组织调解案件提交指南》。 
14 关于如何提交单方面专家裁决请求的指导，请参考《产权组织专家裁决案件提交指南》。见《产权

组织专家裁决规则》第 5-6 条。 
15 关于如何提交产权组织专家裁决请求的指导，请参考《产权组织专家裁决案件提交指南》。 
16 见产权组织中立人。 
17 当事方可以利用其他选项来促进合同谈判，包括（1）技术秘密/保密信息/数据的存放：当事方可以

将保密信息存放在产权组织指定的独立专家处。该专家可以评估将要转让的技术秘密和/或确定所提

供的信息是否有任何缺陷；（2）代管：当事方可同意将一笔资金存入代管账户，以表明其愿意缔结

协议。如果合同谈判未能成功结束，这笔资金将被退回给各当事方。 
18 在与当事方和 DRB 成员协商后，由产权组织中心确定 DRB 成员的费用。此外，当事方可选择每月

向 DRB 成员支付预付费用，以便使其在整个项目期间了解项目的发展阶段并保持其公正性。 

                                                

https://www.globenewswire.com/fr/news-release/2021/03/31/2202135/0/en/Global-Pharmaceuticals-Market-Report-2021-Market-is-Expected-to-Grow-from-1228-45-Billion-in-2020-to-1250-24-Billion-in-2021-Long-term-Forecast-to-2025-2030.html
https://www.globenewswire.com/fr/news-release/2021/03/31/2202135/0/en/Global-Pharmaceuticals-Market-Report-2021-Market-is-Expected-to-Grow-from-1228-45-Billion-in-2020-to-1250-24-Billion-in-2021-Long-term-Forecast-to-2025-2030.html
https://www.wipo.int/pressroom/en/articles/2022/article_0003.html
https://www.wipo.int/pressroom/en/articles/2022/article_0003.html
https://www.pwc.com/gx/en/services/deals/trends/health-industries.html
https://www.pwc.com/gx/en/services/deals/trends/health-industries.html
https://advisory.kpmg.us/content/dam/advisory/en/pdfs/2021/biopharmaceuticals-deal-trends.pdf
https://www.wipo.int/amc/en/news/2021/news_0008.html
https://www.wipo.int/amc/en/news/2021/news_0008.html
https://www.wipo.int/amc/en/center/specific-sectors/lifesciences/
https://www.wipo.int/amc/en/center/specific-sectors/lifesciences/
https://www.pfizer.com/news/press-release/press-release-detail/pfizer-and-medicines-patent-pool-mpp-sign-licensing
https://www.pfizer.com/news/press-release/press-release-detail/pfizer-and-medicines-patent-pool-mpp-sign-licensing
https://medicinespatentpool.org/news-publications-post/afrigen-signs-grant-agreement-with-mpp-to-establish-a-technology-transfer-hub-for-covid-19-mrna-vaccines
https://medicinespatentpool.org/news-publications-post/afrigen-signs-grant-agreement-with-mpp-to-establish-a-technology-transfer-hub-for-covid-19-mrna-vaccines
https://medicinespatentpool.org/news-publications-post/35-generic-manufacturers-sign-agreements-with-mpp-to-produce-low-cost-generic-versions-of-pfizers-oral-covid-19-treatment-nirmatrelvir-in-combination-with-ritonavir-for-supply-in-95-low-and
https://medicinespatentpool.org/news-publications-post/35-generic-manufacturers-sign-agreements-with-mpp-to-produce-low-cost-generic-versions-of-pfizers-oral-covid-19-treatment-nirmatrelvir-in-combination-with-ritonavir-for-supply-in-95-low-and
https://mailchi.mp/wipo.int/wipo-adr-highlights-yearly-review-2021
https://mailchi.mp/wipo.int/wipo-adr-highlights-yearly-review-2021
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expedited-rules/
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expedited-rules/
http://www.arbitration.qmul.ac.uk/media/arbitration/docs/Fixing_Tech_report_online_singles.pdf
https://www.wipo.int/amc/en/
https://www.wipo.int/amc/en/neutrals/
https://www.wipo.int/amc/zh/
https://www.wipo.int/amc/en/docs/request_mediation.docx
https://www.wipo.int/amc/en/mediation/filing/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amc/en/docs/request_expert.docx
https://www.wipo.int/amc/en/expert-determination/filing/#:%7E:text=In%20the%20absence%20of%20an%20expert%20determination%20agreement,Article%205%20of%20the%20WIPO%20Expert%20Determination%20Rules.
https://www.wipo.int/amc/zh/expert-determination/rules/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amc/zh/expert-determination/rules/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amc/en/expert-determination/filing/#:%7E:text=In%20the%20absence%20of%20an%20expert%20determination%20agreement,Article%205%20of%20the%20WIPO%20Expert%20Determination%20Rules.
https://www.wipo.int/amc/en/neutr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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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见争议委员会：面向抗击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生命科学公司的新争议解决方法

