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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 七 届 会 议  

2 0 1 2 年 3 月 1 9 - 2 3 日 ， 罗 马  

第 15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实施状况 

暂定议程议题 8.2.1 

 

I. 申请状态 

1. 粮农组织迄今为注册第 15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标

识提出的申请状况如下：1）14 项国家申请；2）2 项区域申请，一项包括欧洲共同

体的 27 国家，另一项把包括非洲知识产权组织的 16 个国家；3）根据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管理的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体系提出的申请，目前包括 67 个国家。 

II. 注册过程正在进行中的国家 

2. 粮农组织继续作出努力，在未纳入上述过程的国家注册该标识。到 2011 年 12

月底，该标识的注册状况如下： 

国际层面注册 

3. 按照马德里体系在以色列注册该标识的过程正在进行中。粮农组织将考虑进

一步指定那些加入马德里体系的国家。马德里体系内现有注册商标续展日期为 2013

年。只要提出一项注册商标续展申请就能涵盖该体系的所有国家。  

国家层面注册 

4. 该标识的国家注册过程正在哥伦比亚、菲律宾和委内瑞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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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注册过程尚未开始的国家 

5. 在 81 个国家中的注册过程尚未开始（附件 1）。在这些国家，该标识的注册

需要按国家程序进行，各国的平均费用估计约为 4500 美元。  

IV. 注册商标续展费用 

6. 附件 2 说明了注册商标续展现状。 

7. 需要计划从 2013 年起，分别为马德里体系中注册的 67 个国家和国家体系中

注册的 14 个国家续展该标识的注册。马德里体系中估计的续展总费用约为 35000 美

元，而国家注册续展的总费用粗略估计约为 27000 美元。  

V. 第 15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标识的保护 

8. 秘书处为审查保护第 15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标识的备选方案所聘用的顾问，

于 2011 年 10 月向主席团提交了其报告。该报告指出，注册提供了最全面的保护，

在有必要针对第三方采取行动时，提供了最有效的法律手段。在审查的备选方案

中，主席团赞同粮农组织法律顾问的建议，即在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保

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六（之三）条负责接收申请的机构）提出正式申请之前，

应与该组织法律顾问非正式联系，以便就应用诠释上述条款的准则所规定的原则，

该标志能否受益于《公约》第六（之三）条第（1）（b）项和第（3）（b）项给予

的保护，听取法律顾问的初步意见。  

9. 秘书处根据上述准则编写了一份说明草案，以便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供以

下情况： 

a) 对国际植保公约及其规定目标的简要说明，强调其作为一个常设机构的特

性，以及其运作和法律地位。 

b) 对国际植保公约权力和义务的说明，包括： 

1) 管理结构/机构 

2) 规则和程序的通过 

3) 新成员程序 

4) 财务结构和相关财务安排。 

10.  请植检委：  

1) 注意第 15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标识的最新注册情况。 

2) 讨论为注册工作争取资源的备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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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该标识的国家注册过程尚未开始的国家  

阿富汗  萨尔瓦多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塞舌尔 

安道尔  厄立特里亚   缅甸 所罗门群岛  

安哥拉 埃塞俄比亚   瑙鲁 索马里  

巴哈马  斐济   尼泊尔  南非 

孟加拉国  冈比亚   尼加拉瓜  斯里兰卡 

巴巴多斯  格林纳达   尼日利亚 苏里南 

伯利兹  危地马拉  纽埃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圭亚那   巴基斯坦 东帝汶  

文莱达鲁萨兰国  海地   帕劳  汤加  

布隆迪  洪都拉斯   巴拿马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柬埔寨  伊拉克  巴布亚新几内亚  突尼斯  

佛得角  牙买加   巴拉圭  图瓦卢  

智利  约旦   秘鲁 乌干达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

区）* 

基里巴斯   卡塔尔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科摩罗  科威特   卢旺达  乌拉圭  

刚果民主共和国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圣基茨和尼维斯  瓦努阿图  

哥斯达黎加 黎巴嫩  圣卢西亚 也门  

吉布提  利比亚  圣文森特和 

 格林纳丁斯 

津巴布韦  

多米尼克 马拉维  萨摩亚  

多米尼加共和国 马绍尔群岛  沙特阿拉伯   

厄瓜多尔 毛里求斯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 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 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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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 15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标识的注册国家、注册分类、注册续展到期示意日期名单 

国  家 分类 到期日 国家数 

欧洲联盟 19,2037 续展日期

04/04/2013 

17 

09,14,16,25,36

,41,42 

续展日期

29/01/2018 

国际商标注册（马德里体系）＃ 19,20,37 续展日期 

26/09/2013 

67 

指定国家*：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提瓜和

巴布达、亚美尼亚、澳大利亚、阿塞拜疆、巴林、

不丹、博内尔岛、圣尤斯特歇斯圣尤斯特歇斯和萨

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保加利

亚、中国、克罗地亚、古巴、库拉索岛、捷克共和

国、埃及、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匈牙利、冰岛、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日本、哈萨克斯

坦、肯尼亚、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大韩民国、吉

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列支

敦士登、立陶宛、马其顿、马达加斯加、摩尔多

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纳

米比亚、挪威、阿曼、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

圣马丁、圣马力诺、塞尔维亚、塞拉利昂、新加

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苏丹、斯威士兰、瑞

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越南、赞比

亚 

非洲知识产权组织（贝宁，布基纳法索，喀麦隆，

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共和国，科特迪瓦，赤道

几内亚，加蓬，几内亚，几内亚比绍，马里，毛里

塔尼亚，尼日尔，塞内加尔，多哥） 

19,20 续展日期 

03/10/2018 

16 

37 续展日期 

24/12/2018 

阿根廷 19 续展日期 

15/04/2015 

1 

20 续展日期 

15/04/2015 

37 续展日期 

15/04/2015 

白俄罗斯 19,20,37 续展日期 

20/06/2016 

1 

巴 西 42 续展日期 

19/05/2019 

1 

加拿大 19,20,37 续展日期 

27/07/2020 

1 

香港（特别行政区） 19,20,37 续展日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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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9/2013 

印度尼西亚 19 续展日期 

06/11/2013 

1 

20 续展日期 

06/11/2013 

37 续展日期 

06/11/2013 

日本 36,41,42,25,09

,14,16 

续展日期 

13/10/2020 

1 

马来西亚 19 续展日期 

02/04/2013 

1 

20 

37 

续展日期 

02/04/2013 

续展日期 

02/04/2013 

墨西哥 19 续展日期 

01/10/2013 

1 

20 续展日期 

01/10/2013 

37 续展日期 

01/10/2013 

新西兰 19,20,37 续展日期 

29/09/2013 

1 

泰 国 

 

19 续展日期 

01/10/2013 

1 

20 续展日期 

01/10/2013 

37 续展日期 

01/10/2013 

美利坚合众国 19,20,37 续展日期 

24/01/2016 

1 

*   在马德里体系中申请时，该体系中所列的 10 个欧盟成员国还不是欧盟成员国。 

＃ 本表没有提到各指定国中涉及的分类可能受到的限制，或该指定国是否属于随后指定。各指定国的到期
日也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