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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 PCT 缔约国 

萨摩亚（国家代码：WS） 

萨摩亚于 2019 年 10 月 2 日递交了 PCT 加入书，成为 PCT 的第 153 个缔约国，并将自 2020 年

1 月 2 日起受 PCT 约束。因此，任何于 2020 年 1 月 2 日或之后提交的国际申请将自动包括对萨

摩亚的指定。同时，由于萨摩亚受 PCT 第 II 章约束，于 2020 年 1 月 2 日或之后提交的要求书，

萨摩亚也会被自动选定。 

此外，萨摩亚的公民和居民将有权自 2020 年 1 月 2 日起提交 PCT 国际申请。 

请注意，萨摩亚作出声明，根据 PCT 第 64 条(5)，萨摩亚不受 PCT 第 59 条（关于两个或两个以

上 PCT 缔约国之间有关专利合作条约或细则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争议）的约束。 

PCT 联盟大会 

作为 WIPO 成员国大会的会议之一，PCT 联盟大会（PCT 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9 日在日内瓦举行。以下会议总结中提及的文件可在 WIPO 网站上查阅： 

PCT 大会文件（包括完成后即公布的报告） 

www.wipo.int/meetings/zh/details.jsp?meeting_code=pct/a/51 

PCT 工作组文件： 

www.wipo.int/meetings/zh/details.jsp?meeting_code=pct/wg/12 

大会通过了文件 PCT/A/51/2 附件中所列的对 PCT 实施细则的修改，包括以下内容： 

PCT 实施细则 82 之四：在 PCT 中为主管局对由于任何准许的电子通信方式不可用，例如

不可预见的运转中断或计划中的维护，而造成的期限延误作出宽免提供法律依据。更多信

息，请查阅文件 PCT/WG/12/17。 

PCT 实施细则 26 之四：在 PCT 中为在国际阶段对 PCT 实施细则 4.11 规定的请求书中的

说明进行改正和增加提供法律依据。在自优先权日起 16 个月的期限内，申请人可以通过向

国际局提交通知对该说明进行改正或增加，以表明希望其国际申请在任一指定国作为增补专

利、增补证书、增补发明人证书或者增补实用证书的申请，或作为一项在先申请的继续申请

或者部分继续申请。更多信息，请查阅文件 PCT/WG/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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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 实施细则 4、12、20、40 之二、48、51 之二、55 和 82 之三：在错误提交国际申请项

目和部分的情况下，允许用正确版本替换错误项目或部分，或通过援引加入方式加入正确的

项目或部分。新的 PCT 实施细则 20.5 之二“错误提交的项目和部分”涵盖以下情况： 

 在满足所有申请日要求之日或之前提交正确项目或部分（新的 PCT 实施细则 20.5

之二(b)）； 

 在满足所有申请日要求之日后提交正确项目或部分（新的 PCT 实施细则 20.5 之二

(c)）； 

 有效援引加入包含在在先申请中的正确项目或部分（新的 PCT 实施细则 20.5 之二

(d)） 

更多信息，请查阅文件 PCT/WG/12/9 和文件 PCT/WG/12/24 的 100 至 110 段。 

PCT 实施细则 15、16、57 和 96：在 PCT 中为主管局通过国际局汇交其为另一主管局代收

的费用提供法律依据。更多信息，请查阅文件 PCT/WG/12/20。 

PCT 实施细则 71 和 94：为要求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向国际局提供其持有的文档中所包含某

些文件的副本提供依据，国际局将代表选定局将这些文件向公众公开；更多信息，请查阅文

件 PCT/WG/12/12。 

这些修改将于 2020 年 7 月 1 日生效。 

大会还通过了以下两份与国际申请中错误提交项目和部分有关的谅解： 

大会通过 PCT 实施细则 20.8(a 之二)， 大会同意，如果由于受理局曾提交过有关该细则的

不兼容通知而无法援引加入正确的项目或部分，相关受理局和国际局应在申请人认可的情况

下同意适用细则 19.4 的程序。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细则 19.4(b)，申请应被视为已由该受理