（dechert.com）。 
20 升级条款：在当事方不能达成全面和解协议或希望执行或反对 DRB 裁决的情况下，合同谈判的调解

和 DRB 程序可以与产权组织仲裁或快速仲裁一起使用。当事方或许可以利用产权组织调解或产权组

织 DRB 来缩小提交仲裁的争议范围。当事方可以选择在 DRB 作出裁决后的规定期限内，或在合同

终止时开始仲裁。可从产权组织生命科学专家开放式名单中指定产权组织仲裁员。见附件三，第 6
款，产权组织 DRB 条款。 

21 产权组织中心的联系邮箱：arbiter.mail@wipo.int。另见产权组织斡旋。 
22 见 Sally Shorthose, Heike Wollgast, Chiara Accornero，“产权组织生命科学争议仲裁和调解”，

《生命科学律师杂志》，2020 年，第 10-13 页；另见 Judith Schallnau，“从业者观点汇编——生

命科学争议的解决”，Les Nouvelles，《国际许可贸易工作者协会期刊》，2016 年 9 月，第 124-
131 页。 

23 产权组织中心的联系邮箱：arbiter.mail@wipo.int。 
24 见推荐使用的产权组织合同条款和提交协议。 
25 见附件一至五。 
26 见《产权组织 ADR 规则》。 
27 《产权组织仲裁规则》第 40 条； 《产权组织快速仲裁规则》第 34 条。 
28 《产权组织调解规则》第 7 条。 
29 《产权组织调解规则》第 7 条；另见产权组织中立人。 
30 《产权组织仲裁规则》第 14 条。 
31 《产权组织仲裁规则》第 17-18 条。 
32 在产权组织快速仲裁中，当事方还可以享受固定的仲裁员费用。详情请参考产权组织费用表。 
33 见产权组织中立人。 
34 《产权组织专家裁决规则》第 9 条。 
35 《产权组织仲裁规则》第 23 条（a）款；《产权组织快速仲裁规则》第 18 条（a）款；《产权组织

调解规则》第 7 条（c）款；《产权组织专家裁决规则》第 10 条。 
36 《产权组织仲裁规则》第 4 条（f）和（g）款、第 37 条（c）款；《产权组织快速仲裁规则》第 4

条（f）-（g）款和第 31 条（c）款；另见第 15 段。 
37 《产权组织仲裁规则》第 50-53 条。 
38 《产权组织调解规则》第 15-18 条；《产权组织仲裁规则》第 75-78 条；《产权组织快速仲裁规

则》第 68-71 条；《产权组织专家裁决规则》第 16 条。 
39 见《产权组织调解规则》第 16 条；另见附件五中的产权组织保密保证书范本。 
40 《产权组织调解规则》第 18 条。 
41 《产权组织调解规则》第 18 条（v）款。 
42 《产权组织调解规则》第 21 条。 
43 《产权组织仲裁规则》第 54 和第 57 条；《产权组织快速仲裁规则》第 48 和第 51 条。 
44 《产权组织仲裁规则》第 77-78 条；《产权组织快速仲裁规则》第 70-71 条。 
45 《产权组织仲裁规则》第 49 条；《产权组织快速仲裁规则》第 43 条。 
46 《产权组织仲裁规则》第 48 条；《产权组织快速仲裁规则》第 42 条。 
47 《产权组织仲裁规则》第 48 条（d）款；《产权组织快速仲裁规则》第 42 条（d）款。此类临时措

