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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合作条约：英国的声明 

2020 年 12 月 23 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交存了一份声明，宣布英国批准《专利

合作条约》的范围将扩大至国际关系由其负责的根西岛。该声明将于 2021 年 3 月 23 日对上述地

区生效。 

更多信息，请通过以下链接查阅第 218 号 PCT 通告： 

https://www.wipo.int/treaties/en/notifications/pct/treaty_pct_218.html 

英国批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范围自 2020 年 11 月 13 日起扩大至了根西岛（请查阅

《PCT 通讯》第 09/2020 期）。 

（更新《PCT 申请人指南》附件 A 和 C（GB）） 

布达佩斯条约：英国的声明 

2021 年 1 月 1 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交存了一份声明，宣布英国批准《国际承认

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存布达佩斯条约》的范围将扩大至国际关系由其负责的根西岛、马恩岛

和直布罗陀。该声明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对上述地区生效。 

更多信息，请通过以下链接查阅第 341 号布达佩斯通告： 

https://www.wipo.int/treaties/en/notifications/budapest/treaty_budapest_341.html 

委托书豁免 

根据 PCT 实施细则 90.4(d)和 90.5(c)发出的通知（意大利专利商标局） 

WIPO 优先权文件数字存取服务（DAS） 

国家工业产权局（法国） 

PCT 信息更新 

BY  白俄罗斯（费用） 

ES  西班牙（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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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  冈比亚（费用） 

ID  印度尼西亚（进入国家阶段的特殊要求） 

KP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际公布后的临时保护） 

MG  马达加斯加（费用） 

VN  越南（费用） 

检索费和其他有关国际检索的费用（欧洲专利局、联邦知识产权局（俄罗斯联邦）、巴西国家工

业产权局、北欧专利局（勘误）、美国专利商标局） 

初步审查费和其他有关国际初步审查的费用（以色列专利局、西班牙专利商标局） 

异常非工作日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 

美国专利商标局：2020 年 12 月 24 日不办公 

格鲁吉亚国家知识产权中心 

PATENTSCOPE 新闻 

国家专利文献收藏 

现可通过以下链接在 PATENTSCOPE 检索系统中查看捷克、前捷克斯洛伐克、荷兰、塞尔维

亚、斯洛伐克和瑞典的国家专利文献收藏： 

https://patentscope.wipo.int/search/zh/advancedSearch.jsf 

捷克和前捷克斯洛伐克的文献有超过 437,000 条记录；荷兰的文献有超过 216,000 条记录；塞尔

维亚的文献有近 15,000 条记录；斯洛伐克的专利文献有超过 33,000 条记录；瑞典的文献有近

190,000 条记录。这使得 PATENTSCOPE 中有专利文献收藏的国家/地区数量达到 69 个。请注

意，前苏联和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专利文献现在算作单独文献收藏（此前它们分别属于俄罗斯

联邦和德国的国家文献收藏）。这反映了 WIPO 标准 ST.3 中这些前国家的独特双字母代码。 

现在还可以在 PATENTSCOPE 中检索 400 万件日本实用新型的数据。如果要查阅日本的实用新

型数据，请使用以下方式查询： 

CTR:JP 和(DTY:U OR DTY:Y OR DTY:U? OR DT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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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案卷信息 

来自印度、新西兰和韩国的全球案卷信息现在也可以在 PATENTSCOPE 中查阅，从而补充了其

他参与局已经提供的信息。相关申请“文件”选项卡下的档案内容提供了专利申请在审查过程中

的最新进展信息，包括检索报告、审查意见通知书以及申请人与专利局之间的通信。 

新的/更新的 PCT 资源 

ePCT 专利局用户指南 

《ePCT 专利局用户指南》提供了受理局、指定局和国际单位使用 ePCT 的详细信息，已于 2021

年 1 月 5 日更新，可通过以下链接查阅： 

https://www.wipo.int/pct/en/epct/pdf/epct_office_user_guide.pdf 

研讨会资料 

研讨会资料涵盖 PCT 程序的各个方面，英文和中文资料已于 2020 年 12 月更新，法文资料已于

2021 年 1 月更新，可分别通过以下链接查阅： 

https://www.wipo.int/pct/en/seminar/basic_1/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pct/zh/seminar/basic_1/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pct/fr/seminar/basic_1/index.html 