局代表国际局在该局所收到之日受理。 

大会通过 PCT 实施细则 20.5 之二，大会同意，在根据细则 20.5 之二(d)援引加入正确的项

目或部分的情况下，国际检索单位将无需考虑任何仍在申请中的错误提交的项目或部分。此

外，如果申请人未在收到根据细则 40 之二发出的通知书（在国际检索单位已开始起草国际

检索报告之后才收到正确的项目或部分已包括在国际申请中或已被援引加入的通知的情况

下）后缴纳附加费，国际检索单位为国际检索之目的将无需考虑正确的项目或部分。 

大会审核了费用表第 5 项所列的标准，这些标准用以确定哪些国家的国民和居民有资格享受 PCT

减费，并且大会决定维持这些标准，并根据费用表要求在五年后对该标准再次进行审查（见文件

PCT/A/51/3）。 

大会审阅了有关 PCT 工作组正在开展的工作的报告（文件 PCT/A/51/1），《PCT 通讯》第

06/2019 期曾对这些工作作出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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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修改后的 PCT 细则与国家法不兼容通知的撤回 

CA 加拿大（PCT 实施细则 49 之三.1(g)） 

作为指定（或选定）局的加拿大知识产权局通知国际局，就国际申请日为 2019 年 10 月 30 日或

之后的国际申请，撤回其根据 PCT 实施细则 49 之三.1(g)作出的与国家法不兼容的通知（见

《PCT 通讯》第 05/2006 期，第 3 页）。 

因此，对上述国际申请，PCT 实施细则 49 之三.1(a)至(d)（涉及受理局根据 PCT 实施细则 26 之

二.3 作出的优先权恢复的效力）将适用于作为指定局的加拿大知识产权局。 

该信息更新了“PCT 声明保留和不兼容”列表，请通过以下链接查看： 

www.wipo.int/pct/zh/texts/reservations/res_incomp.html 

PCT 信息更新 

AZ 阿塞拜疆（所需副本数量；费用）  

BG 保加利亚（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费用） 

BY 白俄罗斯（费用） 

CH 瑞士（电子通信方式）  

HU 匈牙利（费用） 

IN 印度（费用）  

KE 肯尼亚（电话号码；电子通信方式） 

MX 墨西哥（电话号码） 

ZA 南非（费用） 

检索费（欧洲专利局、韩国知识产权局、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北欧专利局、瑞典专利和注册

局、美国专利商标局） 

新的/更新的 PCT 资源 

可获取的中文 PCT 资源 

以下 PCT 资源已翻译成中文，并可从 PCT 网站获取： 

专利合作条约和巴黎公约成员国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www.wipo.int/pct/zh/texts/pdf/pct_paris_wt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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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细则 94.1(c)请求国际局代其向第三方提供国际初步审查报告副本的国家和组织： 

www.wipo.int/pct/zh/texts/access_iper.html 

未加入 PCT 的巴黎公约成员国： 

www.wipo.int/pct/zh/paris_non_pct.html 

世界知识产权指标 2019 

现可通过以下链接查阅英文版《世界知识产权指标 2019》： 

www.wipo.int/publications/en/details.jsp?id=4464 

这份年度权威报告分析了全球的知识产权活动。报告以各国知识产权局、各地区知识产权局以及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018 年的申请、注册和续展统计数据为依据，涵盖专利、实用新型、商标、