施的可用性和执行可能取决于提出或执行临时救济请求的地方的法律。 

https://www.dechert.com/knowledge/onpoint/2020/6/dispute-boards--a-novel-dispute-resolution-technique-for-life-sc.html
https://www.dechert.com/knowledge/onpoint/2020/6/dispute-boards--a-novel-dispute-resolution-technique-for-life-sc.html
https://www.dechert.com/
mailto:arbiter.mail@wipo.int
https://www.wipo.int/amc/en/goodoffices/
file://wipogvafs01/redirected$/singhi/Documents/Life%20Scienes%20Case%20Readings/Life-Sciences-Lawyer-Issue-3-2020_interactive.pdf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amc/en/docs/schallnau_ssrn.pdf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amc/en/docs/schallnau_ssrn.pdf
mailto:arbiter.mail@wipo.int
https://www.wipo.int/amc/zh/clauses/
https://www.wipo.int/amc/zh/rules/
https://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
https://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
https://www.wipo.int/amc/zh/mediation/rules/
https://www.wipo.int/amc/zh/mediation/rules/
https://www.wipo.int/amc/en/neutrals/
https://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
https://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
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expedited-rules/
https://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fees/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amc/en/neutrals/
https://www.wipo.int/amc/zh/expert-determination/rules/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
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expedited-rules/
https://www.wipo.int/amc/zh/mediation/rules/
https://www.wipo.int/amc/zh/mediation/rules/
https://www.wipo.int/amc/zh/expert-determination/rules/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
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expedited-rules/
https://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
https://www.wipo.int/amc/zh/mediation/rules/
https://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
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expedited-rules/
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expedited-rules/
https://www.wipo.int/amc/zh/expert-determination/rules/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amc/zh/mediation/rules/
https://www.wipo.int/amc/zh/mediation/rules/
https://www.wipo.int/amc/zh/mediation/rules/
https://www.wipo.int/amc/zh/mediation/rules/
https://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
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expedited-rules/
https://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
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expedited-rules/
https://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
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expedited-rules/
https://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
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expedited-rules/
https://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
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expedited-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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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产权组织仲裁规则》第 66 条；《产权组织快速仲裁规则》第 59 条。 
49 见产权组织条款生成器中的上诉条款范本：“根据《产权组织仲裁规则》第 64 条作出的裁决，只能

通过向由根据《产权组织仲裁规则》第 17 条指定的 [三名仲裁员] 组成的上诉小组提出上诉进行审

查。仲裁庭中的任何仲裁员都不得担任上诉小组的仲裁员。这种上诉必须在仲裁庭裁决后 [30 天] 内
提出，否则根据《产权组织仲裁规则》，该裁决将成为最终裁决。[如果寻求上诉，上诉小组应重新

审查仲裁庭的法律裁决，并应确定所有事实裁决是否有合理的依据。]”；更多详情，请参考产权组

织仲裁提交协议的产权组织条款生成器。 
50 见 WIPO eADR。 
51  见《产权组织调解规则》第 10 条；《专家裁决规则》第 14 条（f）款；《产权组织仲裁规则》第 40