其他语言的版本也将在近期更新。 

《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指南》（俄文版） 

自 2020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指南》的俄文版现在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 

https://www.wipo.int/pct/ru/texts/pdf/ispe.pdf 

世界知识产权日 2021 年 4 月 26 日： 

今年的主题 

“知识产权和中小企业：把创意推向市场”是 2021 年世界知识产权日活动的主题。每天在全球

运营的数百万家中小企业中，每一家都始于一个在某人脑海中成形并进入市场的创意。创意如果

得到智慧、诀窍和天赋的滋养和充实，就会成为一种知识产权资产，可以推动企业发展、经济复

苏、人类进步。在经济复苏为当务之急的时候，2021 年世界知识产权日揭示中小企业在经济中的

关键作用，以及它们如何利用知识产权来建立更强大、更有竞争力和更有韧性的企业。 

如果您是知识产权世界的新手，2021 年世界知识产权日是一个机会，让您了解知识产权制度的各

种工具——商标、外观设计权、版权、专利、商业秘密、地理标志等等——如何支持您将自己的

创意推向市场。2021 年世界知识产权日还强调 WIPO 及世界各地的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局在为

中小企业创造有利条件，以推动创新和创造、促进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方面所发挥的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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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庆祝每家中小企业背后的智慧和创造力，庆祝它们改变现状的勇气，以及

它们对改善我们日常生活的贡献。请支持本地中小企业，助力本地创新。 

更多信息，请访问 WIPO 网站： 

https://www.wipo.int/ip-outreach/zh/ipday/ 

关于知识产权日 

WIPO 的成员国在 2000 年选择 4 月 26 日——1970 年《WIPO 公约》生效的日子——为世界知

识产权日。世界知识产权日每年都提供一个独特的机会，让世界各地的人们一起，共同促进更广

泛地了解和认识知识产权在鼓励创新和创造、支持商业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以及经济发展和充满

活力的文化景观方面的作用。 

实务建议 

从 PCT-SAFE 切换到 ePCT（以申请人向作为受理局的美国专利商标局申请为例） 

问：  我公司向作为受理局的美国专利商标局（RO/US）提交大量的 PCT 申请。我们一直在使用
PCT-SAFE 软件制作请求书，但是对于我们的许多用户而言安装并不断更新软件复杂且耗时。我
看到使用 ePCT 制作向 RO/US 提交的请求书的限制已经放宽了，所以如果我们有向外申请许
可，现在可以用 ePCT 吗？  另外，是否有关于如何开始使用 ePCT 提交和管理国际申请的培
训？ 

答：  正如《PCT 通讯》第 10/2020 期所述，美国专利商标局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通过了对其向

外申请许可规则的修订，以方便申请人在向 RO/US 提交国际申请时使用 ePCT 制作请求书。1  

因此，只要美国的 PCT 申请人： 

– 已在申请前满足任何国家安全规定，包括获得任何必要的向外申请许可；以及 

– 没有输出未包括在美国专利商标局所颁向外申请许可范围内的额外主题， 

那么现在就可以使用 ePCT 制作国际申请，然后生成一个.zip 文件，包含摘要文本和经过检查的

请求书（包括发明名称），以便与申请的其余部分一起通过美国专利商标局的电子申请系统

（EFS-Web 或专利中心）之一上传给 RO/US，而不必像此前一样担心将技术数据输出至

ePCT。详情请通过以下链接查阅《PCT 通讯》第 10/2020 期第 2 页（“Electronic Filing and 

Processing of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s”）： 

 https://www.wipo.int/edocs/pctndocs/en/2020/pct_news_2020_10.pdf 

以及美国联邦登记簿公布的信息：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0/09/30/2020-18743/facilitating-the-use-of-
the-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organizations-epct-system-to-prepare 

