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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局 MyEPO产品组合将数字用户服务提升到

新的水平 

与用户连接并与进行互动是建立一个更可持续的专利

局的重要基石。在《2023 年战略计划》中，欧洲专利局（EPO）

正在努力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新的在线工具，以更好地满

足用户的需求。  

2022 年 6 月，一项新的在线服务——MyEPO 产品组合

（MyEPO Portfolio）在经历了为期 7 个月的试点阶段后推出，

约 180 位用户使用了该服务。该产品组合允许用户查看他们

的申请组合和文件，通过他们的 EPO 邮箱进行通信，并为回

应 EPO 的信件执行程序性操作。 

第 2 个试点阶段定于 11 月开始，在此期间，EPO 将与

试点参与者进行互动，从现在起至 2023 年 6 月期间试用并

提供主要的新功能。 

其中包括 PCT 国际阶段的国际代理和非欧洲申请人的

电子通信、进一步的程序性操作和第一个新的企业对企业

（B2B）技术性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以便用户可以在

其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和 MyEPO 产品组合之间自动交换数据。 

除了在线申请 2.0（Online Filing 2.0）和中央费用支付

（Central Fee Payment）系统之外，MyEPO 产品组合有望成

为各方在 EPO 处理其事务的首选接入点。 

它将取代当前的 Mailbox 和 MyFiles 工具，这些工具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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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将于 2024 年 6 月下线。 

关于如何查看 MyEPO 产品组合的问题，“MyEPO 

Portfolio”网页解释了如何开始并介绍了其功能和好处。 

感兴趣的各方也可以响应 EPO 对试点参与者的号召，自

愿参与第二个试点阶段。EPO 将定期与试点参与者举行反馈

交流会。 

各方也可在 2022 年 11 月 28 日的 EPO 用户日加入该服

务，观看 MyEPO 产品组合的演示视频，并听取用户对它的

评价。 

（编译自 www.epo.org） 

 

欧亚专利局副局长就欧亚专利制度发表演讲 

近期，欧亚专利局（EAPO）副局长阿尔门．阿齐江（Armen 

Azizyan）在参加由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AIPPI）举办的

第二届专利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在这个主题为“欧亚专利制度：发展趋势和前景”的报

告中，阿齐江强调了该局在推动欧亚一体化进程中所发挥出

的重要作用。他讲道：“欧亚一体化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

程，不会受到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我们正在目睹的地缘政

治进程证实了一体化和共同经济空间的重要性。因此，欧亚

专利制度在今天仍然是最成功的整合项目之一。” 

阿齐江列举了EAPO最近为优化欧亚申请审查过程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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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审查时间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并指出 EAPO 在该组织成

员国的支持下，准备继续扩大受保护的知识产权主题数量，

例如实用新型和商标。 

与此同时，来自 EAPO 的专家们还参加了若干场分组讨

论会议，其中就包括主题为“知识产权争议”的研讨会。在

上述会议期间，EAPO 审查部副部长奥雷利亚．塞班（Aurelia 

Cheban）谈到了欧亚专利的异议制度。EAPO 的工业品外观

设计部部长阿塞姆古尔．阿贝诺娃（Asemgul Abenova）以及

化学和医学部首席专家亚历山大．蒂莫宁（Alexander Timonin）

也分别出席了多场会议。 

（编译自 www.eapo.org） 

 

来自欧亚专利局成员国的专家接受培训 

2022 年 11 月 28 日，欧亚专利局（EAPO）开始为各国

知识产权局的专家提供培训。来自 EAPO 的 8 个成员国国家

知识产权局的大约 20 名专家可借此机会提升他们的工业品

外观设计审查专业能力。 

EAPO 局长戈利高里．伊夫利耶夫（Grigory Ivliev）表

示：“EAPO 正在积极努力地普及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的区

域制度。”人们对于获得欧亚专利保护的需求正在增加。自

去年 6 月以来，已经有 14 个国家的申请人提交了欧亚工业

品外观设计申请。这些申请人分别来自中国、美国、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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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日本、土耳其、芬兰、波兰、保加利亚等国。此外，

EAPO 也收到了来自于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的

申请。 

在上述活动期间，EAPO 的专家团队以及俄罗斯联邦工

业产权研究院（FIPS）、俄罗斯国家知识产权学院、独联体

跨国家知识产权理事会的代表们将会面向来自各国知识产

权局的专家发表讲话。 

与会者了解到了有关欧亚工业品外观设计领域监管框

架、申请审查的原则和阶段、EAPO 电子服务的工作以及提

出异议的条件等信息。此外，来自 FIPS 的代表探讨了俄罗斯

在审查含有 3D 模型的申请时所积累下的经验，而俄罗斯国

家知识产权学院的代表则提到了商标与工业品外观设计之

间的区别以及最有效的法律保护形式。 

（编译自 www.eapo.org） 

 

ARIPO行政理事会第 46届会议在莫桑比克开幕 

由莫桑比克共和国政府主办的非洲地区知识产权组织

（ARIPO）行政理事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于 2022 年 11 月 21 日

至 25 日期间在位于莫桑比克马普托的丽笙布鲁酒店开幕。 

出席本次活动的嘉宾有莫桑比克贸易和工业部部长西

尔维诺．莫雷诺（Silvino Moreno）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

干事邓鸿森（Daren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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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的行政理事会会议对旨在修改一部分工业产权议

定书的提案进行了审议，以让这些议定书更加便于使用，并

与相关的国际条约和最佳实践保持一致。除此之外，理事会

的成员们还就刚刚通过的《坎帕拉版权及相关权自愿登记议

定书》的实施细则草案展开了探讨。同时，行政理事会还审

议了有关人力资本、审计和财务的行政事项，其中包括拟议

的 2023 年活动预算和计划。 

组成 ARIPO 行政理事会的各家知识产权局的局长代表

ARIPO 的 22 个成员国出席了会议。ARIPO 的成员国包括博

茨瓦纳、佛得角、斯威士兰、冈比亚、加纳、肯尼亚、莱索

托、利比里亚、马拉维、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

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尔、塞拉利昂、索马里、

苏丹、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以及安哥拉和

布隆迪这 2 个观察员国。 

除了 WIPO 之外，出席会议的其他合作伙伴还有非洲知

识产权组织（OAPI）、欧洲专利局（EPO）、欧盟知识产权

局（EUIPO）、加拿大知识产权局（CIPO）、新加坡知识产

权局、国际商标协会（INTA）、国际作家和作曲家协会联合

会（CISAC）以及欧亚专利组织（EAPO）。中国国家知识产

权局（CNIPA）与日本专利局（JPO）以视频形式加入了会议。

此外，ARIPO 还对没有参加本次会议的其他合作伙伴表示了

感谢，这包括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欧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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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种保护办公室（CPVO）以及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

一些支持 ARIPO 专利和商标制度的专利和商标代理人及律

师也参与了活动。 

（编译自 www.aripo.org） 

 

