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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局会见欧盟统一专利法院管理机构的代表 

欧洲专利局（EPO）局长和副局长会见了欧盟统一专利

法院（UPC）管理机构的主席和副主席、负责《UPC 协定》

实施的不同领域的工作组负责人，以及统一专利行政管理委

员会特别委员会主席。《UPC 临时适用议定书（PAP）》已

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起生效。此次会议是临时适用以来的第

2 次会议，与会者评估了自 2022 年 2 月 7 日以来的主要发

展，并讨论了在即将推出统一专利和 UPC 方面取得的进展。 

EPO 局长安东尼奥．坎普诺斯（António Campinos）赞

扬了所有合作伙伴之间长期以来的密切合作，他指出：“我

们现在正在准备欧盟统一专利一揽子计划，我们的扎实进展

反映了所有合作伙伴之间的密切合作。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我

们即将兑现承诺，为欧洲专利体系带来 EPO 自 1977 年开始

运作以来最重要的变革。” 

UPC 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拉姆齐（Alexander 

Ramsay）强调：“在临时适用期第一阶段，各方付出了巨大

的努力，取得了坚实的进展。该组织正在形成。我们现在期

待与 EPO 等合作伙伴一起走完最后一英里，以完成这一重要

的欧洲项目。” 

特别委员会主席杰罗姆．德布鲁尔（Jérôme Debrulle）表

示：“2021 年 10 月，特别委员会通过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工

作计划，以完成统一专利保护的实施。一开始，我们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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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主要工作流程：法律框架、财务框架、通信和技术合作。

截至 2022 年 6 月，特别委员会完成了其工作计划，现已为统

一专利系统的运作做好了准备。” 

统一专利和 UPC 是统一专利包的组成部分，它将补充和

加强现有的集中式欧洲专利授予系统。申请人可通过向 EPO

提交单一请求在已批准《UPC 协定》的欧盟成员国获得统一

的专利保护，这为专利所有人提供更简单、更具成本效益的

保护发明的方式。 

UPC 将成为参与成员国的共同法院，对涉及 EPO 授予

的欧盟统一专利的侵权和撤销诉讼具有管辖权。这个专门的

法院将使欧盟范围内的专利执法更加容易，提供更大的法律

确定性并降低在多个司法管辖区进行诉讼所产生的成本。 

（编译自 www.epo.org） 

 

欧洲专利局资助的知识产权研究取得初步成果 

2022 年 7 月 19 日，欧洲专利局（EPO）发布了 4 份研

究报告，这些报告是由欧洲顶尖的大学和机构在该局的学术

研究计划（ARP）资助下完成的。这些研究项目是于 2019 年

获得资助的，总计获得了 30 万欧元的资金。 

已完成的研究项目涉及多个不同主题，例如： 

－在不同欧洲国家的贷款谈判中使用专利作为抵押品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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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专利与商标数据联系起来实现不同知识产权

的互补性； 

－中小型企业专利商业价值的评估与预测； 

－在整个欧洲知识融合的情况下科学与发明网络之间

的相互作用。 

目前，资助获得者已经接受了关于他们的主要研究成果

和对政策制定者影响的采访。自 9 月起，这些采访将作为一

系列名为“专利研究”的播客进行发布。 

下一步研究项目 

为了响应 2021 年的号召，ARP 科学委员会提出了 5 个

项目，这些项目将受益于ARP框架下总计60万欧元的资助，

该框架的主要目的就是促进主要的合作研究。这些项目将在

2 年至 3 年的时间内完成报告，目的是开展多项调查研究，

例如“科学集群如何表明其对技术发展的后期影响”“利用

深度学习跟踪从科学到技术的知识流动”“视觉和多模式的

专利检索”以及“用于知识产权的数字培训系统研究”。 

关于 EPO 的学术研究计划 

EPO 于 2017 年启动了该研究计划，以鼓励对专利在欧

洲经济中的作用进行更多研究，并促进研究成果的共享。该

项计划对 EPO 在传播专利信息方面的作用进行了补充，例如

通过其全球专利数据库 Espacenet 以及全球专利统计数据库

（PATSTAT）等工具促进专利分析。该项计划的另一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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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学术研究人员和许多对此类互动感兴趣的该局工作人

员之间建立起富有成效的联系。 

去年，EPO 曾发起改进 ARP 的提案征集活动。通过今

年提出的这项新计划，EPO 将支持与科学伙伴机构的合作研

究，这些机构将从更广大的范围、更高额的预算和更长期的

支持时间中受益。从 ARP 的发展可以预见，EPO 研究人员

和工作人员之间的互动将会变得更加密切。 

（编译自 www.epo.org） 

 

欧洲专利局为专利管理人推出新认证计划 

欧洲专利局（EPO）最近为专利管理人开发了一项新的

认证计划——欧洲专利管理认证（EPAC）。EPAC 是专为律

师助理、专利管理人和手续官（formalities officer）而设计的，

将为专业人员提供管理在 EPO 提交的欧洲和国际专利的申

请、审查、授予和维护等相关流程的知识和技能。该项目的

培训课程将于 9月开始，第一次考试计划于 12月 12日举行。 

近年来，欧洲专利制度的用户要求为从事知识产权工作

的律师助理和行政人员制定一项认证计划的呼声越来越高。

虽然有少数国家提供了这种培训和认证的机会，但对在欧洲

层面开展的培训和认证需求与日俱增。为了满足这些需求，

EPO 专门开发了 EPAC，并设置了有针对性的课程以提供量

身定制的培训，同时为各方提供新的高质量认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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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的重点是基于《欧洲专利公约》（EPC）、《专利合

作条约》（PCT）和《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程序方面的

内容。考试内容还涵盖适用于欧洲专利和专利申请的各国法

律和其他协议，包括《伦敦协议》。考生将需回答有关各种

专利申请途径、申请程序以及涉及的流程、行政和手续相关

任务的问题。 

通过 EPAC，EPO 扩大了其认证服务范围，目前其服务

以欧洲专利律师资格考试（EQE）为特色。为了方便用户了

解该计划，新建立的认证门户网站和 EPAC 专用网站提供了

认证相关信息、考生参加考试应遵循的步骤和学习材料等。 

EPO 还在欧洲专利学院新架构的背景下成立了新的专

利教育认证委员会——EPAC，委员会由 EPO 和专业协会的

代表组成，主要负责设计论文和为论文评分。 

（编译自 www.epo.org） 

 

美国专利商标局将打击“增量”专利以降低药品价格 

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在 2022 年 7 月 6 日与美国

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联合发布的一篇博文中宣布，该

局计划按照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2021 年 7 月《关

于促进美国经济竞争的行政命令》的指示，实施一系列旨在

降低药品价格的措施。这一消息是通过由 USPTO 局长凯瑟

琳．维达尔（Kathi Vidal）和 FDA 局长罗伯特．卡利夫（Robert 



8 

M. Califf）共同撰写的博文发布的。 

拜登的行政命令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对一些制药企业的

做法进行限制，例如品牌制药企业和仿制药制造商之间的所

谓延迟付款协议（pay-for-delay settlement agreement）。该命

令呼吁 USPTO 和 FDA“利用他们在促进创新、竞争和安全

有效药品的批准、监管方面的集体专业知识，帮助缓解美国

家庭在药店购买药品的压力”。 

根据该博文内容，两家机构现在已经“通过往来信件归

纳出了总统议程上需要落实的多项举措。这些举措将加强两

家机构的关系，并扩大可用于评估专利性和解决专利被不当

使用以延迟竞争的情况的资源”。 

FDA 的担忧部分源于 I-MAK 数据 

在 2021 年 9 月致 USPTO 的信函中，FDA 表示其颇为

关注那些关于“专利制度的某些用途”允许推迟引入仿制药

和生物仿制药的批评。具体而言，延续这种“可能允许申请

人就在先专利中已经披露的发明获得后续专利”的实践，会

制造出“专利丛林”和“常青专利”——在这种实践中，专

利是在“对先前批准的药物产品进行‘批准后’变更或‘二

次’变更获得的，例如同一药物的新配方、新的给药系统或

主张各种其他使用方法的专利”。根据 FDA 的信函，一项研

究发现“从 2005 年到 2015 年，橙皮书中列出的新专利药物

中有 78%是现有药物，而不是进入市场的新药”。信中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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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产品改良（product hopping）”的做法表示担忧。 

