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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简介  

 
• 使命：在全球范围内促进知识产权保护，使国际

知识产权体系惠及所有成员国。 

  

• 成员国：186个 

 

• 观察员：+ 390个  

 

• 工作人员：950名，来自101个国家 

 

• 所辖条约：26部  

 

• 主要机构：大会、协调委员会、WIPO成员国会议 

 



知识产权宣传 

公共部门和政策制定者 

各知识产权局 提高认识 

公众和民间社会 



准则制定 
 

经济发展 

全球基础设施 对产业界的服务 



全球首选知识产权服务的提供者 

• 核心业务包括： 

 

专利合作条约（专利） 

马德里体系（商标） 

海牙体系（工业品外观设计） 

里斯本体系（地理标志） 

WIPO仲裁与调解中心 
 

 

 



商标国际注册服务-----马德里体系 

         

        提供一种简洁、经济但高效的方式，可用来在多个国家
获得并维持商标保护。过去的120年间，马德里体系帮助企
业在全世界保护的商标超过了一百万个。 

 

       全世界在海外寻求商标保护的申请人中，有三分之一使
用马德里体系，其中许多是中小企业。 



商标国际注册服务-----马德里体系 

• 马德里体系为在多个区域内注册和管理商标提供
一站式解决方案: 

 

 只提交一项国际申请，不必提交多项国家申请 

 只以一种语言（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提交申请 

 只以一种货币（瑞士法郎）支付一种费用 

 取得一项覆盖多个区域的国际注册 

 向新的区域扩大保护范围只通过一个简单的程序，每十年
做一次续展 

 提供集中式的系统管理您的全部商标 

 



商标国际注册服务-----马德里体系 

• 92个成员方 

 

 



马德里体系如何运作 

• 谁可以使用马德里体系？ 

 
 要使用马德里体系，必须是马德里联盟某一成员的国民，或在某一成

员境内有居所，或者设有真实有效的商业营业场所 

 申请三步骤 

      第一步：通过所在国家或地区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 

          在提交国际申请前，必须首先在您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知识产
权局取得“基础申请”或“基础注册; 

      第二步：由WIPO进行形式审查; 

      第三步：由所指定的国家或地区知识产权进行实质审查 

 商标国际注册有效期十年。每个十年期即将届满时，可以进行续展注
册 

 

 

 

 

 



关于申请费的例子 

 

    一个摩洛哥的公司请求在12个国家获得TMP——如果不
使用马德里体系，而是选择单独向各国国家局申请，三个类
别的申请所支付的费用是使用马德里体系的6.5倍，
Madrid=2,162瑞士法郎，国家路径=14,245瑞士法郎。续展
同样的申请，相当于要便宜5倍。所有权变更的费用便宜20
倍，仅需花费177瑞郎，而在国家路径下，需要花费3,697瑞
士法郎。 



马德里数据统计 

 



马德里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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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服务----海牙体系 

 

国际保护的有效途径：海牙体系： 

 海牙协定 - -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管理( 现有62 

个缔约方)  

     

 

 

   

 

 

 
                            

公司 

http://europa.eu/abc/symbols/emblem/download_en.htm
http://europa.eu/abc/symbols/emblem/download_en.htm


 

 

海牙体系的目标 



简言之 

《海牙协定通过一个单一的国际注册，提供给外观设
计的创作者以及持有者一种简单、快速并且经济的程
序来保证和维持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保护 》 



海牙体系：一个简单，
但是永恒的概念 

    通过提交一件单一国际注册的单一国际申请，
来集中获得并维持在一个或多个被指定缔约
方生效的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权利。 



国家申请途径 / 海牙途径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 



海牙体系 

 是…… 

经济、高效的，从而为所有法律事务方面的预算
有限的企业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机会 

 

为特定商品确定目标国家，区域或者全球市场过
程中，灵活地为权利持有人提供更多的机动性 



关于工业品外观设计
国际注册的 

海牙体系 

海牙协定 

伦敦文本 (1934) 从2010年1月
1日起冻结 

海牙文本 (1960) 

日内瓦文本 (1999) 

2003年12月23日生效 

2004年4月1日实施 

共同实施细则 (1996) 

• 最后一次修订：2014年1月 

• 共通的释义 

• 相区分的规定 

行政规程 (2002) 

• 最后一次修订：2014年1月 

国家法及细则 



走向全球化 –  

海牙体系的地理范围 



海牙联盟的成员 

按照最新可适用的文本分组： 
 

日内瓦文本 (1999): 非洲知识产权组织，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波斯尼亚和