条、第 45 条、第 49（g）款和第 55 条；《产权组织快速仲裁规则》第 34 条、第 39 条、第 43 条

（g）款和第 49 条。 
52 2021 年，各方使用产权组织在线案件管理工具，包括产权组织中心的 eADR 在线案件管理平台和视

频会议设施，为其调解和仲裁程序提供便利的情况明显增加。见 2021 年产权组织 ADR 亮点。 

https://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
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expedited-rules/
https://amc.wipo.int/clause-generator/
https://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
https://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
https://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
https://amc.wipo.int/clause-generator/arbitration/agreement/
https://amc.wipo.int/clause-generator/arbitration/agreement/
https://www.wipo.int/amc/zh/eadr/wipoeadr/
https://www.wipo.int/amc/zh/mediation/rules/
https://www.wipo.int/amc/zh/expert-determination/rules/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
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expedited-rules/
https://www.wipo.int/amc/en/eadr/?utm_source=WIPO+Newsletters&utm_campaign=f09e485f31-DIS_ADR_EN_130122&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bcb3de19b4-f09e485f31-
https://www.wipo.int/amc/en/eadr/wipoeadr/
https://www.wipo.int/amc/en/eadr/wipoeadr/
https://mailchi.mp/wipo.int/wipo-adr-highlights-yearly-review-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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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旨在促进合同谈判或解决生命科学争议的产权组织调解提交协

议范本 

 

1. 我们，以下签字的当事各方，兹同意将以下事项交由根据《产权组织调解规则》 进行的调

解： 

[与正在进行的关于 [简要说明] 的谈判相关的事项 1] 

[以下争议 [争议的简要说明] ] 

2. 应根据《产权组织调解规则》第 7 条（a）款规定的程序指定调解员。在向当事方推荐候选

人时，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中心（产权组织中心）应尽量从其生命科学专家开放式名单中

选取。 

3. [可选：常设调解员 2 

调解员应在 

[合同因调解而结束] 或 [指明合同] 期间始终被指定为调解员； 

以促进解决在履行这些合同方面可能出现的任何争议或分歧。3] 

4. 调解地点应为 [指明地点]。调解会议可按各方商定的方式进行，包括通过电话、视频会议或

在线工具进行。4调解使用的语言应是 [指明语言]。 

                                                
1 当事方可以利用其他选项来促进合同谈判，例如（1）存放保密信息：当事方可向产权组织指定的独

立专家交存保密信息。该专家可以评估将要转让的技术秘密，以及/或确定所提供的信息是否有任何

缺陷。调解员还可以协助当事方就这些信息订立保密保证书；（2）代管：当事方可同意将一笔资金

存入约定代管代理人的代管账户，以表明其愿意缔结协议。如果合同谈判未能成功结束，这笔资金

将被退回给各当事方。 
2 当事方可以使用常设调解员替代 DRB。另外，如果不能通过调解达成和解，也可以使用 DRB。 
3  当事方可以选择定期向调解员提供关于合同履行情况的最新信息，并向调解员支付一定的预付费

用，以考虑使其对合同履行情况保持知情：“当事方应向调解员提供关于各方履行这些合同义务的
[月度/季度]最新情况。当事方应向调解员支付[月度/季度]费用[ ]，以考虑在这些合同期间始终指
定其为调解员，并使其对这些合同履行情况保持知情。” 

4 见《产权组织调解规则》第 10 条和《产权组织在线进行调解和仲裁程序的核对清单》。 

https://www.wipo.int/amc/en/mediation/rules/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amc/en/mediation/rules/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amc/zh/mediation/rules/
https://www.wipo.int/amc/en/eadr/checklist/index.html




 

17 

附件二: 产权组织解决生命科学争议的调解条款范本 
 

1. 凡因本合同以及本合同随后的任何修正案所引起、致使或与之相关的争议、纠纷或权利主

张，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的签订、效力、约束力、解释、执行、违反或终止以及非契约性权

利主张，均应提交至根据《产权组织调解规则》进行的调解。 

2. 应根据《产权组织调解规则》第 7 条（a）款规定的程序任命调解员。在向当事方推荐候选

人时，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中心（产权组织中心）应尽量从其生命科学专家开放式名单中

选取。 

3. [可选：常设调解员 1 

调解员应在 [指明合同] 期间始终被指定为调解员，以促进解决在履行这些合同方面可能出

现的任何争议或分歧。2] 

4. 调解地点应为 [指明地点]。调解会议可按各方商定的方式进行，包括通过电话、视频会议或在

线工具进行。3调解使用的语言应是 [指明语言]。4 

 

 

                                                
1 当事方可以使用常设调解员替代 DRB。另外，如果不能通过调解达成和解，也可以使用 DRB。 
2 当事方可以选择定期向调解员提供关于合同履行情况的最新信息，并向调解员支付一定的预付费