信函还引用了国会研究服务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20 年 2 月 11 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药品定价

和药物专利实践》（CRS 报告编号 R46221），该报告部分依

赖于美国畅销药品专利和市场数据库 I-MAK 的数据。近几

个月来，运营该数据库的组织因拒绝披露其关于药物专利对

药品定价影响的各种报告所依赖的基本数据集而受到审查。

I-MAK 的数据被国会广泛引用，以打击制药企业的一些不合

理的专利申请行为，并以此作为降低药品成本的一种手段。 

最终，FDA 还在信中对 USPTO 提出了几项建议，具体

包括：（1）与 FDA 进行更多的交流与合作；（2）解决可能

滥用专利系统的问题，如信中所述的做法；（3）为审查员提

供充足的时间和资源；（4）提供关于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

（PTAB）对橙皮书所列专利和／或涵盖生物产品的专利使

用授权后审查和多方审查的数据。 

USPTO 积极响应 

USPTO 作出了回应，并提到了其正在采取的有助于打击

药品不合理定价的 5 项广泛的措施，维达尔在信中表示，其

中大部分内容“将加强适用于我们所有技术的专利制度”。 

首先，该局将加强与 FDA 等机构的合作，包括寻求以

USPTO-FDA 联合模式举办公众可参与的会议和征求意见，

为审查人员提供可用于检索的 FDA 资源培训，并向 FDA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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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资源，同时还要考虑向两个机构提交的陈述的一致性。维

达尔还在信中表示，该局正在积极探索“新的举措，以要求

专利申请人向 USPTO 提供已提交给其他机构的相关信息，

并提醒专利申请人其披露义务以及未能在该局披露所要求

信息的后果”。 

其次，USPTO 将“改进获取专利的程序，以便该局能够

颁发可信且有效的专利”。这包括在审查制度中引入更多的

审查时间，为审查员提供更多的培训和资源，加强审查员与

PTAB 之间的沟通，“对数量较大的同族专利中的继续申请

（ continuation applications ） 和 ／ 或 使 用 声 明 性 证 据

（declaratory evidence）防止被驳回的行为进行更加严格的审

查”，探讨是否需要做出改变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显而易见的

双重专利做法的影响，并对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药物和生

物专利审查和颁发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以确定改进美国专利

制度的方法，以及一些其他建议。 

第三，USPTO 将考虑优化 PTAB 程序的方法，例如在决

定是否根据《美国发明法案》（AIA）启动程序时，考虑对涉

及数量较大的同族专利的延续专利的案件进行额外的审查。

该局还正在研究允许第三方参与 AIA 程序的可能性，以及

“在决定是否提出 AIA 申请时，该局是否应该考虑在某些情

况下权衡专利制度的实用性和完整性”。 

信中还指出，该局正在研究一些能够提高公众参与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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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包括在专利公共咨询委员会中增加公共利益代表，以

及让更广大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共听证会和其他活动。 

在信函的最后，USPTO 表示将考虑其他建议，以尽量减

少仿制药和生物仿制药的延迟上市，同时仍然“鼓励和保护

那些对于将挽救生命和改变生命的药物推向市场的至关重

要的投资”。 

该联合博文还补充了一点，通过信中所述的各项措施，

“USPTO 将禁止那些对不符合专利资格的现有药物进行增

量、明显变更的专利申请。这一做法可能会使药品价格下调，

因为制药企业将无法基于对药物产品的微小变更而不合理

地推迟仿制药竞争的到来。” 

更多信息 

如需了解关于这些措施的更多信息，可以访问USPTO的

“药品定价措施”（Drug pricing initiatives）页面，该局正在

通过邮箱 drugpricing@uspto.gov 接收一般性问题。 

（编译自 www.ipwatchdog.com） 

 

美国词曲作者收取新费用以求生存 

流媒体让音乐行业重新焕发了活力，但新的经济模式让

许多业内人士感到不安，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最为沮丧

的莫过于词曲作者。 

在实体销售驱动的世界里，词曲作者在超级巨星的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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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占有一席之地，可以此过上体面的生活——百万销量专辑

中的每首歌都能获得相同数量的机械版税，最近是每销售一

份获得 9.1 美分。然而，在流媒体驱动的世界里，出现在专

辑中并不能保证收入。歌曲只有热门和非热门。管理公司 This 

Is Noise 的负责人丹．皮特尔（Dan Petel）称，即使是超级明

星录制，词曲作者从非热门歌曲赚得的流媒体收入“可能抵

不上为参加会议而加满一箱油的成本”。 

艺术家和唱片公司从数字流媒体平台获得大部分收入，

为了对抗其所处的严酷的经济环境，皮特尔和他的同行正在

颠覆音乐行业的规范，他们设计了新的方式来让其客户获得

报酬。歌曲作者的经纪人不再祈求后端版税，而是越来越多

地要求在整个创作和录音过程中获得报酬。这些费用可能包

括与艺术家一起进入工作室的预付款；在规定时期内保留曲

目的定金；退稿费（如果唱片公司没有将单曲推送到电台）；

在某些情况下，唱片带来的一定比例的版税，一直以来词曲

作者没有获得这部分费用。 

总的来说，这些费用加起来可以从几百美元到几万美元

不等。 

2019 年，乡村歌手基普．摩尔（Kip Moore）谈到要向出

现在他的专辑中的词曲作者支付奖金，以确保他们得到公平

的报酬。 

（编译自 www.billboa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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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诉讼称博通侵犯了计算机技术专利 

近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日本电器

制造商松下（Panasonic）指控芯片制造商博通（Broadcom）

侵犯其几项有关计算机技术的专利。 

松下控股公司（Panasonic Holdings Corp.）向法院诉称，

博通拒绝了其提出的讨论专利组合许可的要约。松下称该专

利组合涵盖广泛的博通产品。 

诉讼称，包括微处理器、集成电路和无线网络组件在内

的博通产品侵犯了松下的 10 项专利。 

博通、松下和松下的律师均没有立即回应媒体的置评请

求。 

松下向德克萨斯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主张数额不详的

金钱损害赔偿，并要求法院下令永久阻止博通侵犯其专利权。 

诉讼还称，博通故意侵犯了这些专利，并指出博通在自

己的专利申请中引用了其中一些专利。 

（编译自 www.usnews.com） 

 

巴西工业产权局在 WIPO 大会期间签署合作协议 

近期，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INPI）在参加于瑞士日内

瓦举办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大会期间签署了新的合

作协议。 

2022 年 7 月 18 日，INPI 与日本专利局（JPO）签署了



14 

一份合作备忘录。双方在未来将会开展下列活动：就两国知

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发展交换信息；就一些机构在促进知识产

权领域创新和拓展合作伙伴关系过程中所采取的良好实践

以及积累下的经验展开探讨；共同为各地区的知识产权和商

业团体提供知识产权培训。 

就在同一天，INPI 还和巴西驻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和其

他经济组织代表团签署了一份意向书。签订这份协议的目的

是为了让 INPI 学院的学生和教授们参与到上述代表团的国

际贸易培训计划中。 

此外，2022 年 7 月 19 日，根据在今年 3 月双方签署的

一份谅解备忘录，INPI 还和法国国家工业产权局签署了一份

涉及 2022 年至 2023 年工作规划的协议。根据这份协议，上

述两家知识产权机构将会展开各类信息交流和培训项目，并

会携手打击假冒行为和促进创新。 

（编译自 www.gov.br） 

 

巴西开展大规模打击侵权在线音乐服务的行动 

作为第 4 波“404 行动（Operation 404）”的一部分，巴

西执法机关协调开展了一系列行动。“404 行动”由国际唱

片业协会（IFPI）及其巴西代表组织 Pro-Música Brasil 支持，

旨在打击互联网上的侵权服务。 

该行动是同类行动中规模最大的行动之一，涉及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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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未经许可提供音乐服务的行动，其中包括 400 多个侵权