美国专利商标局和版权局就 NFT和知识产权向 

公众征询意见 

2022 年 11 月 23 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和版权

局就不可替代代币（NFT）与知识产权法律和政策问题之间

的相互作用联合向公众征求意见。 

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Patrick Leahy）和汤姆．提利斯

（Thom Tillis）代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知识产权分委会于

2022 年 6 月 9 日致函 USPTO 和版权局，要求这两家机构对

与 NFT 有关的知识产权法律和政策问题进行研究，更广泛地

考虑“如何最好地保护新兴技术的知识产权”。这封信函要

求他们在 7 月 9 日之前回复，并在不迟于 2023 年 6 月 9 日

完成这项研究。上述意见征求正是对这封信函的回应。 

特别是，参议员们要求 USPTO 和版权局的联合研究“解

决以下非排他性因素清单”，并请他们增加其他主题以供审

查： 

1．NFT 目前有哪些应用及其各自的知识产权和知识产

权相关挑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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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预测到的 NFT 的未来潜在应用是什么以及各自的

潜在知识产权挑战是什么？ 

3．对于 NFT 当前和潜在的未来应用： 

a．如何适用权利转让？NFT 的转让如何影响相关资产

的知识产权？ 

b．许可权如何适用？相关资产中的知识产权是否可以

以及如何在 NFT 环境中获得许可？ 

c．侵权以何种方式适用？当 NFT 与第三方知识产权涵

盖的资产相关联，或者与 NFT 相关的基本资产归 NFT 创建

者所有并被他人侵权，如何分析侵权？ 

d．可以提供哪些知识产权保护？NFT 创作者可以获得

哪些知识产权保护？如果 NFT 创建者是与相关资产创建者

不同的个人或实体怎么办？ 

e．《美国法典》第 17 编第 106 条如何适用？ 

4．USPTO 和版权局当下和未来如何在内部和外部使用

NFT 保护和管理知识产权？ 

5．当前的版权法定保护（例如《数字千年版权法案

（DMCA）》）如何适用于 NFT 市场，这些保护措施是否足

以解决当前的侵权问题？ 

USPTO 和版权局于 7 月 8 日作出回应，称它们将开展此

类研究并寻求私营部门的意见。 

在 11 月 23 日支持该研究的公众意见征询中，USPTO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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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局确定了一系列问题，并宣布将开展 3 次公开圆桌会议

（均为虚拟圆桌会议），以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并收集反馈

意见。 

在公众意见征询中，USPTO 和版权局对 NFT 作了具体

定义： 

关于术语“NFT”使用的说明：韦氏词典将“不可替代

代币”和“NFT”定义为“无法复制、替换或细分的唯一数

字标识符，它记录在区块链中，用于证明真实性和所有权（作

为特定数字资产和与之相关的特定权利）”。以下问题中的

术语“NFT”与本一般定义保持一致。因此，就以下问题而

言，术语“NFT”不是指基本资产，而是指唯一标识符。 

公众意见征询还扩大了参议员最初提出的 9 个（如果算

上子部分）问题之外要考虑的问题清单，例如： 

－NFT 目前如何用于特定行业； 

－NFT 在这些行业中的潜在应用； 

－NFT 市场如何影响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材料的制作； 

－不同类型知识产权的权利所有人如何使用 NFT； 

－NFT 如何进行购买、出售、许可或转让——以及权利

所有人如何对其知识产权行使控制权并执行其知识产权（包

括任何“数字版权管理工具、促进特许权使用费支付的机制”

和执行合同权利的技术机制）； 

－现行知识产权法律是否足以解决 NFT 背景下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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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保护和执法问题； 

－有否因 NFT 的出现对知识产权组合的规划和管理作

出调整；以及 

－与 NFT 相关的资产如何在外国司法管辖区受到保护。 

（编译自 privacyandiplawblog.com） 

 

美国专利商标局将扩大法学院诊所认证计划 

为了在全美国范围内扩大公益性知识产权服务，美国专

利商标局（USPTO）正在延长其法学院诊所认证计划（Law 

School Clinic Certification Program）提交材料的期限，以鼓励

更多的学校加入该计划。 

美国商务部主管知识产权事务的副部长兼 USPTO 局长

凯瑟琳．维达尔（Kathi Vidal）表示：“USPTO 致力于确保

独立发明人和小企业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帮助，以助其蓬勃发

展。我们的法学院诊所认证计划旨在帮助企业家将他们的想

法转化为成功的产品和业务。这项工作对于在全美国范围内

扩大创新并使这些创新对美国繁荣产生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自 2008 年成立以来，该项目一直为专利和商标申请人

提供免费的服务，目前共包括 61 个法学院诊所。它还为法律

系学生提供了在 USPTO 进行知识产权法实践的经验，这些

学生都会受到法学院诊所导师的严格督导。维达尔还表示：

“该项目不仅支持了那些代表性不足、资源不足的创新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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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还提升了其地位，而且将更多来自不同背景和地理

位置的法律系学生纳入其中，使知识产权生态系统得到强

化。” 

该计划由 USPTO 的注册和纪律办公室（OED）进行管

理。参与该计划的法学院诊所必须保持其一直符合USPTO的

认证要求，以便其学生能够在该机构进行实践。 

针对感兴趣的法学院诊所项目提交的材料将在 2024 年

1 月 5 日之前以滚动的方式进行接收。有关该计划的扩展和

申请材料的详细信息可在 USPTO 网站的法学院诊所认证计

划页面上获得。 

（编译自 www.uspto.gov） 

 

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最终版食品 

可追溯性规则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最近发布了其《食品可

追溯性最终规则》（Food Traceability Final Rule），该规则已

于 11 月 21 日生效，其目的是通过使受污染的食品迅速退出

市场来降低食源性疾病和死亡的风险。 

该监管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项已经酝酿多年的最

终规则为那些生产、加工、包装或持有某些食品（包括新鲜

绿叶蔬菜、坚果黄油、鲜切水果和蔬菜以及即食熟食沙拉）

的人制定了进一步的可追溯性记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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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助于对食品危害进行管理，拟议的生产批次级可

追溯系统还提供了可靠的产品信息，有助于确保产品的真实

性和安全性，并打击食品欺诈。 

该最终规则的核心是要求受该规则约束的那些制造、加

工、包装或持有食品可追溯性清单（FTL）上记录的食品的

人员保存包含与特定关键跟踪事件（CTE）相关的关键数据

元素（KDE）的记录，并及时向 FDA 提供信息。该系统主要

通过使用可用于识别批次的字母数字代码来工作。 

CTE 包括：冷却（初始包装前）；原始农产品的初始包

装（非从渔船获得的食品）；从渔船上获得的食品的第一次

陆上接收；运输；收货；以及食品的转化。 

FDA 负责食品政策和应对事务的副主任弗兰克．伊亚纳

斯（Frank Yiannas）表示：“这项规则为在整个食品系统中实

现更大的端到端食品可追溯性奠定了基础，我们正在努力将

其作为‘更智能化的食品安全新时代’计划的一部分。” 

“这种标准化的、以数据为驱动的可追溯性记录方法有

助于创建一种统一的、通用的食品可追溯性语言，这将有助

于为这个行业在近期和未来采用和利用更多数字化的、可互

操作的和有技术支持的可追溯性系统铺平道路。” 