用，以考虑使其对合同履行情况保持知情：“当事方应向调解员提供关于各方履行这些合同义务的
[月度/季度]最新情况。当事方应向调解员支付[月度/季度]费用[ ]，以考虑在这些合同期间始终指
定其为调解员，并使其对这些合同履行情况保持知情。” 

3 见《产权组织调解规则》第 10 条和《产权组织在线进行调解和仲裁程序的核对清单》。 
4 如果当事方希望将产权组织调解与产权组织 DRB 结合起来，可以使用产权组织调解，在没有达成和

解的情况下，再使用 DRB 条款。 

https://www.wipo.int/amc/en/mediation/rules/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amc/en/mediation/rules/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amc/zh/mediation/rules/
https://www.wipo.int/amc/en/eadr/checklist/index.html




 

19 

附件三: 产权组织解决生命科学争议的争议解决委员会（DRB）条款范

本 
 

1. 争议的转介 

当事方之间在本合同 [及任何相关合同 [插入详情] ] 以及本合同 [及任何相关合同 [插入详

情] ] 随后的任何修正案所引起、致使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或分歧，应根据经本条款修正

的《产权组织专家裁决规则》，通过提交请求 1转介至 DRB。 

2. 定义 

在本条款中： 

“规则”指《产权组织专家裁决规则》 

“DRB”指当事方根据本合同指定的争议解决委员会。 

措辞和表述应具有规则中赋予其的相同含义。“专家”和“争议解决委员会 / DRB 成员”

应表达相同的含义。 

3. DRB 的组成 2 

[选项 1：当事方同意指定以下人员担任 [独任 DRB 成员 / 由 [3]名成员组成的 DRB 小组] 

[姓名]] 

[选项 2：DRB 应由根据规则第 9 条制定的 [独任 DRB 成员 / 由 [3]名成员组成的 DRB 小组]
组成。在根据规则第 9条进行任何指定时，产权组织中心应尽量从其生命科学专家开放式名

单中选取。] 

4. 任期 

DRB 成员应在 [本合同期限内] [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合同终止之日后 [6 个月] 为止的期

间] 担任 DRB 成员。 

DRB 成员可向当事方提前 [三个月] 发出书面通知，在任何时刻终止其任命。 

当事方可在任何时刻同意终止任何 DRB 成员的任命，并立即生效。 

如果根据本条款终止了一名 DRB 成员的任命，双方可以商定指定一名新的 DRB 成员。 

5. [可选：信息共享 

当事方应向 DRB 成员提供 [每月/每季度] 有关各方履行本合同义务的最新情况，DRB 成员

应审查这些最新情况，并可要求提供 DRB 成员认为必要的任何进一步的信息，以使对其本

合同的执行情况保持知情。 

                                                
1 《产权组织专家裁决规则》第 10 条列出了请求中需要包括的信息。 
2 如果当事方指定一名产权组织调解员以促进合同谈判，且当事方认为保留该调解员的服务是有益

的，可以指定同一名产权组织调解员担任 DRB 成员。此外，如果当事方设立了一个联合指导委员会

或类似的委员会，以监督合同的履行，当事方可以指定该委员会的成员担任 DRB 成员。 

https://www.wipo.int/amc/zh/expert-determination/rules/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amc/zh/expert-determination/rules/
https://www.wipo.int/amc/zh/expert-determination/rul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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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裁决[和升级到仲裁] 

除非当事方另有约定，DRB 作出的裁决对当事方 [有约束力 / 无约束力]。 

[在 DRB 向当事方通报其裁决后的 [30] 天内，当事方可以通过提交仲裁申请书，将转介至

DRB 的事项提交产权组织 [快速] 仲裁，根据产权组织 [快速] 仲裁规则作出最终裁决。[仲裁

庭应由 [一名独任仲裁员] [三名仲裁员] 组成。] 在根据《产权组织 [快速] 仲裁规则》进行任

何默认指定时，包括向当事方提出候选人时，产权组织中心应尽量从其生命科学专家开放

式名单中选取。仲裁地点应为 [指明地点]。 

7. 费用和开支 

应根据《规则》第 22 条的规定，在 DRB 成员和当事方协商后确定 DRB 成员的费用。 

[可选。当事方应向 DRB 成员支付 [ ] 的 [月度/季度] 费用，以考虑使其对本合同执行情况保

持知情。3] 