的音乐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的总下载量已超过 1000 万

次。 

巴西司法和公共安全部、巴西 11 个州的打击网络犯罪

的警察部门、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和英国伦敦市警察局打击

知识产权犯罪机构就上述行动开展了合作。 

IFPI 全球内容保护和执法主管梅丽莎．莫吉亚（Melissa 

Morgia）在评论此次行动时称：“由于巴西主管机关与美国

和英国机构的协调合作，作为‘404 行动’的一部分，此次行

动关闭的未获许可的音乐服务的数量最多。” 

莫吉亚称：“我们感谢并赞扬所有参与实施这些行动的

机关和机构，感谢他们在保护音乐创作者的内容方面的持续

合作和支持。” 

Pro-Música Brasil 的总监保罗．罗莎（Paulo Rosa）补充

说：“这项行动对日益严重的未获许可音乐应用程序问题产

生了特别的影响——向所有此类服务的运营商发出了一个

明确的信息，即他们必须停止侵权活动。” 

“这些服务从音乐中获利，同时危及巴西充满活力和多

样化的音乐生态系统的发展。我们将继续支持在必要时采取

行动。” 

（编译自 www.ifp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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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知识产权局会议：品牌在现代社会要保持创造力 

2022 年 7 月 7 日，在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举办的

会议上，有人称一些品牌没有足够快地适应新冠肺炎疫情引

发的购物行为变化，未来应该注意版权法给他们提供的选择。 

斯德哥尔摩大学知识产权法教授埃莉奥诺拉．罗萨蒂

（Eleonora Rosati）表示，品牌可以通过欧盟法律的更新和英

国计划的改变来更好地跟踪消费者数据和购物习惯。 

EUIPO 在阿利坎特总部举办了知识产权判例法会议。罗

萨蒂在会上发表了讲话。本次会议是 EUIPO 上诉委员会成立

25 周年的纪念活动。 

会议涵盖了文化、时尚和娱乐以及知识产权的交叉领域。 

罗萨蒂提到了欧盟《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第 3 条

和第 4 条。这两条为文本和数据挖掘规定了版权例外。她还

提到了英国知识产权局（UKIPO）将引入类似豁免的计划。 

6 月，UKIPO 确认了其政策，该局公布了从 2021 年 10

月到 2022 年 1 月就知识产权和人工智能进行磋商的结果。 

罗萨蒂表示，时尚品牌可以利用这一优势来跟踪消费者

的消费和购物习惯。她补充说，英国的 Arcadia 集团等公司

未能适应变化。 

Arcadia 集团之前由英国商人菲利普．格林（Philip Green）

担任主席，旗下品牌包括塞尔弗里奇小姐（Miss Selfridge）

和 Topshop。Arcadia 于 2020 年 11 月进入托管阶段，到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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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它之前拥有的所有品牌都已出售给 ASOS 和 Boohoo 等

在线零售商。 

力争最好 

罗萨蒂表示，时尚品牌在寻求知识产权保护时，可在类

型方面保留创意空间。 

她提到，时装企业 Tecnica 集团试图将滑雪者钟爱的月

球靴（Moon Boots）的形状注册为欧盟商标（EUTM）。 

其欧盟商标于 2012 年注册，但后来在服装公司 Zeitneu

的挑战下于 2017 年失效。2020 年，上诉委员会发现 Tecnica

集团申请的欧盟商标不具有独特性，因此维持了无效决定。 

然而，2021 年 1 月，米兰法院（Court of Milan）的另一

项裁决确认，这双靴子是一种艺术创作，应受到版权保护。 

知识产权之间的这种交叉成为了此次会议的一个额外

讨论点，与会者想了解所谓的知识产权“常青化”是否是一

个应该通过立法改革来解决的问题。 

讨论小组成员了解到，在文学或艺术作品的版权到期后，

版权所有者或继承人随后申请商标以延长保护期限。 

小组成员普遍同意，如果知识产权按预期发挥作用——

即版权和商标保护不同的事物——则不需要立法。 

电子竞技 

当然，近日的会议离不开元宇宙话题。 

布拉格的一家律所 Bird & Bird 的合伙人沃杰奇．赫劳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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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Vojtech Chloupek）谈到了知识产权如何在网络游戏的背

景下发挥作用，特别是游戏玩家经常在非常高的赌注下进行

竞争的电子竞技大赛。 

他指出，这是一个元宇宙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行业。 

赫劳佩克表示，多项知识产权正在电子竞技大赛中发挥

作用——游戏本身可以受到版权保护，其中的团队名称受商

标保护。他补充说，个人玩家的头像和个人资料以及著名体

育明星的头像和资料都可以受到形象权的保护。 

他指出，电子竞技和足球管理机构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之间也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新许可合作。 

今年早些时候，视频游戏开发商 EA Sports 宣布将在明

年年底结束与 FIFA 的合作关系。双方制作“FIFA”系列视

频游戏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 

赫劳佩克指出，分道扬镳可以为电子竞技环境中的新联

赛和竞争系统铺平道路。 

最后，小组成员考虑了知识产权所有人是否应该改变他

们现有的商标组合，以将元宇宙中的数字产品纳入考虑范围。 

（编译自 www.managingip.com） 

 

欧盟执法机构捣毁非法制冷剂犯罪网络 

在欧洲反欺诈办公室（OLAF）的协助下，欧盟执法机构

于近期捣毁了一个位于西班牙的犯罪网络，该网络涉及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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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和交易制冷气体。 

西班牙国民警卫队、西班牙税务局、欧洲刑警组织和

OLAF 联合实施了“Marum 行动”，共逮捕了 27 人，其中几

人疑似为该组织的头目。 

根据一份声明，此次行动还缴获了 110 吨不同类型的氢

氟碳化合物（HFC）气体，价值约 1100 万欧元。 

化学品贸易机构 Cefic 表示，近几年来，用于制冷的氢

氟碳化合物气体的非法进口激增。 

随着 2021 年初生效的欧盟二氧化碳当量（CO2e）配额

（该配额限制了 HFC 化合物生产商在市场上的投放量）的收

紧，此类贸易有望进一步增长。 

据 OLAF 称，“Marum 行动”发现了“危害环境和公民

健康的复杂而狡猾的欺诈行为”。 

该犯罪网络使用虚假文件从欧盟外向西班牙进口了受

配额限制的制冷气体，从而逃避了关税和其他税款。然而，

这些气体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在西班牙进入正常的流程，而

是以极低的价格在该国国内出售，从而形成了黑市。 

非法贸易的利润被清洗并用于购买高端汽车和房地产

等奢侈品。在对与犯罪网络有关的场所进行搜查时，执法机

构还发现了 36.4 万欧元的现金、435 克可卡因和 435 颗摇头

丸。 

（编译自 www.securingindust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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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on d’Or 所有者在针对英国公司 Golden Balls 的

商标纠纷中败诉 

足球奖“金球奖（Ballon d’Or）”的权利所有者为法国公

司 Les Editions P. Amaury。近日，该公司在与英国运动服装

公司 Golden Balls 的商标纠纷中败诉。 

欧洲的第二大法院——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普通法院—

—部分支持了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的决定，即剥夺这

家法国公司在电视广播和书籍方面的权利。然而，法院恢复

了 Ballon d’Or 在娱乐服务方面的商标权，并称 EUIPO 撤销

该类别的商标是错误的做法。 

Ballon d’Or 被授予给年度最佳男女足球运动员。 

Ballon d’Or 与英国运动服装公司 Golden Balls 的纠纷始

于 2017 年，当时，这家英国公司要求 EUIPO 撤销“Ballon 

d’Or”商标，理由是该商标从未使用过。 

如果商标未使用超过 5 年，欧盟法律允许第三方要求撤

销该商标。EUIPO 支持 Golden Balls 的主张，并于去年撤销

了 Ballon d’Or 在某些商品和服务上的权利。 

Les Editions P. Amaury 因此诉至欧盟普通法院，以收回

其在电视节目、电视剧或电影播送或制作、娱乐以及书籍、

杂志或报刊出版方面的权利。 

欧盟普通法院同意 EUIPO 的观点。 

法院称：“法国公司并没有证明与这些服务有关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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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使用，因此普通法院支持 EUIPO 关于撤销这些服务商