黑塞戈维亚，博茨瓦纳，保加利亚，克罗地亚，丹麦，埃及，爱沙尼亚，欧盟，芬兰、

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匈牙利，冰岛，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

立陶宛，蒙古，黑山共和国，纳米比亚，挪威，阿曼，波兰，摩尔多瓦共和国，塞尔维

亚共和国，罗马尼亚，卢旺达、圣多美与普林西比共和国，塞尔维亚，新加坡，斯洛文

尼亚，西班牙，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瑞士，塔吉克斯坦，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 ，文莱，大韩民国(47) 

 

海牙文本 (1960): 比利时，伯利兹，贝宁，科特迪瓦，朝鲜人民共和国，加蓬，希腊，意

大利，卢森堡，马里，摩洛哥，荷兰，尼日尔，塞内加尔，苏里南 (15) 

 

60 个成员 



47 Geneva Act (1999) (including EU and OAPI)  

15 The Hague Act (1960) 
 

62 Contracting Parties 



海牙文本：潜在的新成员 

 

Russian Federation 

announced its intention to accede, legislative 

amendments submitted to Russian parliament 

Japan 

actively considering accession 

China 

discussing accession to the Geneva Act with WIPO 

USA 

Appropriate bill has been enacted 



海牙联盟的未来发展 

 

已表示愿意加入海牙协定的潜在缔约
方 

 



海牙体系的基本特征 



海牙体系是什么? 

一对多关系  

 

提交一件国际注册(IR)的国际申请并指定一个或多个缔约方(CP)  

 

“权利打包”   
 

如果没有被驳回，国际注册在每一个被指定的缔约方获得的保护
即生效 



. . . 海牙体系不是？ 

由于海牙体系从根本上是一个程序性条约，其不能决定以
下内容： 

保护的条件； 

决定外观设计是否可以获得保护所应用的驳回程序；或者 

保护所产生的权利。 

  

上述问题由一件国际注册中被指定的每一个缔约方的国家
法律所决定。 



谁可以使用这个体系? 
使用者应当 

         

 拥有某一个缔约方的 
 

国籍 
  

住所 
  

真实有效的工商营业所 
 

经常居所 
   



国际申请 

使用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 

 

可以直接向国际局递交 

 

可以包含不超过100项的不同的外观设计，

要求这些外观设计属于国际分类表（洛迦诺）
中的同一个大类 

 

缴纳一套费用（瑞士法郎） 



海牙体系的程序 (I) 

国际局的任务 
- 形式审查 

- 在国际登记簿中登记 

- 在国际外观设计公报中公布   (可以延期公告) 

- 通过公报通知成员国 

 

国际注册的效力 
 - 与在所有被指定的缔约方以普通方式递交的国家申请具有同等效力 



海牙体系的程序 (II) 

被某个被指定的缔约方驳回 
-  根据与国家/区域申请相同的实质性理由驳回 

-  必须在规定的时限内发出通知 

- 仅在驳回该外观设计的成员国境内生效 
 

国际注册 (未驳回的情况下) 
-  未驳回 = 与当地的外观设计注册具有同样的权利 

-  独立的国家/区域权利的捆绑 

-  具有集中管理的优势 



海牙体系的程序 (III) 

保护期：5 年为期，可续展 

至少可以续展一次 (1960 文本) 或者两次 (1999文本)  

如果被指定的成员允许，则可以有比较久的续展周期 
 

 

续展和变更的集中管理 

单一请求 

一种规定要求 

一种语言 

使用一种货币支付一笔费用 

同一个续展日期及周期供监控 



关于申请费的例子 

一个权利人有五件外观设计，每件有四个视图，想在欧洲
联盟以及突尼斯、挪威、乌克兰、新加坡、瑞士和土耳其
得到保护。用电子申请向WIPO提出国际申请，申请费是
1,808瑞士法郎。分别向每个局提出国家或地区申请，申
请费相当于4,903瑞士法郎*。不算可能需要的法律代理费
和其他相关服务费，仅申请费就节省近63%——企业不论
大小，法律事务资金有限的，对此都不能无视。 

     

    * 按2014年3月1日的信息计算。 

 



 
 
 
 
 
 

WIPO中国办事处  
 
 
 
 
 
  

 
 
    
 
 
 
 
 
 
 
 
 
Guoliang Lu 
 
 

Guoliang.Lu@wi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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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中国办事处 

 



WIPO中国办事处 

Guoliang.Lu@wi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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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