在 11 月初，美国国家杂货批发商协会（NGA）表示，已

与提供可追溯性解决方案的公司 ReposiTrak 达成协议，以免

去相关方访问 ReposiTrak 可追溯性网络的 2000 美元设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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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网络旨在满足 FDA 的相关要求。 

（编译自 www.securingindustry.com） 

 

美国法院要求谷歌将盗版网站的域名从美国搜索结果

中删除 

近日，两家总部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公司提起了法律

诉讼，目的是防止盗版网站传播他们的内容。此案本身并不

罕见，但意义深远。 

CP 制作公司（以下称为 CP）成立于 2005 年，制作成人

娱乐媒体，并使用自己的网站进行传播。Fornix 控股（以下

称为 Fornix）是为 CP 处理知识产权问题的公司，到目前为

止已经在美国版权局登记了 157 个视频。 

这两家公司的老板都是亚利桑那州的大卫．格雷夫斯

（David Graves），他似乎管理着公司从制作到反盗版的一切

事务。 

11 月 15 日，Fornix 和 CP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地方法院单

方面向法院申请了临时限制令和临时禁止令。此举的目的是

迅速叫停几个盗版网站的侵权行为。在这些网站上，CP 的视

频被非法免费提供。 

盗版在美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影响着成千上万的内容

制作公司。此案最突出的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提出了意义深远

的要求。法院在几天内批准采取严厉的反盗版措施也值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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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特别是考虑到此案的一些不同寻常的特点。 

支持临时限制令的声明 

临时限制令申请的核心内容很简单。格雷夫斯在声明中

指出，DaftSex.com 网站链接了 1734 个 CP 视频的盗版副本。

另外两个域名 daftsex.tv 和 daftsex.porn 定向到 DaftSex.com。 

另一个网站 Pornwild.com 在 2022 年 5 月左右开始提供

CP 的视频，也是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提供。格雷夫斯称，该

网站链接了 1339 个侵权视频，而另外两个网站 Pornwild.to

和 Pornwild-to.nicepornproxy.com 定向到 Pornwild.com。 

格雷夫斯通过内容监控公司向 DaftSex.com 网站上提供

的邮箱发送了 1700 多份下架通知，但该邮箱现在已经消失

不见了。发送给 Pornwild.com 的 1600 封邮件发送到了该域

名 WHOIS 记录中列出的 withheldforprivacy.com 地址。格雷

夫斯称，没有收到这些网站的任何回复。 

申请临时禁令／初步禁令 

Fornix 和 CP 在他们的初步声明中指出，由于

DaftSex.com 和 Pornwild.com 的运营商隐藏了他们的身份，

他们在申请中被列为 Doe #1 和 Doe #2。 

为了克服身份识别问题，申请人将 EasyDNS、Namecheap

和 Cloudflare 列为被告。由于谷歌“提供搜索服务，某些搜

索中出现了被告的网站”，因此谷歌也被列为被告。 

Fornix 和 CP 对 DaftSex 和 Pornwild 的临时限制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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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1 月 15 日提交。 

申请人要求更多 

为了防止 DaftSex 和 PornWild 的运营商知道这起案件，

Fornix 和 CP 针对被告的“故意和持续的侵权行为”单方面

请求限制令。他们的要求包括： 

－停用和取消 DaftSex 和 Pornwild 域名，并防止重新注

册； 

－关闭daftsex.com、daftsex.tv、daftsex.porn、pornwild.com、

pornwild.to 和 pornwild-to.nicepornproxy.com 并删除所有侵权

作品副本； 

－删除 DaftSex 和 Pornwild 上传至第三方网站的所有原

告作品的副本； 

－停止向 DaftSex 和 PornWild 提供所有互联网服务，包

括域名注册、托管、安全服务、内容传输和反向代理服务； 

－强制要求谷歌从搜索结果中删除所有 DaftSex 和

Pornwild 网站。 

在申请人于 11 月 15 日提交申请后，黛安．胡梅特瓦

（Diane J humetwa）法官下令在 11月 17日举办电话听证会。

据报道，传票已发送给云服务平台 Cloudflare 的 EasyDNS、

谷歌和 NameCheap。但听证会后来重新设定为在 11 月 21 日

举办。 

谷歌现身，驳回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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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日期为 11 月 18 日的记录显示，Fornix 和 CP 自愿

撤销了对 EasyDNS 的起诉。为了了解更多关于这个快速发展

的案件，TorrentFreak 网站联系了 EasyDNS 并提出了一些问

题。EasyDNS 首席执行官马克．杰弗托维奇（Mark Jeftovic）

称，他对此一无所知。 

杰弗托维奇表示：“我们从未收到过任何与此案有关的

文件。你的邮件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些。” 

在查询了他们的系统后，EasyDNS 确实设法找到了一些

相关信息。一份材料是发送给客户的版权删除请求。另一份

材料包含来自威瑞信（Verisign）的通知，即为了遵守 DaftSex

禁令，一个域名被转移到域名注册商 EuroDNS 的注册标签

上。 

杰夫托维奇解释道：“（第三份材料）是 5 天前几位律

师的一封邮件，询问我们是否会参加听证会，就在听证会当

天收到的。我们的代理人回答说，‘我们和这个案子有什么

关系?’但我们一直没收到回音。” 

杰夫托维奇随后就 EasyDNS 从此案中移除提出了一种

理论。他说：“我猜谷歌、Namecheap 或 Cloudflare 中的一

家确实参加了听证会，指出了第 230 条或其他安全港条款，

让所有网络服务提供商从被告席退出。” 

不管是不是巧合，在 11 月 18 日，谷歌的代表出现了。

第二天，Namecheap、Cloudflare 和谷歌退出被告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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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限制令获批 

在电话听证会之后，胡梅特瓦法官批准了原告申请临时

限制令的请求，具体细节如下： 

“原告不需要交纳保释金。被告必须禁用侵权域名、暂

停对这些侵权域名的服务并防止转让。谷歌应在必要情况下，

从搜索结果中删除侵权域名。” 

初步禁令将另行处理。 

（编译自 torrentfreak.com）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编程马拉松获奖者公布打击全球 

假冒的解决方案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打击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腐败中心

（TraCCC）宣布了“2022 年打击假冒公共政策编程马拉松

（2022 Bring Down Counterfeiting Public Policy Hackathon）”

的获胜者，该活动于 11 月 5 日在阿灵顿的国土安全调查创

新实验室举办，向来自美国和国际学术机构、公司和其他附

属机构的团队提出了挑战。活动旨在开发创新理念，改善公

私合作，应对全行业的全球假冒挑战。 

20 多年来，美国国家知识产权协调中心（IPR Center）

与行业和品牌所有者合作，带头采取了防止知识产权盗窃的

应对措施，并在监管网站、社交媒体和电子商务市场上假冒

商品的销售和分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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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中心主任吉姆．曼库索（Jim Mancuso）表示：

“制造、分销和销售假冒商品是联邦政府和执法机构无法通

过起诉或逮捕来解决的罪行——我们依靠创新的解决方案

来智取并保持领先犯罪分子两步，最好的办法是利用我们年

轻人和未来联邦工作人员的创造性思维，以更好的策略来解

决这些问题。今天提出的这些想法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伟大的

想法或概念，能摧毁世界各地的过渡性犯罪组织。” 