标的决定。” 

法官在一方面否决了 EUIPO。 

他们称：“以系争商标 Ballon d’Or 组织的颁奖典礼必须

被归类为娱乐服务。” 

双方可以就法律问题向欧洲最高法院——欧洲法院

（CJEU）——提出上诉。 

（编译自 wincountry.com） 

 

英国将根据用户反馈简化外观设计系统 

在呼吁公众对现有外观设计框架发表意见后，英国政府

概括了简化该国外观设计系统的计划。在重点工作中，英国

政府打算对未注册外观设计制度、外观设计与版权之间的关

系、引入实质审查的必要性以及人们对与欧盟知识产权局

（EUIPO）协调一致的延期条款（deferment provision）的需

求开展进一步审查。 

通过分析来自设计师、企业、法律从业者和贸易机构的

340 多份回复，英国政府承认外观设计系统当前的复杂性可

能会给用户造成困扰，尤其是那些专注于外观设计的小型公

司和没有法律代表的用户。报告（即英国政府针对公众反馈

发布的计划）指出，“受访者的普遍看法是，外观设计保护

不同的重叠形式使英国系统变得复杂，应该对其进行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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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未注册外观设计的简化是实现这一点的主要方法

之一。受访者的普遍建议是采用统一的基于当前未注册外观

设计保护最佳要素的未注册外观设计权。报告指出：“人们

普遍认为，统一未注册外观设计中的术语、资格标准、侵权

条款、例外、威胁条款（threats provision）和无辜侵权者的责

任是可取的。” 

考虑到人们对立法改革或指南的需求，政府还计划审查

英国外观设计和版权制度之间的重叠关系，以进一步简化系

统。英国商标律师克里斯．麦克劳德（Chris McLeod）称：

“我非常赞同版权和未注册外观设计之间的关系过于复杂

这种说法。这对律师来说已经够难了，对于没有法律代表的

当事人来说一定更难。”因此，任何简化措施都可能为大量

英国从业者、他们的客户和没有法律代表的当事人提供便利。 

报告还承认，目前的执法系统对于小型设计公司尤其复

杂且成本高昂。报告称：“英国拥有出色的执法体系。然而，

提起法律诉讼的复杂性和成本对于想要行使自己权利的小

型设计公司来说可能存在问题。因此，政府将考虑是否可以

采取措施让所有权利人更容易执法。” 

麦克劳德补充道：“一项建议是将注册外观设计纠纷引

入知识产权企业法院（IPEC）的小额诉讼程序（SCT）。与

欧洲大陆相比，英国的知识产权执法成本仍然很高。IPEC 旨

在降低执法成本，但有一些人表示反对，特别是一些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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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表明该系统正在被滥用。”政府报告指出，SCT 可以提

供“一种无需诉讼费用的专家裁决形式”。然而，一些受访

者担心注册外观设计案例过于复杂。 

公众对强制性的注册前检索和审查的反馈也不尽相同。

赞成者认为这一要求将进一步明确外观设计保护的有效性，

反对者则担心造成延误和成本增加。其他人还警告称，由于

存在未注册外观设计，难以进行全面检索。公众普遍持有的

观点是，高质量的人工智能检索工具可以克服其中一些问题。 

麦克劳德评论道：“有趣的是，用户对实质审查有一些

兴趣。英国知识产权局（UKIPO）称，如果引入实质审查，

注册肯定会延迟，成本也可能会增加，因此可能会阻止人们

提交申请。不过，这一话题显然仍在讨论之中。” 

受访者认同的一件事是需要延期条款。关于延期期限应

该为多长，一些受访者认为，与 EUIPO 保持一致的 30 个月

可以避免在多个地区寻求保护的设计师和公司产生混淆。麦

克劳德表示：“引入延期对我来说绝对有意义，与 EUIPO 保

持一致是合乎逻辑的。”英国政府承认了延期条款的需求，

并将进一步与利益相关者协商最佳方法。 

受访者也一致呼吁 UKIPO 接受数字表示（ digital 

representation）并扩大允许的文件格式列表。为了保持知识产

权局创新的前沿位置，UKIPO 已同意根据技术发展重新考虑

外观设计的表现方式。 



24 

最终，政府强调了一些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领域，包括： 

－如何简化外观设计制度，特别是关于未注册的外观设

计； 

－如何完善对设计师的指导，包括那些通常不直接与政

府接触的设计师； 

－如何设置关于检索和审查的选项； 

－外观设计与版权法的关系，是否需要改革或指导； 

－对补充未注册外观设计的公开要求的担忧，包括与同

时公开有关的不确定性； 

－是否应更新当前外观设计表示形式的格式要求； 

－如何确保外观设计系统足够灵活以支持技术发展； 

－可能的延期条款选择问题； 

－可以采取的使所有权利人更容易执行的措施；和 

－支持未注册外观设计侵权行为应适用刑事制裁这一

观点的证据。 

（编译自 www.worldtrademarkreview.com） 

 

英国知识产权局宣布亚当．威廉姆斯为临时局长 

2022 年 7 月 13 日，英国知识产权局（UKIPO）宣布，

亚当．威廉姆斯（Adam Williams）已被任命为知识产权局的

临时局长。 

威廉姆斯的任命将于 2022 年 9 月 1 日——现任局长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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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莫斯（Tim Moss）离职之时生效。届时，莫斯将加入威

尔士政府并担任首席运营官。 

在公开竞选局长的程序结束前，威廉姆斯将在接下来的

几个月内履行 UKIPO 局长的职责。 

威廉姆斯于 2009 年加入 UKIPO，成为版权和执法局国

际协调部门负责人。随后，他于 2013 年 7 月出任国际政策部

门副主任，并于 2017 年 9 月担任主任。 

威廉姆斯此前曾在英国政府从事国防政策事务，在处理

欧盟、联合国和北约的政策问题以及双边谈判方面拥有着丰

富的经验。 

在对其任命发表意见时，威廉姆斯称： 

“我很高兴能够被任命为临时局长。我希望能够与我在

执行委员会的同事们一起做好连续的领导工作，以确保

UKIPO 继续作为一个为我们的公民谋福利的好机构，并确保

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UKIPO 还进一步就其他几个岗位进行了招聘，并实施了

一些组织设计变更。 

安迪．巴特利特（Andy Bartlett）已被任命为副局长和服

务部门主任。 

该角色负责向客户提供所有现有服务、信息技术工作和

“One IPO”转型计划，以为建设未来的新型知识产权局进行

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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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利特将继续推动已经在进行的规模庞大的工作，以

创建一个真正以客户为中心的组织，以更精简、更高效的方

式改变客户获取和管理其知识产权的体验。 

UKIPO 还确认了以下几个新的任命，同时完成了组织设

计流程： 

克里斯．米尔斯（Chris Mills）被任命为权利政策和执法

部门主任。 

担任这一职务时，除了继续解决知识产权执法问题外，

克里斯还将负责国内知识产权政策和立法所有领域（包括专

利、商标、外观设计和版权）的相关事务。此外，这一角色

将有助于通过知识产权支持英国的创新，包括通过咨询活动

对目前正在制定政策的领域（如人工智能、外观设计和音乐

流媒体等）进行具体监督。 

在威廉姆斯被任命为临时局长后，他还会与商业和国际

政策部门临时主任共同领导政策小组。 

皮帕．霍尔（Pippa Hall）将担任战略部门主任。 

战略部门将对 UKIPO 的战略方向进行协调，确保在企

业优先事项方面取得进展，并与更广泛的政府政策措施保持

一致。 

霍尔将与服务和政策职能部门合作，以支持整个组织的

各项举措。她将在 UKIPO 中协调并监督更广泛的战略和业

务计划，以确保这些计划与 UKIPO 的整体企业战略、企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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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优先事项保持一致并最终完成。 