                                            
1  此前的向外申请许可规则已经授权通过 ePCT 输出技术数据，用于制作向境外 PCT 受理局（例如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提

交的国际申请。然而，该规则并未授权为制作向 RO/US 提交的国际申请的目的通过 ePCT 输出技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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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只要满足必要的向外申请许可要求，美国的 PCT 申请人现在可以在向 RO/US 提出申

请的同时享受使用 ePCT 制作申请的便利。2  上述《PCT 通讯》中的文章也概述了使用 ePCT 的

主要优点，特别是它是一个基于网页的应用程序，与 PCT-SAFE 不同，无需繁琐的软件安装和更

新。此外，一旦 RO/US 将申请传送至国际局，该申请就会出现在制作申请时对申请有访问权

（或被允许访问）的 ePCT 用户的“工作台”上。 

WIPO 网站上提供了大量信息，帮助用户开始使用 ePCT。例如，除以下链接中的支持文件外： 

https://pct.wipo.int/ePCTExternal/pages/landing.xhtml 

还有以下链接中 PCT 电子服务帮助网页上的用户指南和逐步帮助文章： 

https://pct.wipo.int/pct/en/epct/pdf/pct_wipo_accounts_faq.html 

请注意，以下页面与您特别相关： 

– “入门”：  https://www.wipo.int/pct/en/epct/learnmore.html?N=588 

– “提交申请”：  https://www.wipo.int/pct/en/epct/learnmore.html?N=196，特别是“结

合 EFS-Web 使用 ePCT 向 RO/US 提交申请”：
https://www.wipo.int/pct/en/epct/learnmore.html?N=452 

– “eOwnership、eHandshakes 和访问权限”：  

https://www.wipo.int/pct/en/epct/learnmore.html?N=693 

请注意，我们设有一个 ePCT 演示系统供申请人在提交“真正”的申请之前熟悉系统。 

WIPO 可以应请求为企业提供在线培训课程。这些课程可以根据参与者的具体需要进行调整，并

对应参与者的 PCT 知识水平。对于刚开始使用 ePCT 的用户，培训可能包括以下内容： 

– 创建具有增强身份验证的的 WIPO 账户； 

– 创建电子握手、分配访问权限、默认申请设置； 

– 浏览 ePCT 工作台； 

– 创建并提交新的国际申请；以及 

– 管理已提交的国际申请。 

对于已经熟悉 ePCT 基本功能的用户，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 ePCT 中广泛的功能组合如何在管理

PCT 申请时提高效率的信息，还可以参加更高级的培训课程。 

关于请求定制 PCT 培训的更多信息，请通过以下链接查阅《PCT 通讯》第 10/2018 期的《实务

建议》：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pct/zh/newslett/2018/10_2018.pdf 

更多针对 ePCT 培训机会的信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pct.eservices@wipo.int 

                                            
2  如果您在 ePCT 中制作请求书和摘要并生成上传至 RO/US 的.zip 文件时尚未获得向外申请许可，而您又担心以摘要和/或

发明名称的形式将技术信息输出至 ePCT，您不妨在此阶段从 ePCT-Filing 数据包的内容中除去摘要和/或名称。如果您有

向外申请许可，但您的申请包含的额外主题可能超出了许可范围，则同样建议您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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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通过以下链接查看 PCT 研讨会日期安排，了解与 ePCT 相关的研讨会和网络研讨会： 

https://www.wipo.int/pct/en/seminar/seminar.pdf 

请注意，大多数受理局已经停止接受 PCT-SAFE 申请，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同样计划在不久的将

来停止接受 PCT-SAFE 申请，具体日期有待公布。因此，强烈建议剩下的 PCT-SAFE 用户在其

常提交国际申请的受理局可以使用 ePCT 的情况下开始使用 ePCT。目前接受使用 ePCT 提交国

际申请的受理局名单见：  https://pct.wipo.int/ePCTExternal/pages/EFilingServers.xhtml 

任何 PCT 缔约国的国民和/或居民只要满足任何适用的国家安全要求，都可以使用 ePCT 向作为

受理局的国际局提交 PCT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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