Hypercube 团队是参加决赛的 11 个团队之一，因其通过

人工智能驱动的区块链建立全国假冒指数的概念而获得了

一等奖，奖金为 2 万美元。其提议让联邦、州和地方执法部

门共享信息，并允许消费者通过手机验证产品的真实性。 

Nimbus 团队获得第二名，奖金为 1.5 万美元。该团队包

括 3 名大学新生（两名来自乔治梅森大学，一名来自弗吉尼

亚大学），他们提议开发一个 Chrome 谷歌浏览器插件，通

过关注假药店来防止假药消费。 

梅森的犯罪调查网络和分析中心赞助了 1 万美元的特别

奖，以资助 A-Capp 小组的后续研究，该小组提议制作一个

中央数据库，以帮助执法部门和私营企业追踪制造或销售假

货的个人和工厂。 

获得 5000 美元学生奖的是 The Spartan Solution 公司，

该公司展示了一种基于密码的解决方案，可在电子商务网站

上的假货清单到达消费者手中之前进行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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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团队获得了 2000 美元的众筹奖，该团队详细介绍

了如何创建一个可通过二维码访问的网络，使每个人都有能

力区分真品和假货。 

梅森大学教务长马克．金斯伯格（Mark Ginsberg）称：

“编程马拉松是梅森大学与亚马逊推进伙伴关系的众多方

式之一，这种伙伴关系强调真实世界的体验式学习举措，也

加强了梅森大学作为一个宝贵的社区资产和一个可信赖的

合作伙伴在帮助打击和解决我们最紧迫的全球挑战中发挥

的作用。” 

TraCCC 的创始人兼董事路易斯．雪莱（Louise Shelley）

谈到黑客马拉松时称：“对我来说，这只是我们处理假冒道

路上的一个变革性时刻。它将会带来研究机会，将会对国家

政策产生影响，公众宣传会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个关键问题

的严重性。” 

获得编程马拉松决赛资格的 11 个团队是为期 3 个月的

政策标称马拉松中的佼佼者，参与者应邀找到打击电子商务

网站上的假冒以及从中获益的犯罪分子的方法。 

专家评委小组根据潜在的影响、可扩展性、创造性和设

计对提交的作品进行评分。加强私营部门与州、地方和联邦

执法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合作的想法得到了特别考

虑。 

在制定方案时，参与者可以接触到来自亚马逊、执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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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科技和零售业、学术界和政府的专家和导师。 

（编译自 www.ice.gov） 

 

欧洲法院作出四项有利于医药品牌的判决 

欧洲法院（CJEU）在涉及平行进口的 4 起案件中作出了

有利于制药公司的裁决，执业人员表示，这些结果将保护患

者免受其不熟悉的包装的伤害。 

11 月 17 日，欧洲法院裁定，如果仿制药的包装有明显

改变，参照药或仿制药的商标所有人可反对平行进口商销售

仿制药。 

其中 3 起判决涉及瑞士公司诺华（Novartis），另一起涉

及德国公司拜耳（Bayer），焦点是欧盟的《伪造药品指令

（FMD）》是否允许平行进口商完全重新包装药品。 

2011 年引入的 FMD 旨在协调各种措施，以确保药品的

安全性以及贸易受到控制。 

这些措施包括强制性的安全功能，例如在外包装上使用

唯一标识符和防篡改装置，以及实施更严格的有效药物成分

进口规则。 

但诺华公司的品牌法律保护全球主管戴维．罗西尼欧

（David Lossignol）表示，一些当事人试图以 FMD 为借口，

大幅改变产品包装。 

他补充称，这些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澄清了 F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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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平行贸易的影响，并将保护消费者免受陌生包装的影响。 

欧洲法院是在比利时、丹麦和德国的国家法院移交案件

后作出的上述决定。 

涉及诺华的 2 起案件分别针对 Paranova Danmark 和总部

位于比利时的 Impexeco 和 PiPharma。丹麦海事和商事法院

与布鲁塞尔上诉法院分别向欧洲法院移送了案件。 

另一起诺华针对 Abacus 制药的案件由汉堡地区法院提

交。拜耳与 Kolpharma 的纠纷也是由汉堡地区法院提交的。 

在每一起案例中，判决都集中在平行进口药品可重新包

装的程度上。 

例如，在诺华诉 Abacus 案中，总部位于德国的 Abacus

称，为了以适合德国销售的包装销售诺华的帕唑帕尼

（Votrient）药品，它需要打开原始包装，包括贴在上面的防

篡改装置，然后重新包装。 

Abacus 公司声称，在原包装上安装新的防篡改装置而不

留下明显的开口痕迹是不可能的。诺华反驳了这种说法。 

欧洲法院裁定称，在每一起案例中，“如果产品采用新

的外包装，且外包装上贴上参考药品的商标”，参考产品的

商标所有人或仿制药的商标所有人都可以反对平行进口。 

罗西尼欧称，在这些判决之后，FMD“将不再能够被用

作系统化地重新包装平行进口药品的理由”。 

医药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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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耳（Bayer）的商标主管弗兰克．梅克纳（Frank Meixner）

表示，涉及拜耳的这一决定，对平行进口药品的规则作出了

非常可喜的澄清。 

他解释称，在过去几十年里，在这一领域已经形成了非

常复杂的判例法——进口商在调整进口产品以满足目的地

国的监管要求时，必须选择侵入性最小的重新包装方法。 

梅克纳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重新贴标签是常态，完

全替换原来的包装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被允许。” 

然而，他指出，进口商辩称 FMD 是一个游戏规则的改

变者。 

梅克纳表示：“相当多的平行进口商利用该指令挑战现

行制度，并认为 FMD 的新安全特征改变了游戏规则，原则

上使重新贴上标签成为不可能，因为此举被认为并不安全。” 

他补充称：“我们非常高兴的是，最终欧洲法院确认，

尽管有 FMD，平行进口的现有规则仍然适用。在这种情况下，

进口产品重新贴上标签和重新装箱一样安全。” 

判决还明确指出，仿制药不能从有需要的欧盟国家撤下，

并在另一个欧盟国家以更高的价格重新命名为原品牌出售。 

罗西尼欧补充说，在诺华决定将其仿制药公司山德士

（Sandoz）从主营业务中分离出来的背景下，这一决定尤其

重要。这项决定是在今年 8 月宣布的。 

他表示，如果欧洲法院没有得出结论，它可能会影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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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士和诺华对两家公司在不同国家以不同品牌销售的产品

的运营方式。 

他补充道：“最终，这一决定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像诺

华这样的公司不会因为某些行为而受到惩罚，例如通过山多

士品牌产品改善一些欧盟国家的患者获得药品的机会。更多

的机会而受到处罚，并被授权从有需要的目标患者身上撤下

这些产品，重新打上诺华品牌，并在其他欧盟国家销售，是

不合适的。” 

（编译自 www.managingip.com） 

 