西安妮亚．戴维斯（Sian-Nia Davies）将出任首席数据和

技术官。 

戴维斯将牵头创建一个世界领先的技术平台，为企业和

公民提供利用知识产权权利所需的工具。她将向副局长巴特

利特汇报，并确保 UKIPO 的技术实力能够继续支持其战略

目标的实现。 

除此之外，戴维斯将领导新技术（包括机器学习和人工

智能以及更成熟的技术）的开发，以提供以用户为中心的服

务——这也是“One IPO”转型计划的核心。 

这些新的任命是对现有岗位的补充，并与现有领导岗位

共同构成了重新设计的领导层架构。现有岗位包括： 

尼尔．哈特利（Neil Hartley）仍担任财务部门主任。 

作为财务总监，哈特利仍然负责财务战略、运营和系统

管理、账目管理和财务报告、预算管理、财务控制和采购管

理等事务。 

佩妮．菲尔波茨（Penny Phillpotts）仍担任人员和场地管

理部门主任。 

作为人员和场地管理事务的负责人，菲尔波茨仍将负责

所有人力资源、组织设计和房地产相关事务。其职责包括将

平等、多样性和包容性进一步纳入整个组织的文化中，将

UKIPO 建设成为一个支持创新的绝佳工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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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局长莫斯表示： 

“组织制定了明确的‘接班人’规划，我们可以无缝隙

地完成从上一任到下一任的交接和过渡，这证明了整个

UKIPO 的强大领导力。我完全相信，执行委员会能够有连续

性地胜任领导工作，并且他们以及我们更多的高层领导人都

拥有使我们的雄心壮志与世界上最好的知识产权局相匹配

所需的技术专长。” 

新任命的领导层将有机会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与利

益相关者会面，并继续与合作伙伴组织及其成员保持长期合

作关系。 

（编译自 www.gov.uk） 

 

菲律宾与韩国专利信息院共同开发自动化战略 

近期，菲律宾知识产权局（IPOPHL）参与了一项由韩国

专利信息院（KIPI）发起的深入研究，旨在推进 IPOPHL 服

务的自动化进程。 

上述研究将会为 IPOPHL 的流程自动化工作提出中期以

及长期的战略建议。 

IPOPHL 局长罗伟尔．巴尔巴（Rowel S. Barba）讲道：

“我们一直在努力能够让更多的人使用到我们的服务，而此

举也让国际社会开始对我们的知识产权基础设施和流程表

现出了兴趣。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对于 IPOPHL 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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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从更宽广的战略角度看清楚我们当前的体系并推

动我们的行政机构继续提升经商便利性的好机会。” 

KIPI 的国际合作团队在 2022 年 6 月 20 日至 6 月 23 日

期间对总部位于达义市的 IPOPHL 进行了访问，目的是掌握

有关 IPOPHL 体系的基础性知识并找出那些能够利用 KIPI

自动化解决方案套件解决的各项挑战。 

IPOPHL 的团队展示了该局内部流程和外部服务的核心

内容，例如检索系统、在线营销策略、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

设施的创新成果、归档服务、客户支持服务以及知识产权数

据库等。 

KIPI 的国际合作团队由多位知识产权制度的研究人员

所组成，这些研究人员曾访问过不同国家的知识产权局以开

展咨询合作。据统计，自 2013 年以来，这个团队已经与 21

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机构进行过协商。 

KIPI 国际合作团队的项目经理尹顺燮（Soon Sup Youn）

表示：“咨询项目主要为了分享知识。我们在对不同知识产

权局进行参观访问的期间分享了我们的经验。同时，我们也

获得了相关国家在制定其知识产权制度时所积累下的专业

知识。” 

值得一提的是，KIPI 分别在 2016 年至 2019 年期间以及

2019 年至 2021 年期间与阿联酋和巴拉圭展开过合作，这两

个项目对于提升 KIPI 知识产权服务质量而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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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顺燮补充道：“我们始终致力于在开展磋商与落实项

目时与有关各方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会看到两国在改善知识产权制度的过程中均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果。” 

尹顺燮还指出：“我们正在推动有关知识产权的自动化

项目，并会让其与相关国家的制度保持一致。” 

KIPI 目前正在探索研究一个可用于检索所有类型知识

产权的集中式平台，以及一个可允许 IPOPHL 与菲律宾本地

和国际合作伙伴无缝分享数据的知识产权数据分配平台。 

巴尔巴表示，与 KIPI 开展合作有助于该局实施其“六点

光明议程”。 

巴尔巴讲道：“从我们的光明议程来看，我们需要建立

起全面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提供面向未来的服务。特别是，我

们的目标是帮助利益相关者在最大程度上充分利用好知识

产权制度以从疫情中迅速恢复过来。” 

IPOPHL与KIPI共同开展的知识产权自动化咨询项目将

会在 2022 年 11 月结束。不过，IPOPHL 在未来可能会与韩

国政府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 

作为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的附属公共机构，此次 KIPI

派出的代表团成员还包括研究员李承淑（Seung Sook Lee）、

李赫俊（Hyuk Jun Lee）、李钟铉（Jong Hyun Lee）以及助理

研究员郑基硕（Ki Suk J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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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PO 此前一直都是 IPOPHL 专利审查高速路项目以及

多场商业研讨会活动的合作伙伴。 

（编译自 www.ipophil.gov.ph）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希望与该国贸易和工业部共同推动

知识产权事业向前发展 

由新任部长领导的菲律宾贸易和工业部（DTI）以及其下

属机构菲律宾知识产权局（(IPOPHL）均乐观地认为，该国

将会继续利用知识产权来推动和维持经济的复苏与增长势

头。 

IPOPHL 的局长罗伟尔．巴尔巴（Rowel S. Barba）表示，

他很高兴 DTI 的新部长阿尔弗雷多．帕斯夸尔（Alfredo E. 

Pascual）将促进全球范围内技术领域投资作为优先事项之一。 

巴尔巴讲道：“IPOPHL 会全力支持和推动新任部长提

出的创新目标。无论是从局部地区还是全世界来看，现在已

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菲律宾看成是知识产权保护和执

法的典范。我们将会继续保持住这种良好声誉。” 

作为《全球创新指数》中的“创新成就者”，菲律宾在

所有参加评比的 132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 51 位，而这也是该

国能够吸引到创新投资的重要因素。 

“创新成就者”意味着某个国家在资源有限并且面临障

碍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创造出较高质量的创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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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巴补充道：“作为国家创新委员会（NIC）的成员，

IPOPHL 会一直坚定地与 NIC 其他成员展开密切合作，以解

决那些可能会阻碍我们创新和创意产业全面转型的问题。” 

同时，这位 IPOPHL 的负责人还提到了涉及非商业化专

利商业化的、来自于创新和技术支持办公室项目的财政与非

财政津贴。 

目前的专利生产活动主要是根据菲律宾委员会的“投资

优先计划”所展开的。上述计划旨在实现菲律宾经济的现代

化以及创造出更多高价值的就业机会。 

中小微企业的复苏及更多进军国际市场的菲律宾品牌 

巴尔巴表示，IPOPHL 还会继续加大扶持中小微企业的

力度，并帮助更多本土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扩大规模。 

巴尔巴讲道：“根据帕斯夸尔部长提出的愿景，我们将

会帮助更多的中小微企业获得足够的知识与技能来制定其

知识产权保护战略。” 

他强调，企业家、艺术家、创新者以及本土企业、初创

企业都需要求助于知识产权，以在知识经济中获得更强的竞

争力和恢复能力。 

巴尔巴指出：“无国界的数字世界也是复苏的亮点。这

可以让本土高价值的品牌、创新型的知识产权以及创意产出

成果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提供免费的知识产权网络研讨会以外，IPOPHL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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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了一系列专门为中小微企业和独立发明家及艺术家设

计的项目，其中就包括“胡安娜做标记（Juana Make a Mark）”

“胡安娜专利和胡安娜外观设计保护激励项目（Juana Patent 

and Juana Design Protection Incentive Program）”“胡安娜为

了世界（Juan for the World）”“专利合作条约发明人援助项

目（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Inventor Assistance Program）”

以及“版权加项目（Copyright Plus Program）”。 

修改《1997年知识产权法典》以吸引投资 

IPOPHL 还将采取措施以修改《1997 年知识产权法典》。

巴尔巴表示，此举将帮助菲律宾与世界各地的法规与技术发

展步伐保持一致，同时还能提高该国对于科技企业的吸引力。 

他补充道：“现代化的知识产权法律可以吸引外国初创

企业以及大型科技企业在菲律宾设立办公室。” 