工业品外观设计、微生物、植物品种保护和地理标志。今年的报告还利用调查数据和行业资源，

介绍了出版业的活动情况。报告囊括约 180 项指标，涵盖全世界 160 个专利局的数据。 

《世界知识产权指标》要点内容已在新闻稿 PR/2019/838 中发布，可通过以下链接查看： 

www.wipo.int/pressroom/zh/articles/2019/article_0012.html 

实务建议 

使用 ePCT 提交细则 4.17 声明并为发明人资格声明获得发明人签字 

问：我即将提交的国际申请将包括五位发明人，并且为了简化在美国的国家阶段程序，我想在国

际阶段提交关于全部发明人的发明人资格声明。现在主管的 PCT 受理局接受通过 ePCT 提交申

请，我想通过 ePCT-Filing 提交国际申请，并注意到有提交声明的 ePCT“操作”。如果使用该

操作，我该如何提交发明人签字？ 

答：如您所说，ePCT 包含一项名为“根据细则 4.17 的声明”的操作，该操作让您能够制作任何

根据 PCT 实施细则 4.17 作出的声明，并在申请后向国际局提交声明（前提是您有国际申请的

eOwner 或 eEditor 权限）。或者，在您使用 ePCT-Filing 时，也可以在申请时同国际申请一道制

作并提交声明。但是请注意，声明页包括在请求书（RO/101）之内，因此如果您的申请已包含至

少 30 页，则可能带来附加的页数费用。 

除了页数费用的考量，使用 ePCT 制作和提交声明的过程不论在提交申请时还是提交申请后都同

样高效。这是由于标准化的声明用语总是会以正确的语言自动生成（即您应该不会收到任何因声

明本身错误用语而要求更正的通知），并且任何 ePCT 中的相关著录项目数据（就发明人资格声

明而言，例如发明人的姓名/名称和地址）会被自动加入声明，而无需重新录入（这可能会导致打

字错误）。 

虽然在申请时可以选择通过在系统外准备好声明并以 PDF 格式添加附件的方式提供声明，我们强

烈建议用户使用 ePCT 制作声明，以便利用上述的自动功能以及系统中可用的验证功能。 

对于根据 PCT 实施细则 4.17(iv)的发明人资格声明的签字（这是 PCT 实施细则 4.17 中唯一要求

签字的声明，且 ePCT 能够在提交前验证已签字），可以通过 ePCT 中的“外部签字”功能获得

发明人签字。该功能允许发明人审查并签署 ePCT 中电子格式的草稿声明，而无需登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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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需电子邮箱地址。您只需从发明人姓名/名称下拉列表选择每个发明人的姓名/名称并选择“外

部签字”，即可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向著录项目数据中发明人的电子邮箱地址发送签字请求（请

注意，如果需要的话，您可以在系统里没有电子邮箱地址的情况下添加相关地址，或编辑已有的

电子邮箱地址，以便将外部签字请求发往不同的电子邮箱地址，例如发明人的个人邮箱地址）。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外部签字请求包括一个唯一的文件识别码和一个导向专门网页的链接，收件

人可在该网页中键入文本签名。实际需要签字的文件必须在系统外通过其他方式提供给发明人，

例如通过向其发送单独的电子邮件或将文件保存在共享硬盘或专利管理系统的方式。从 ePCT 上

下载供签字的草稿文件标有相同的唯一文件标识码，这样外部签字人就能够准确地将通过电子邮

件收到的签字请求与需要签字的文件匹配。此外，在签署发明人资格声明前，发明人应已审查过

声明所涉及的申请的内容（包括权利要求）。 

当发明人签署声明后，您将收到电子邮件通知，这样您便可以预览签字的文件并向国际局提交该

操作。提交后，您将被自动导向国际申请的“文件”部分，您会在这里看到待国际局处理的已提

交声明。 

PCT 电子服务帮助页包含了关于外部签字功能的有用信息，可通过以下链接查看： 

www.wipo.int/pct/en/epct/learnmore.html?N=992 

有关如何使用 PCT-SAFE 提交 PCT 实施细则 4.17 的声明，请通过以下链接参阅《PCT 通讯》

第 03/2014 期的“实务建议”： 

www.wipo.int/edocs/pctndocs/en/2014/pct_news_2014_03.pdf 

有关提交 PCT 实施细则 4.17 的声明的一般信息，可通过以下链接查阅《PCT 申请人指南》第

5.074 至 5.083A 和 6.045 至 6.050 段： 

www.wipo.int/pct/en/guid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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