酒精饮料是欧洲刑警组织在欧盟查获最多的非法产品 

近日，来自 26 个欧盟国家的执法机构对数十人进行了

拘留，共缴获了约 27 万吨具有欺诈性和潜在危险的食品和

饮料产品，其中包括 1500 万公升酒精饮料。 

这是在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5 月期间，由欧洲刑警

组织在欧盟和其他地区的国际刑警组织协作开展的最新

“Opson 行动”的首次数据记录。 

欧洲刑警组织关于执法行动记录的报告显示，主管机关

进行了大约 7.4 万次检查，共发出 80 份逮捕令，向司法部门

报告了 137 人，使超过 175 起刑事案件以及 2000 多起行政

案件被立案。 

酒精饮料是行动查获数量最多的物品，其次是：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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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及副产品；水果／蔬菜／豆类；食品补充剂／添加剂；

糖类和甜食；肉类和肉制品；海鲜；乳制品；以及家禽产品。 

欧洲刑警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打击食品欺诈的行

动针对的是可能严重损害消费者健康和安全的犯罪网络。” 

报告继续解释道：“从腐烂的金枪鱼到含有甲醇和假维

生素的假冒伏特加，非法食品和饮料对欧盟公民构成了严重

的威胁，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正在消费有毒产品。为了侦查

犯罪活动，国家主管机关对海关监管地区、实体市场和在线

市场以及整个食品供应链进行了检查。” 

今年，警方针对海鲜欺诈以及酒精和葡萄酒采取了有针

对性的行动。例如，意大利 Carabinieri 宪兵部队向司法部门

报告了一家酿酒厂的所有者制假售假，该酿酒厂生产和销售

“复杂的和经过改良”的葡萄酒，有时掺杂了水、糖和天然

香料。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宣称酒精含量高于实际含量。 

据欧洲刑警组织称，意大利主管机关查封了该酿酒厂，

扣押了 11 辆机动车和 100 万升葡萄酒。 

与此同时，西班牙公民卫队摧毁了一个销售从亚洲进口

的以分子改性栀子花充当昂贵香料藏红花的网络。有 3 家公

司受到调查，11 人被捕，被截获的栀子提取物有 1 万公斤，

如果以藏红花的形式出售，其价值约 75 万欧元（77.5 万美

元）。 

（编译自 www.securingindust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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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警方追踪所有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流量以抓捕

盗版 IPTV用户 

2022 年 5 月，意大利警方曾表示，有成千上万人在不知

不觉中订阅了一项被该国主管部门监控的盗版网络电视

（IPTV）服务。当用户试图访问非法流媒体时，会有一条警

告消息告知他们已被追踪。由于现在是通过邮件接收罚款的，

警方对这一情况的发生提出了一些不同寻常的说法。 

在过去的 20 年中，数百万用户经常光顾的盗版网站和

服务在法律行动后被关闭。许多网站不再被用于传播文件，

而是被重新用来发出“震慑”。 

在 2005 年好莱坞在美国最高法院胜诉后，文件共享服

务公司 Grokster 的网站变成了一个个性化的警告。任何访问

该网站的人都会看到自己的 IP 地址以及一条声称其已被记

录的消息。该条消息还补充道：“不要以为你不会被抓到。

你并不是匿名的。” 

此后，数十个平台上出现了关于这一主题的各种形式的

警告，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电影协会（MPA）的一项活动，

该活动宣言是“你可以点击，但不能隐藏”。这些信息旨在

使访问盗版网站的人惧怕和产生不确定性，但并没有导致对

看到些信息的人采取任何明显的行动。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

样。 

意大利对 IPTV盗版的战争席卷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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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顶级版权的所有人都会尽量避免针对消费者级

的盗版者，主要是因为可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无论目标选

择得多么谨慎，如果起诉的是“某人的祖母”，都会导致一

场糟糕的公关，即使事情进展顺利，结果也是十分有限的。 

今天的普遍共识是，打击网站运营商是更有效的，但是，

只要有机会出现，破坏用户信心应该是策略的一部分。意大

利警方一直在遵循同样的模式，关闭盗版 IPTV 服务，并警

告用户他们是下一步的行动目标。 

并非虚张声势：警方对 IPTV用户进行追踪 

最近发给意大利家庭的信件显示，警方并没有虚张声势。

《24 小时太阳报（Ielsole24ore）》获得的一份信件副本表明，

这封邮件的发送者是意大利金融警卫队（Guardiadi Finanza）

专门处理 IT 相关犯罪的部门保护隐私和技术诈骗特别小组

（Nucleo Speciale Tutela Privacy e Frodi Tecnologiche）。它提

到了 5 月份的一次打击 IPTV 盗版的警方行动。 

此次行动针对的是大约 500 个盗版 IPTV 资源，包括网

站和电报频道。当时，警方还报告称，超过 310 个 IPTV 基

础设施（包括分发非法流媒体的主服务器和平衡服务器）被

下线了。 

警方还声称，通过一个追踪系统可以识别盗版流媒体的

用户。这封信表明了警方的一个超乎寻常的且可能是史无前

例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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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重新定向全国流量” 

这些信件表示，意大利主管部门能够通过“安排所有互

联网服务提供商重新定向在全意大利范围内的连接”来跟踪

IPTV 用户，以使用户在由警方控制的服务器上下订单，该服

务器设置了能够记录他们的活动的功能。 

在对《24 小时太阳报》报道的评论中，金融警卫队调查

负责人吉安．卢卡．贝鲁蒂（Gian Luca Berruti）将此次行动

描述为打击网络犯罪的“决定性”行动。贝鲁蒂还提到，目

前意大利国家网络安全局（National Cybersecurity Agency）已

经部署了由“新技术工具”支持的“创新调查技术”。 

相关技术细节尚未公开，但据称，IPTV 用户是通过“实

时追踪与盗版网站的所有连接”和“将远程信息与来自所使

用的支付机制的信息进行交叉对比”被追踪的。 

5 月份的警察行动代号为 Operazione：Dottor Pezzotto。

一个与该行动代号名称完全相同的电报频道在同一时间遭

遇了流量崩溃。 

IPTV用户必须支付罚款 

查明警方在 5 月份使用的具体技术需要时间，但从表面

上看，这似乎更适合“恐怖分子”，而不是那些寻找廉价流

媒体的人。罚款数额也令人费解，特别是考虑到其为追踪

IPTV 用户所付出的努力。 

信中提到，侵犯版权的行政罚款仅为 154 欧元，“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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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屡犯者”，罚款总额为 1032 欧元。然而，如果人们在 60

天内缴纳罚款，罚款金额将分别降至 51 欧元和 344 欧元。 

贝鲁蒂称：“重要的是要提高所有公民特别是年轻人对

这一问题的认识，让他们明白资助这种业务意味着为有组织

犯罪提供资金。我们必须保护健康的经济和尊重规则的公

司。” 

据悉，大约有 1600 人在第一波发出的信件中成为目标，

但据意大利天空电视台首席执行官安德里亚．杜伊洛（Andrea 

Duillo）表示，这只是一个开始。 

杜伊洛总结道：“这些初步的罚款表明，使用盗版服务

有双重危险，因为用户不仅将个人数据交给了犯罪组织，而

且还犯下了罪行，还会因此被罚款和起诉。” 