同时，知识产权法的修订也被认为是扩大了菲律宾人自

己的知识产权资产组合。 

巴尔巴指出：“我们推动的改进为人们带来了更加灵活

的保护机制，这有助于实现更多发明成果的商业化。我们会

扩大商标的保护范围以提升竞争力，同时我们还会制定出更

加明确的版权规定以为艺术家之间开展业务提供便利。” 

上述知识产权法案在 1997 年 6 月获得通过，并在 2013

年做了最后一次修订，授予了 IPOPHL 执法权以加强版权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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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庆祝《知识产权法典》生效 25 周年，IPOPHL 在今

年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创造银色光明未来”的庆祝典礼。同

时，该机构还表示会利用知识产权来重振经济活动。 

（编译自 www.ipophil.gov.ph） 

 

ARIPO 各成员国举办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 

近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非洲地区知识产权

组织（ARIPO）以及斯威士兰在埃祖尔韦尼举办了首届

ARIPO 成员国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HIPOC）。 

这个在 2022 年 6 月 8 日至 6 月 10 日期间举办的会议为

ARIPO 各成员国知识产权局的负责人提供了一个平台。利用

该平台，有关各方可以非常坦诚地讨论各国的知识产权最新

发展动态，并与 WIPO 和其他合作伙伴一道采取一种更加统

一和高效的方式来开展各项联合行动。此次的 HIPOC 旨在

促进成员国之间展开更多的合作并进行诚恳的对话，并以此

来分享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最佳实践与经验。此外，

这个会议也可以进一步加强 ARIPO、WIPO 与相关知识产权

局局长之间的联系。 

尽管各个知识产权局的局长每年都会以 ARIPO 行政委

员会成员的身份举办会议并讨论与组织有关的各项事务，但

是这个论坛并没有为人们提供足够的空间来讨论 ARIPO 地

区中知识产权事业所面对的诸多热点问题。举办 HIPOC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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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就是要弥补这一差距。 

斯威士兰商务、工业和贸易部部长曼库巴．库马洛

（Manqoba Khumalo）宣布了会议的正式开幕。该部的首席

秘书西博尼索．恩坎布勒（Siboniso Nkambule）也作为陪同

人员来到了现场。 

在发表开幕致辞时，WIPO 总干事邓鸿森（Daren Tang）

呼吁有关各方要共同努力，找到可帮助非洲使用并商业化知

识产权以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法。 

ARIPO 总干事贝曼亚．特韦巴兹（Bemanya Twebaze）

指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各成员国开展合作并进行

坦诚的对话，分享有关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的最佳实践与经

验。 

特韦巴兹补充道：“作为 ARIPO 地区和非洲大陆的代

表，我们正在寻找各种解决方案，以提高经济增长率、确保

食品安全、消除贫困以及找到可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

方法。我们只需要对自己当前的情况进行评估并重新调整我

们领导层战略的方向。《联合国 2030 年议程》中提到的这些

愿景和措施也是非洲联盟在整个非洲大陆层面上支持的

《2063 年议程》中的一部分。HIPOC 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学

习、成长以及提出建设性批评意见的宝贵机会。我个人要努

力在我的领导方式中注入活力，而这种领导力也会为推动

ARIPO 的转型和增长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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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韦巴兹就WIPO总干事邓鸿森为成功举办首届HIPOC

所提供的支持表示了感谢。HIPOC 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他在

2021 年 WIPO 成员大会期间与该组织总干事所举办的一次

会议。双方在上述会议上一致决定要每年举办一次 HIPOC。 

ARIPO 行政委员会的主席威利．穆沙伊（Willie Mushayi）

也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演讲。 

（编译自 www.aripo.org） 

 

俄罗斯将以南联邦大学为基础建立知识产权中心 

2022 年 7 月 14 日，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Rospatent）

与俄罗斯南联邦大学共同签署了一份旨在推动创新和改善

知识产权工作的路线图。此次合作是根据由俄罗斯联邦委员

会主席领导的知识产权委员会所做出的决定而开展的，旨在

发展各个地区的知识产权制度。 

根据这份路线图，有关各方将会以南联邦大学为基础打

造出新的知识产权网络中心，并让其成为该国南联邦地区的

知识产权成果法律保护中心，专门负责提供培训，为人们介

绍有关商业化和技术转让的经验以及最佳做法。 

Rospatent 认为南联邦大学是一家可以对要求获得保护

的发明以及实用新型进行初步信息检索以及对其可专利性

进行初步评估的合格组织。此外，Rospatent 和南联邦大学还

会将双方的信息系统进行集成。而开展有关知识产权成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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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和商业化的培训也是路线图所规定的主要合作内容之一。 

对此，Rospatent 的局长尤里．祖博夫（Yury Zubov）讲

道：“与 Rospatent 开展的合作将会提高南联邦大学在知识产

权领域中的知识储备水平，从而提升该局所受理的申请质

量。”使用 Rospatent 的信息服务将有助于该所大学的专家和

学生确定出自己的优先科研事项，找出更有前景和竞争力的

技术、产品和服务。 

根据此前举办的“IT 解决方案的保护与商业化”圆桌会

议的讨论结果，双方签署了上述路线图。Rospatent 于 2022 年

5 月在南联邦大学的塔甘罗格校区举办了上述圆桌会议，而

南联邦大学在俄罗斯被认为是提供专家培训和开展信息和

智能控制系统研究工作水平最高的大学之一。 

南联邦大学校长伊娜．舍甫琴科（Inna Shevchenko）表

示：“广义上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是进行技术转让的必要条

件，我校十分重视推动技术转让工作的发展。为了达成上述

目标，南联邦大学最近成立了一个技术经纪人学院，旨在培

养出更多精通创新成果商业化的专家。我们要以这个知识产

权中心为基点，找出适合现代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方法，特

别是考虑到当前的情况，即俄罗斯需要用自己的快速发展来

完成大量进口商品和技术的进口替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需要提高科研成果的商业转化率。此外，创新者也需要相信

自己的工作成果一定会受到法律、专业组织以及相关司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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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充分保护。”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安德烈．亚茨金（Andrey 

Yatskin）在 5 月出席于塔甘罗格举办的活动时指出：“令人

感到欣慰的是，罗斯托夫地区的年轻人对于 IT 领域表现出了

极大的兴趣。为高产量、外向型经济部门培养出合格人才是

俄罗斯面临的战略挑战之一。联邦委员会和地方机构都对这

一领域给予了较高的关注度。我相信这个平台将为塔甘罗格

IT 集群生态系统的发展提供一个开展建设性对话和深入讨

论的机会，并将有助于人们寻找到新的想法和解决方案。” 

此外，Rospatent 和南联邦大学还会携手改进当前的执法

实践，并创建出一个可用于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数据库。 

（编译自 rospatent.gov.ru） 

 

德国专利商标局：PCT 申请现在可以在没有签名的

情况下提交 

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申请人可以通过 ePCT 在线轻松

提交指定德国专利商标局（DPMA）为受理局的国际专利申

请（PCT 申请）。ePCT 是一个安全的网络系统，功能非常广

泛。用户可以使用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账户登录访

问 ePCT，进而访问国际局（IB）存储的最新文献数据和文档

资料。访问机密信息则需要严格的身份验证。这意味着用户

需要一个密码和第二个身份验证因素，例如由手机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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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的一次性密码——就像网上银行一样。 

用户可以通过 ePCT 向 PCT 受理局提交新的国际申请，

受理局现在也包括 DPMA。用户不需要通过签名卡添加签名。

当然，用户仍然可以通过 DPMA 的电子文件系统

DPMAdirektPro 和欧洲专利局的工具 eOLF 向作为受理局的

DPMA 提交 PCT 申请。 

为了让用户能够使用 ePCT 向受理局 DPMA 提交申请，

DPMA 已修改《德国专利商标局电子法律交流条例

（ Verordnung über den elektronischen Rechtsverkehr beim 

Deutschen Patent- und Markenamt）》。经修订的条例已于 2022

年 7 月 1 日生效。 

（编译自 www.dpma.de） 

 