8. 通信 

与 DRB 程序有关的任何通信应通过电子邮件和/或使用 WIPO eADR 进行。4 

9. 语言 

在 DRB 程序中[以及根据本条款第 6(b)节进行的任何仲裁] 所使用的语言应为 [指明语言]。 

                                                
3 如果 DRB 成员根据关于“信息共享”的可选条款 5 接收信息，这可能会比较重要。 
4 见 WIPO eADR。 

https://www.wipo.int/amc/en/eadr/wipoeadr/
https://www.wipo.int/amc/en/eadr/wipoea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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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产权组织知识产权估值专家裁决提交协议范本 
 

我们，下述签署方，特此同意根据《产权组织专家裁决规则》将以下事项提交专家裁决： 

 [简要描述待估值的知识产权或技术 1] 

专家的裁决 [不] 应对各方当事方具有约束力。 

裁决地点应为 [指明地点]。若专家认为必要，或经当事方商定，专家可通过电话、视频会议或在

线工具，或以任何适当的形式举行专家和当事方之间的任何会议。 

专家裁决使用的语言应是 [指明语言]。 

 

                                                
1 例如，在知识产权许可方面，包括使用费的确定、知识产权侵权、并购；知识产权融资；损害赔偿

的计算；以及财务报告。 

https://www.wipo.int/amc/zh/expert-determination/rul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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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生命科学争议调解保密保证书样本 
 

作为参加 [当事方 1] 和 [当事方 2] 之间调解会议的与会者，我承诺遵守《产权组织调解规则》

第 15-18条规定的保密条款，特别是以下义务： 

1. 我不会对任何调解会议进行或促使他人进行任何形式的录音。 

2. 我承诺为调解保密，除当事人和调解员另有约定外，不得使用或向外部披露与调解有关的

或者在调解过程中取得的任何信息。 

3. 在调解结束之时，我承诺将当事方提供的任何意见书、文件或其他资料返还给该当事方，

不得保留任何副本。我还承诺在调解结束之时销毁关于当事方与调解员会议的任何记录。 

4. 除非当事方另有约定，我不得将下列各项在任何司法程序或仲裁中作为证据或以其他任何

方式提出： 

(a) 当事方就争议的可能解决办法发表的任何意见或提出的任何建议； 

(b) 当事方在调解过程中所作的任何承认； 

(c) 调解员提出的任何建议或发表的任何意见； 

(d) 当事方表示或未表示愿意接受调解员或对方当事方提出的任何解决建议； 

(e) 当事方之间达成的任何和解协议，除非此举对执行和解协议是必要的，或法律另有规

定。 

5. 向当事方的集团公司官员、雇员和/或外部律师所做的任何披露，应限于为调解目的而有必

要了解的基础上。我应确保我所披露信息的对象在披露之前了解并同意受本文规定的相同

保密义务的约束。 

我认可并同意接受保证书的约束。 

日期： 

姓名： 

签名： 

 

 

https://www.wipo.int/amc/zh/mediation/rules/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amc/zh/mediation/rul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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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生命科学争议仲裁程序令样本 
 

鉴于当事方提交的材料和立场，以及在根据《产权组织仲裁规则》（“《产权组织规则》”）第

40 条于 [日期] 举行的筹备会议上提出的问题，仲裁庭特此作出如下指令： 

1. 本协议第 [...] 条将规定仲裁程序的形式和进行方式。根据这一规定， 

“凡因本合同以及本合同随后的任何修正案所引起、致使或与之相关的争议、纠纷或权

利主张，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的签订、效力、约束力、解释、执行、违反或终止以及非契