（编译自 www.inta.org） 

 

波兰和意大利加入区块链知识产权注册系统 

通过加入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的革命性的区块链

计划，波兰和意大利的知识产权局为其用户打开了一扇创新

服务的新大门。 

波兰专利局和意大利专利商标局于近期加入了区块链

知识产权注册系统，使参与该计划的知识产权局总数达到了

6 家。区块链技术在保持高质量数据传输的同时提高了速度。

数据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也被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为新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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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了大门。这些新服务可以改善用户与其知识产权之间的

连接，并使知识产权局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自 2021 年以来，区块链平台中的知识产权注册系统在

各知识产权局和 EUIPO 的 TMview 数据库和 DesignView 数

据库（世界上最大的商标和外观设计数据库）之间建立了快

速、安全的“数据传输服务”。 

波兰和意大利分别于 11 月 10 日和 11 月 18 日加入了区

块链知识产权注册系统，这将大大增加注册系统中的知识产

权数量。波兰将超过 3.4 万条记录转移到 DesignView 数据库，

而意大利则向 TMview 数据库中转移了超过 110.1 万个商标。 

这使得该知识产权注册系统中的商标记录达到 350 万条，

外观设计的记录达到 160 万条。区块链知识产权注册系统的

记录总数增加至约 510 万条。所有参与该计划的知识产权局

都作出了持续的承诺并保持着奉献精神，他们正在塑造并努

力实现以区块链为驱动的知识产权服务的未来。 

（编译自 euipo.europa.eu） 

 

非执业实体高智发明在法国再次遇挫 

巴黎法院（Judicial Court of Paris）再次驳回了非执业实

体高智发明（Intellectual Ventures，以下简称 IV）就移动通信

专利提出的诉讼。IV 对法国电信运营商 Bouygues Telecom 和

SFR 提起了专利侵权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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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涉及 IV 的第 EP1327374 号专利（以下称为 EP374

专利），该专利保护多小区网络（multi-cell network）中的服

务优先级。该专利最初由诺基亚申请，诺基亚后来将权利转

让给 Spyder Navigations。现在，IV 拥有该专利。 

EP374 专利已于 2021 年 10 月到期，因此争议主要涉及

损害赔偿问题。 

法院审查了 2项主张 

根据 IV 的指控，法国电信公司 Bouygues Telecom（案件

号：18/00406）和 SFR（案件号：18/00407）自 2013 年以来

便在其网络中侵犯 EP374。 

该专利共包括 24 项权利要求。根据原告的说法，被告在

使用配备了 2G、3G 和 4G 技术的基站向用户设备传输数据

时使用了权利要求 1 和 15 保护的技术。 

权利要求 1 保护“一种用于为无线网络中的用户确定小

区分配的方法，所述网络包括多个小区类型和拥有多个服务

类型中的至少一个的用户，包括定义优先级表，所述优先级

表包括，针对每个服务类型，针对每个小区类型的优先级”。 

权利要求 15 涉及“一个拥有多个小区类型，用于支持拥

有多个服务类型中的至少一个的用户的无线通信网络，其中

定义了一个优先级表，其中针对每个服务类型针对每个小区

类型定义了优先级”。 

缺乏新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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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作为 SFR 和 Bouygues Telecom 的网络设备供应商

加入了这 2 起诉讼。辩方辩称，专利说明书没有阐明在建立

优先权表之后的任何额外步骤。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无法

在存在几种相同类型和技术的小区的情况下实施本发明。此

外，被告辩称，专利权利要求也缺乏新颖性。 

法院同时审理了这 2 起诉讼，这在法国是罕见的。法官

认为，该专利以足够清晰和完整的方式阐述了发明，本领域

技术人员能够实施该发明。 

然而，考虑到 1997 年的一件美国专利（专利号为：

US6094581），法官认为 EP374 因缺乏新颖性而无效，因此

驳回了侵权诉讼。目前尚不清楚 IV 是否会上诉。 

众多之一 

该诉讼是在德国开始的一系列诉讼的一部分，当时 IV 对

网络运营商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西班牙电信

（Telefonica/O2）和沃达丰（Vodafone）提起诉讼。2018 年，

NPE 随后就 3 项移动通信专利在法国起诉了多名被告。 

2021 年 9 月，巴黎法院宣布 IV 的专利（专利号为：

EP1694020）无效。本案的上诉正在审理中。在 EP439 专利

案件中，欧洲专利局（EPO）异议部门于 2021 年秋撤销了该

专利。向 EPO 上诉委员会提出的上诉正在进行中。2022 年 5

月，法国案件被搁置，以等待上诉委员会的决定。 

（编译自 www.juve-pat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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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专利商标局举办“地理标志研讨和展览会” 

2022 年 11 月 24 日，土耳其专利商标局（TPTO）在安

塔利亚牵头举办了一场“地理标志研讨和展览会”。 

来自众多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这场由 TPTO、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WIPO）、格鲁吉亚知识产权中心以及阿塞拜疆知识

产权局合作举办的专题讨论会。 

TPTO 局长杰米尔．巴兹皮纳尔（Cemil Başpinar）在会

议开幕环节发表讲话时提请人们注意地理标志的重要性。巴

兹皮纳尔讲道：“我们将会继续努力，以在国家和国际层面

上提高我国的地理标志潜力。” 

另一方面，WIPO 转型与发达国家处处长哈比布．阿桑

（Habip Asan）也在讲话时强调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在谈

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规模暴发令投资者很难挣到钱时，阿桑

表示：“从这点来看，使用可以取代货币的知识产权来作为

企业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杠杆的重要性已经有所提升。” 

在多位嘉宾发表完开幕致辞之后，与会者在展览会上看

到了 25 件在近期完成注册的产品地理标志证书，以及各式

各样的地理标志产品。 

（编译自 www.turkpatent.gov.tr）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积极推动东盟创意信息网络项目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IPOPHL）下设的版权和相关权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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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BCRR）协助推动了东盟创意信息网络（ACIN）项目。

该项目旨在为整个东盟的版权信息建立起一个中央数据库。 

最近，东盟知识产权合作工作组（AWGIPC）举办了一

场研讨会，让创意产业的参与者们齐聚一堂。借此机会，上

述产业的参与者从版权专家那里了解到了可用于收集和组

织版权和创意经济数据的关键指标与方法。 

上述研讨会体现出了 ACIN 项目的最终目标，即启动一

个网站以提供有关东盟版权和创意经济的所有最新经济与

立法数据信息。这个 ACIN 的网站旨在简化政策制定者、研

究人员和企业对该地区版权数据的获取，并允许人们以一种

更加容易的方式来参考和跟踪创意产业的增长。 

上述研讨会也是作为 AWGIPC 主席的 IPOPHL、东盟秘

书处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进行合作的成果。 

会议期间，WIPO 版权和创意产业部的迪米特．甘切夫

（Dimiter Gantchev）强调了发掘创意经济统计数据的重要性。 

甘切夫讲道：“这项研究的结果将会令经济结构和创意

者受益。通过该项研究，当地的创意人士将能够看到他们对

经济作出的贡献，因为他们在菲律宾就业岗位中占据的比例

很高。他们会明白，他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如此之大。归

根结底，这将对菲律宾经济的竞争力、GDP、人均 GDP、政

府效率和创新能力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甘切夫指出，根据 WIPO 发布的主题为“版权产业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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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贡献”的最新研究报告，有 14.4%的菲律宾劳动力受雇于