法国国家工业产权局与泰国知识产权局签署合作协议 

2022 年 7 月 12 日，法国国家工业产权局（INPI）在其

办公场所接待了来自泰国知识产权局（DIP）的代表团。 

随后，双方在举办会议期间签署了一份以地理标志为重

点的、涉及 2022 年至 2023 年行动规划的合作协议。此举不

仅标志着法国与菲律宾两国在该领域超过 25 年的合作将会

延续下去，同时也奠定了双方开展长期合作的基础。INPI 与

DIP 在 1996 年 7 月 4 日首次签署的双边工业产权合作协议

就是以地理标志保护作为重点的。此外，自 2018 年以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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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知识产权机构还共同制定了年度行动计划，以巩固和维

持上述合作成果。 

根据合作协议，DIP 的代表团曾在 2018 年和 2019 年对

法国进行了访问，参观了 INPI 以及法国国家起源与质量研究

所（INAO）的办公室，并与相关的工作人员就地理标志的审

查程序交换了意见。 

随着此次涉及 2022 年至 2023 年行动规划的新协议的签

署，地理标志再次成为了主要议题，特别是手工业和时尚产

业创新成果的保护工作。 

对于泰国这个国家来讲，地理标志是该国经济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在亚洲，泰国是保护农业和手工业品地理标志的

先驱国家。2022 年 5 月，该国总共完成了 175 件有关农业及

手工业品的地理标志注册工作，其中还包括 18 件外国的地

理标志（主要涉及香槟和干邑等）。泰国加入《原产地名称

和地理标志里斯本协定日内瓦文本》也为东盟各国作出了很

好的表率。在此之前，柬埔寨以及老挝分别在 2018 年 3 月 9

日和 2021 年 2 月 20 日加入了里斯本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双方会晤和签署新行动规划之际，

DPI 的代表团还与香槟酒跨专业委员会进行了会面，并参观

了成立于 1584 年的哥塞香槟（Champagne Gosset）酒庄。此

外，这些代表还探访了“香槟区最古老的房子”。 

另一方面，对于法国来讲，自 2015 年 6 月以来，该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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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已经将地理标志的覆盖范围扩展到了工艺品。要知道，

以前法国的地理标志只是适用于一些农产品以及诸如香槟、

葡萄酒一类的酒类产品。 

（编译自 www.inpi.fr） 

 

国际估值标准委员会在新加坡设立亚洲办事处 

近日，全球估值标准制定者国际估值标准委员会（IVSC）

选择在新加坡设立办事处，以作为其在欧洲以外的第一个基

地。这突显了亚洲在世界舞台估值行业中日益重要的地位，

并推动了新加坡估值行业的发展。 

IVSC 选择新加坡作为其在欧洲外的首个基地，目的是

推动其在亚洲采用国际估值标准（IVS）的宣传工作。这意味

着亚洲在提高估值标准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以及新

加坡在企业估值、无形资产和房地产估值领域颇有潜力。

IVSC 是负责实施 IVS 的独立全球标准制定者，IVS 在全世

界范围内广泛应用。 

2022 年 7 月 6 日，IVSC 亚洲办事处由新加坡总理办公

室部长兼财政和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新加坡 2030 年知识

产权战略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席英兰妮．拉贾（Indranee Rajah）

启动。拉贾表示：“IVSC 亚洲办事处在新加坡的成立证明了

新加坡和 IVSC 多年来建立的牢固伙伴关系，以及我们促进

提高估值行业一致性和专业性的共同目标。今天亚洲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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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立也标志着新加坡作为无形资产中心发展的一个新的

里程碑。” 

文化、社区和青年部部长兼法律部第二部长、2030 年新

加坡知识产权战略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席唐振辉（Edwin Tong）

称：“在当今以技术、品牌和网络为动力的经济中，无形资

产变得越来越不容忽视。可信又可靠的无形资产估值标准和

准则是无形资产交易和货币化的重要推动力，反过来这些也

会支持创新和企业的发展。我们很高兴 IVSC 选择与新加坡

合作设立其亚洲办事处，并期待与 IVSC 和其他国际合作伙

伴的合作，共同发展亚洲地区的商业和融资生态系统。” 

在 IVSC 亚洲办事处成立之际，由于财务报告和审计要

求，全球对专业估值人士的需求迅速扩大，企业价值的新驱

动因素正在突显，如无形资产、环境、管理和可持续性因素。 

IVSC 管理委员会由英国前财政部长阿利斯泰尔．达林

（Alistair Darling）担任主席，新加坡前财政部第二部长林惠

华（Lim Hwee Hua）担任副主席。林惠华在评论该办事处成

立时表示：“IVSC 的亚洲办事处是整个亚洲地区乃至全球估

值行业前进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IVS 在世界各地被使用，

并且在亚洲的发展已经颇具规模，尤其是在有形资产估值方

面。今天宣布这一消息意味着 IVSC 将更好地支持 IVS 的持

续使用和估值行业的不断进步，同时也将广泛的区域专业知

识作为其标准制定议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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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办事处得到新加坡会计委员会、新加坡知识产权局

（IPOS）、经济发展局、星展银行、大华银行、华侨银行、

冬海集团、德勤、安永、毕马威和普华永道的大力支持。 

IVSC 首席执行官尼古拉斯．塔尔博特（Nicholas Talbot）

表示：“我们很高兴能够在亚洲开设新的办事处，并感谢新

的 IVSC 亚洲赞助商的支持与厚爱。就其在全球经济中的角

色而言，亚洲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地区，是推动估值行业不断

全球化发展的驱动力。非常感谢新加坡帮助我们推进国际标

准和最佳实践的应用。" 

在新加坡和亚洲发展估值行业 

IVSC 选择在新加坡设立亚洲办事处是考虑其作为全球

性金融中心以及其设有不同行业在亚洲地区总部的特色。 

新加坡将为亚洲估值标准和专业知识的发展作出贡献，

具体方面如下： 

1、制定国际估值标准 

IVS已经成为一种国际估值框架，因为它已经被全球 100

多个国家广泛采用。IVSC 在新加坡的存在为新加坡提供了

影响和展示 IVS发展变化的机会，特别是考虑到将无形资产、

房地产和其他可持续性因素作为主要价值驱动因素的方面。 

2、成为通往亚洲的跳板 

IVSC 的 185 个成员组织中有 1/4 位于亚太地区。相关活

动和最新的估值发展将经由新加坡进入到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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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财长会议提出，

IVSC 可通过在整个 APEC 地区使用 IVS 来加强区域经济合

作。IVSC 亚洲办事处将通过任命负责 IVS 市场采用工作的

技术人员来进一步支持这项任务。 

将新加坡打造为一个估值中心将吸引大量交易，并创造

对企业融资等相关现代服务的需求。这也将有助于确保新加

坡作为区域金融和专业服务中心的地位。 

3、提高企业资产、房地产和金融工具的估值标准以刺激

投资和商业活动 

一致标准的应用对于开发质量评估至关重要。这将创建

更透明的市场，刺激投资和商业活动，并实现经济的进步。

IVSC 的成员（包括世界银行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将 IVS 视

为强化金融体系和为所有使用估值信息的用户改善条件的

重要工具。新加坡将支持市场采用高质量和一致的估值标准。 

4、建立有利的无形资产估值基础设施以促进新加坡和

亚洲的创新 

作为新加坡 2030 年知识产权战略的一部分，发展成为

可信且可靠的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估值首选地是新加坡的

重要目标。新加坡将利用其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和中立性建

立有利的无形资产估值基础设施。这一任务将与国际估值专

业人士携手完成。该基础设施将支持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相

关的交易和活动（例如，使用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进行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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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大对创新的支持力度。新加坡将采取的具体举措包括制