约性权利主张，均应交由并最终服从根据《产权组织仲裁规则》进行的仲裁。仲裁庭应

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地点为 [指明地点]。仲裁程序所使用的语言为 [指明语言]。该争

议、纠纷或权利主张应根据 [指明管辖区]的法律裁定。” 

2. 在当事方提交材料后，各方同意该争议涉及 [指明范围]， 

3. 仲裁庭根据《产权组织规则》第 37 条规定的权力，经当事方同意，特此制定以下时间表： 

请求书  
（《产权组织规则》第 41 条） 

[第 X 号] 程序令之后 30 日 

答辩书  
（《产权组织规则》第 42 条） 

请求书之后 30 日 

申请人回复 答辩书之后 15 日 

被申请人的补充回复 申请人回复之后 15 日 

所有文件制作完成 
（《产权组织规则》第 50 条） 

补充回复之后 30 日 

事实证人陈述书 
（《产权组织规则》第 56 条） 

文件制作之后 30 日 

专家证人陈述书 
（《产权组织规则》第 56 和第 57 条） 

事实证人证词之后 30 日 

开庭（《产权组织规则》第 55 条） 专家证人证词之后 30 日 

申请人开庭之后提交材料 开庭之后 30 日 

被申请人开庭之后提交材料 申请人开庭之后提交材料之后 30 日 

申请人回复 被申请人开庭之后提交材料之后 15 日 

被申请人的补充回复 申请人回复之后 15 日 

应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前通过 WIPO eADR 提交所有材料。 
 

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amc/en/ecaf/


 

26 

4. 根据《产权组织规则》第 41 条和第 42 条，当事方应尽可能在提交请求书和答辩书的同时，

提交其寻求作为依据的文件和其他证据。补充文件和其他证据可与对答辩书的回复和补充

回复同时提交。 

5. 根据《产权组织规则》第 48 条（b）款，仲裁庭可以命令某一当事方在代管账户中为请求

或反请求提供保证金。 

6. 仲裁庭希望当事方努力以非正式方式解决出示文件和其他证据的请求。当事方只有在出示

文件或其他证据方面陷入僵局时，才可根据《产权组织规则》第 50 条（b）款提出披露请

求。 

7. 根据《产权组织规则》第 56 条，当事方应于 [日期] 同时提交其根据《产权组织规则》第 55
条提议在开庭时作为依据的每位事实证人的宣誓证词。此类证词应足够翔实，足以作为该

证人的直接证词。 

8. 根据《产权组织规则》第 56 条，按照上述时间表，当事方应提交其根据《产权组织规则》

第 55 条提议在开庭时作为依据的每位专家证人的宣誓专家证词。此类证词应足够翔实，足

以作为该证人的直接证词。 

9. [允许当事方根据《产权组织规则》第 55 条，按照上述时间表，对预计在开庭时上作证的证

人进行质证。] 

10. 根据《产权组织规则》第 55 条的规定，将于 [日期] 进行开庭。按照当事方的商定，开庭将 
[在线] [在位于 [地址] 的 [仲裁开庭会场] ]举行，时间不超过五天。1仲裁庭希望当事方适时安

排文字实录服务和其他行政管理细节。 

11. 当事方可根据其意愿提出全部或部分处置性动议。提出之后，仲裁庭应确定是否适合制定

简报时间表，或是否应暂停动议。任何动议的提出不一定会中止或推迟商定的时间表。 

12. 仲裁庭和当事方认可并接受，为仲裁程序的目的，可能需要处理个人和敏感数据。仲裁庭

和当事方同意，在处理与仲裁程序有关的居住在 [司法管辖区] 内的任何人的任何个人数据

时，遵守 [相关数据保护法律法规] 的规定。2 

代表仲裁庭 
 
[日期] 

                                                
1 当事方可选择通过视频会议、使用在线工具或线下进行开庭。 
2 关于产权组织中心如何管理个人数据的进一步信息，请参考《产权组织仲裁案件提交指南》。 

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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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index.html
http://www.wipo.int/amc/zh/arbitration/rules/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amc/en/arbitration/filing/#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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