创意产业。不过，鉴于最近全球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多的

国家需要对自己的数据进行更新。 

BCRR 的负责人爱默生．库约（Emerson G. Cuyo）讲道：

“东盟成员国可用的版权注册和其他相关的统计信息还有

很多不足之处。”因此，他补充道：“我们欢迎与 IPOPHL 最

亲密的合作伙伴，即 WIPO 和东盟秘书处，展开合作，以强

化版权知识，监测行业增长，制定与利益方有关的政策，并

促进邻国之间开展健康的创意产业竞争。” 

来自东盟其他成员国（即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的国家知识产权代表参加

了数据收集学习会议。作为当地创意产业的主要数据收集机

构，菲律宾统计局以及贸易和工业部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方法和质量统计学专家里曼塔斯．瓦切纳维丘斯

（Rimantas Vaicenavičius）讲道：“GDP、总增加值、就业百

分比以及对外贸易或进出口价值对于体现版权的经济意义

至关重要。”此外，他还强调了统计指标在支持制定政策的

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根据 WIPO 的最新预测，当地创意产业对菲律宾国内生

产总值的贡献率为 7.34%。菲律宾尚未确定那些基于版权的

行业在疫情期间的价值。但是，考虑到疫情的原因，这一数

字在过去的 2 年里可能会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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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统计专家的能力建设工作之后，IPOPHL 将会与

东盟、WIPO 和东盟成员国密切合作，开展正规的数据收集

和研究活动，为在 2023 年启动 ACIN 网站铺平道路。在菲律

宾贸易和工业部等机构的帮助下，IPOPHL 预计会继续更新

这些数据。 

根据 ACIN 项目的要求，BCRR 今年还收集了 10 个东盟

成员国的最新版权和创意产业法律，这些法律将会上传到即

将推出的 ACIN 网站，并将以英文对外发布。 

ACIN 项目有助于履行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总统就支持菲律宾创意产业所作出的承诺。在他的

第一次国情咨文中，总统强调了保护“为菲律宾身份注入灵

魂”的创意人员的紧迫性。 

库约补充道：“IPOPHL 仍坚定致力于维护在近期通过

的《创意产业发展法》。作为创意产业发展委员会的一份子，

该局的目标是加强与创意部门中的合作伙伴与利益相关方

的协作，并为统计方法作出贡献，以实现创意经济的复苏。” 

（编译自 www.ipophil.gov.ph） 

 

在菲律宾生效的地理标志条例可加强该国产品的保护

与推广工作 

经过长达 20 年的研究以及与利益相关方的持续磋商，

菲律宾终于建立起一种可用于保护地理标志的特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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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律宾知识产权局（IPOPHL）局长罗伟尔．巴尔巴

（Rowel S. Barba）批准了由该局商标部门负责起草的《有关

地理标志的实施细则和条例》之后，这一切成为了现实。 

新的条例将地理标志定义为是“任何标示一项产品来源

于某一领土、地区或地点的标志，而该产品被赋予的质量、

声誉或其他特征主要取决于其地理来源和／或人为因素”。 

这种特别的制度意味着符合地理标志保护标准的本土

产品现在将会拥有一个单独的注册系统，而人们也需要以一

种特殊的方式来高效保护好些地理标志并实现《1997 年知识

产权法典》中要使用知识产权来促进发展的愿景。 

根据 IPOPHL 商标部门负责人热苏斯．安东尼奥．罗斯

（Jesus Antonio Z. Ros）的说法，预计这部地理标志法规将会

让大多数的农业及手工业行业受益，并有助于推广菲律宾的

传统和本土产品。 

罗斯讲道：“菲律宾的特殊地理标志注册制度将会加快

有关保护我们文化遗产和身份的工作。” 

一些举世闻名的地理标志包括法国的香槟、柬埔寨的贡

布胡椒和印度的大吉岭茶。 

巴尔巴表示，地理标志法规标志着菲律宾的一项突破。

与大多数东盟成员国有所不同的是，该国此前一直在错过一

些可以由地理标志提供的经济与文化机遇。 

对此，巴尔巴指出：“这部地理标志法规是我们向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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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人民作出的持久承诺之一。我们承诺要保护和推广人们在

那些可作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提高全球声望的催化剂的

农产品、食品、手工艺品和其他有价值的知识产权产品中所

投入的辛勤汗水、激情与创造力。” 

“我们现在确信可以为世界级的产品提供更加强有力

的保护并带来更多的附加值，而这会让我们以作为菲律宾人

而感到自豪。” 

此外，欧盟也强调了新地理标志制度在推动包容性增长

和推广文化的过程中所能起到的作用。 

欧盟驻菲律宾代表团经济和贸易部门负责人菲利普．杜

普伊斯（Philipp Dupuis）表示：“地理标志是创造就业机会、

吸引投资、吸引企业和支持农村本地社区的重要手段。”他

还补充道：“同时，用于保护地理标志的坚实的法律制度也

将赋予该国文化遗产以及传统专有知识以真正的价值。” 

他讲道：“在这个领域中，拥有丰富多样性和传统的菲

律宾表现出色，并且可以提供很多东西。” 

杜普伊斯指出，地理标志对欧盟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

相关部门占到了食品和饮料出口总额的 50%左右。 

菲律宾农业部食品、农业和渔业政策司司长安帕罗．安

皮尔（Amparo C. Ampil）表示，该机构将会继续支持 IPOPHL

保护本土和传统产品的倡议。 

此外，美国农业部、瑞士驻菲律宾大使馆以及菲律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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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商会也保证会支持该国实施新的地理标志制度。 

IPOPHL 的商标部门将会是地理标志条例的主要执行机

构，其职责包括对申请进行检索和审查以及颁发注册证书。 

与由个人或单个实体提交申请的商标有所不同的是，地

理标志必须是在直接参与生产、从事商品交易和／或负责监

管或保护地理标志的生产者协会下注册的。 

政府机构或地方政府部门也可以是地理标志注册人，前

提是商品的原产地在其责任区域内。 

条例进一步指出，地理标志的保护不会有期限限制，无

需进行续展。不过，商标部门可以基于下列理由来撤销注册： 

（1）未达到保护条件； 

（2）产品的地理来源，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发生

了变化； 

（3）地理标志的注册是在申请过程中通过虚假陈述和

文件获得的；以及 

（4）已注册或受保护的地理标志被证明是菲律宾某些

产品的通用名、常用名或惯用名。 

同时，这些细则还专门考虑到了土著文化理事会成员以

及土著人民。如果被认定符合相关条件的话，那么他们可以

享受到由局长提供的费用减免政策。 

目前，IPOPHL 正在敲定一份要向国会提交的立法提案，

该提案旨在进一步加强地理标志的保护和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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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巴补充道：“我们认为这仅仅是我们所作出的终身

承诺的起点。不过，我们非常自豪能够站在这一可以提升我

们国家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工作的最前沿。” 