定无形资产估值指南。 

5、满足对估值专业知识不断增长的需求 

IVSC 在新加坡的办事处将促进整个亚洲估值行业的成

长，提高对估值专业知识的需求。这将会激发人们对以 IVS

为基准的估值专业资格计划的兴趣，例如特许估价师和评估

师（CVA）计划。该计划是亚洲较为成熟的专业企业资产估

值资格培训项目。IVS 还被专注于房地产估值的新加坡测量

师和估价师协会（SISV）采用。 

6、促进制定企业资产估值行业道德水平和专业素养的

高标准 

自 2017 年以来，IVSC 和新加坡估值师协会（IVAS）合

作举办了年度会议，以促进企业资产估值专业人士的道德水

平和专业素养的提高。IVSC亚洲办事处将深化 IVSC与 IVAS

和 IPOS之间的合作，以培养与区域利益相关者的相关能力。 

IVSC 亚洲办事处的主要作用 

IVSC 亚洲办事处将在帮助制定全球估值标准方面发挥

关键作用，并主导 IVSC 与亚洲实体的合作，包括金融和证

券监管机构、政府、其他标准制定者、估值专业组织和从事

估值工作的企业。 

新办事处的主要职能如下： 

1、向 IVSC 的独立标准委员会提供技术专业知识，并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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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IVS 区域性意见的协调人； 

2、促进相关各方对无形资产估值指南或标准的参与和

互动； 

3、推广 IVSC 成员组织的专业标准； 

4、在新加坡为亚洲市场组织活动和论坛，包括 IVSC 股

东年度大会、圆桌会议、思想领导力大师课程和网络研讨会； 

5、成立 IVSC 亚洲管理委员会，负责整个亚洲地区的宣

传推广和交流互动。 

IVSC 亚洲办事处将设在新加坡税务局大厦。 

大约有 100 名高级估值、商业和金融负责人出席了新办

事处的启动仪式。 

关于 IVSC 

IVSC 是一个独立的全球机构，负责制定目前全球 100 多

个国家使用的国际估值标准。IVSC 与政府、监管机构、企业

和专业组织合作，通过国际认可的标准和专注于高质量的专

业性来发展和加强估值实践。IVSC 网络由 180 多个成员组

织组成，包括世界银行和 90 多个估值专业和标准制定组织。

IVSC 成员一致认为，提高国际估值实践标准将有利于企业

发展、加强金融市场稳定和保护公共利益。 

（编译自 www.ipos.gov.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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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最高法院发布版权侵权损害赔偿的量化标准 

近期，墨西哥最高法院第一庭以投票方式作出了一项裁

决，分析了墨西哥《联邦版权法》第 216 条之二的合宪性问

题。该条款规定，版权侵权损害赔偿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低

于原始产品或原始服务售价的 40%。 

一家经营夜总会的公司称，上述条款违宪，因为它违反

了法律确定性和相称性原则，其措辞使得无法确定赔偿比例

要基于哪些收入。该公司还称，尽管夜总会有音乐作品的公

开表演，但也提供了饮料和食品服务，后者不应被视为损害

赔偿的一部分。他们补充道，采购物资的支出、管理费用和

税费也不应考虑在内，无论如何，损害赔偿只能来自于夜总

会的利润。 

最高法院认为第 216 条之二是符合宪法规定的，因为该

条款提供了 2 个计算损害赔偿的系统。这 2 个系统是：（1）

不低于原始产品或原始服务售价的 40%；（2）无法进行上述

计算的，应当在专家证人的支持下确定赔偿金额。因此，赔

偿不具有惩罚目的，而是对造成的损害进行补偿。 

同样，法院认为，因作品被使用而遭受利润损失的当事

方不应承受夜总会运作所产生的损失或赔偿责任，因为以其

他方式进行估算（estimating）将违背被质疑条款的补偿目的。 

因此，就服务提供而言，最高法院裁定，赔偿必须量化，

应包括与版权侵权有关的所有收入。这包括饮料和食品的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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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因为它们集中在版权侵权行为中。音乐作品的公开表演

是为了让夜总会的活动获得额外的激励。 

基于这一裁决，最高法院第一分庭发表了一篇单独的论

文。尽管这一单独且有争议的标准不构成强制性的判例法，

但墨西哥法院在未来案件中可能会考虑这一标准，以补充和

澄清版权侵权损害赔偿量化方面仍然存在的一些疑问。 

（编译自 www.mondaq.com） 

 

多家企业开始在智利使用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体系 

爱阁食品公司（Agrosuper）、Wenco 公司以及菲利普．罗

斯柴尔德男爵集团（Baron Philippe de Rothschild）成为了在

智利首批使用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体系的企业。 

智利所加入的《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目前总共拥

有 128 位成员。借助这个途径，人们只需要向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WIPO）提交一份单一的申请便可以在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为自己的商标寻求保护了。 

据智利外交部国际经济关系副部长（SUBREI）的估计，

智利当前总共有 7600 家出口企业。在这其中，截至 2020 年，

已经有 1522 家公司首次向国外发送了货物。 

对此，智利国家工业产权局（INAPI）局长洛雷托．布雷

斯基（Loreto Bresky）表示：“让这些公司拥有越来越多可以

进入新市场的工具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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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相信马德里体系会成为一种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多价值的

工具。他们现在可以选择以一种更加简单、更加高效以及更

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来在境外保护其品牌权利。” 

在《马德里议定书》为智利带来的诸多经济利益之中，

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未来申请人将只需要支付一笔单一的

费用。而且，智利的申请人也无需再在每一个目标国家和地

区当中聘请不同的代理机构了。由于马德里体系允许人们以

西班牙语提交申请，因此智利的申请人也可以因此而节省下

一笔昂贵的翻译费用。 

另一方面，通过马德里体系，申请人也不用再去经历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审查程序，并因此而节省下了宝贵的时间。

当然，由于申请人只需要提交一份单一的申请，因此其需要

在自己的申请中指定到所有的成员。 

首批使用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体系的智利公司 

Wenco 公司成为了智利最早使用马德里体系的企业之一。

在其成立将近 50 年之后（始创于 1954 年），该品牌在全球

范围内正在经历着一个高速扩张时期，特别是在玻利维亚、

哥伦比亚和秘鲁等国。 

Wenco 子公司 Greenplast 的总经理瓦伦丁．马丁内斯

（Valentín Martínez）讲道：“作为一家将创新融入到 DNA 的

企业，我们始终关注正在实施的各种新实践和新程序。这使

我们能够继续充分保护好我们的知识资产，从而保持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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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沿地带。” 

此外，菲利普．罗斯柴尔德男爵集团也对这一消息表示

了欢迎，并决定在马德里体系生效的第一天就开始使用这套

机制。目前，该公司 97%的产品都是用来出口的，而亚洲（占

比 37%）、北美（占比 18%）和南美（占比 18%）则是他们

的主要目的地。 

该品牌的总经理伊曼纽尔．里法德（Emmanuel Riffaud）

表示：“对于我们以及全球所有具备全球影响力的酒厂来讲，

马德里体系的生效都是一则好消息。这可以让我们能够集中、

便捷且高效地注册我们的品牌。它将成为出口商的绝佳工

具。” 

与此同时，爱阁食品公司的营销经理文森特．多明格斯

（Vicente Domínguez）也强调了这一进展，并表示很高兴他

们成为了最早使用马德里体系的企业之一。他讲道：“成为

推动品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先行者将会成为我们这

家企业的宝贵资产。我们将会采取相应的战略以加强自身在

国际市场上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爱阁食品公司以及菲利普．罗斯柴尔德

男爵集团都是律师事务所 Alessandri Abogados 的客户。因此，

针对上述事件，该律所的合伙人罗德里戈．贝拉斯科（Rodrigo 

Velasco）讲道：“我们为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体系的启动而

感到自豪。我们会继续在我们的出口客户中推广这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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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涉及的产品主要是葡萄酒、食品以及一些服务与技术应

用。” 

同样地，来自 Carey 知识产权和信息技术事务所的合伙

人弗朗西斯科．凯里（Francisco Carey）也表示，他希望马德

里体系能够成为当地企业非常有用的工具，特别是通过开展

品牌保护工作而进军国际市场。” 

充分使用智利的商标制度 

马德里体系的生效正值智利对于知识产权的高需求之

际。根据 INAPI 提供的最新数据，由智利居民提交的商标申

请已经占到了全部申请总量的 73%，剩下 27%的申请则是由

外国申请人提交的。 

（编译自 www.inapi.c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