人们可以访问 IPOPHL 的官方网站以了解到更多有关新

条例的信息。 

（编译自 www.ipophil.gov.ph） 

 

越南国家知识产权局与越南林业大学举办会议 

作为一所拥有多学科、多院系并涉足多个领域的高等院

校，越南林业大学拥有众多高素质的科学家和教师，创造出

了许多有价值且拥有知识产权的智力产品，诸如林木品种、

森林资源管理软件、技术流程、新材料、机器和设备生产线

等。为了让这些知识产权产品持续在生产活动中发挥出作用，

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林业部门必须将知识产权工

作看成是一项常规且需要重点关注的任务。如何在教学和科

研工作中创造、保护和利用好知识产权是每一所大学都需要

面对的问题之一。 

在由越南国家知识产权局和越南林业大学于 2022 年 11

月 22 日举办的一场会议上，教授范文典（Phạm Văn Điển）

强调道：“做好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工作有助于推广智力和知

识产权产品，以及促进知识产权产品的贸易活动。对于林业

大学来讲，这是一种宝贵的教学、学习和转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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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越南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陈乐鸿（Trần Lê 

Hồng）则指出目前有关各方都比较关注应该如何利用适当的

知识产权管理模式来提高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知识产权能力

这个问题。同时，他也强调了对大学和研究机构知识产权产

品进行商业化的重要性，提到了学校、企业及合作伙伴在开

展合作和开发知识产权资产时彼此之间的关系，专门负责知

识产权工作的管理部门所应起到的作用，以及如何制定与科

技活动相关的学校发展战略和愿景。 

陈乐鸿高度评价了林业大学近年来在科技和知识产权

领域中取得的成果，并指出了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对科技产品

进行商业化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与此同时，他还分享了多

所越南和外国大学在开展知识产权业务以及科技产品商业

化工作过程中所积累下的宝贵经验。 

为了支持林业大学的知识产权活动，越南国家知识产权

局将会根据预算安排就科技研究任务产生的科技成果的知

识产权提供指导和建议，交流和分享有关知识产权的工作经

验。今后，越南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会举办培训课程，以提高

员工支持学校知识产权活动的能力。 

（编译自 www.ipvietnam.gov.vn） 

 

牙买加知识产权局鼓励发明家和企业家保护其作品 

牙买加知识产权局（JIPO）局长莉莉克莱尔．贝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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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yclaire Bellamy）指出，个人和企业通常没有保护他们的

手工作品和想法。 

专利是为提供新的解决方案的产品或方法授予的专有

权，一般为期 20 年。 

专利所有人可以防止或阻止他人将受保护的发明用于

商业用途。 

任何发明者，或任何得到发明者许可的人，都可以通过

《2020 年专利和外观设计法》获得专利。 

贝拉米指出：“我们喜欢分享信息。但 JIPO 鼓励不要这

样做。当你想出一个想法时，要保守秘密。如果你想出了一

个发明或问题的解决方案，请到我们这里来……提出申请以

保护你的发明。” 

她补充道，个人和企业也可以选择向处理知识产权的私

人律师寻求帮助。 

贝拉米称：“重要的是要提出申请。但是，如果你不这

样做，而且你分享了信息，其他人可能会比你先到 JIPO，说

是他们发明的”。 

要在牙买加获得专利，发明必须具有新颖性并具有公共

实用性。 

自然发生的事物、科学原理、商业方法、武器、计算机

程序和计划都不能获得专利。 

（编译自 bahamasspecta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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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曼群岛知识产权局出席国际商标协会举办的活动 

开曼群岛知识产权局（CIIPO）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办

的国际商标协会（INTA）领导层会议上强调了开曼群岛在保

护艺术创作和品牌所有者方面所做的工作。 

该活动于 11 月 15 日至 18 日举办，讨论围绕版权的使

用、商标以及北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现行立法和法

规展开。这次活动有来自国际律师事务所和知识产权局的数

百名知识产权专家参加。 

来自开曼群岛的与会者包括 CIIPO 局长坎迪斯．韦斯特

比（Candace Westby），她解释称，开曼群岛是一个重要的知

识产权管辖区。 

她还表示：“开曼群岛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参加领导层会

议了，我们知道 INTA 一直是我们知识产权制度的主要支持

者。” 

开曼群岛政府于 2016 年 5 月创建了负责知识产权注册

的 CIIPO。CIIPO 提供了该局在当地和全球范围内进行全方

位知识产权保护的信息。 

例如，在 2022 年第 4 季度，CIIPO 与当地私营和公共部

门实体举行了几次信息会议，包括开曼群岛企业城、开曼群

岛海关和边境管制局、开曼群岛商业发展中心和开曼群岛投

资局。 

CIIPO 正在计划进一步参与国际活动，预计将参加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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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在新加坡举办的 INTA 年度大会。 

金融服务和商业部长安德烈．埃邦克斯（Andre Ebanks）

称：“由于我们的金融服务业具备实力和多样性，开曼群岛

吸引了大量的知识产权相关业务。作为一个卓越的金融服务

和创新中心，我们想指出，金融活动得到了强有力的知识产

权立法的支持，这些立法保护了受版权保护的材料、品牌和

其他创作。” 

（编译自 www.ieyenews.com） 

 

尼日利亚专家在知识产权论坛上谴责产品贩运 

和假冒行为 

在某论坛上，尼日利亚工业、贸易和投资部长尼．阿德

巴约（Niyi Adebayo）呼吁相关政府机构在打击国内知识产权

盗窃、假冒和非法产品贩运的工作中发挥协同作用。 

工业、贸易和投资部首席注册官（商标、专利和外观设

计）斯特拉．埃曾杜卡（Stella Ezenduka）称假冒是一个全球

性问题。 

阿德巴约称，假冒是一种国际威胁，它对尼日利亚和世

界其他地区的企业以及全球贸易构成威胁，因此需要所有相

关机构合作解决。 

他指出，单靠政府是无法处理假冒和非法产品问题的，

因为它是一个与全球有关的卡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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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尼日利亚政府通过其监管机构，例如国家食品

和药品管理控制局（NAFDAC）、尼日利亚标准组织（SON）、

尼日利亚海关总署（NCS）和其他机构（包括非政府组织），

正在努力打击尼日利亚的假冒行为。 

他说，这是一场需要协作努力的斗争，通过一个团体或

地区的努力是无法消除或解决的。 

他还认为，强有力的立法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这种威胁。 

国际刑警组织执行委员会非洲地区副主席兼阿布贾国

家中心局（NCB）局长加尔巴．奥马尔（Garba Umar）也发

表了讲话，他对假冒和非法产品充斥市场的速度表示担心，

称这是国际执法界的一个重大挑战，对全球公共健康和经济

构成巨大风险。 

他补充道：“包括商标、专利、工业品外观设计或版权

在内的知识产权立法是尼日利亚防止假冒的主要工具。经验

表明，那些侵犯知识产权的人经常参与各种相关的犯罪和违

法行为，以推进其非法活动。因此，众多政府和监管机构及

主管部门参与打击假冒行为变得非常重要。” 

（编译自 www.sunnewsonlin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