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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纲

 五、工作建议 

  主要成果及其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和未来疫情应对准备的部长宣言》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部长决定
 《卫生与植物卫生（SPS）部长宣言》

  中国的贡献

  下一步工作



一、主要成果及其意义



世贸组织与全球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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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总协定》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
产权协定》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关贸总协定》

《贸易便利化协定》

《政府采购协定》



疫情应对部长宣言
《关于世贸组织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及未来疫情应对准备的部长宣言》

（WT/MIN(22)/31）【共29段】

  认可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

  增强贸易政策透明度
  克制使用出口限制
  促进贸易便利化
  监管合作
  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
  服务贸易的作用（物流、货运、健康服务、旅游等）
  检验要求和结果、疫苗接种互认
  粮食安全
  各委员会开展疫情应对盘点，并讨论有关重点议题
  与国际组织合作



疫情应对部长宣言

   《宣言》第10段、第11段

10. 在 WTO 现有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内，我们注意到成员为应对当前

疫情而已经采取的额外自愿贸易便利化措施，包括简化海关手续、减

少和简化单证要求、临时降低或调整新冠肺炎疫苗、治疗产品、诊断

产品及其他基本医疗产品、包括其投入品的关税和其他费用。

11. 为在新冠肺炎疫情和未来疫情期间快速获得新冠肺炎疫苗、治疗

产品、诊断产品及其他基本医疗产品，我们鼓励酌情开展监管合作，

并在自愿基础上分享监管信息。



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决定

 《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部长决定》（WT/MIN(22)/30）
【《宣言》第14段，共9段】

  适格成员享有豁免新冠疫苗专利保护义务的灵活性：

    1. 实施强制许可授权的方式：成员法律中可获得的任何方式，例如行政令、紧急法令、
政府使用授权以及司法或行政命令，无论是否有强制许可制度（第2段）；

    2. 无需努力获得权利所有人的授权（第3a段）；

    3. 可任意比例向其他适格成员（含国际和区域倡议）出口（第3b段）；

    4. 考虑人道主义和非盈利目的，向专利权人提供适当报酬（第3d段）。

  透明度义务

  豁免期限为5年，总理事会年度审议

  6个月内决定是否扩展到诊断和治疗产品

  不损害成员在《TRIPS协定》下现有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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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宣言

 《卫生与植物卫生部长宣言：应对现代卫生与植物卫生挑战》

（WT/MIN(22)/27）【共10段】

  认识到《SPS协定》订立25周年，全球农业格局已经发生改变，给食品、动物和植物的

    国际贸易带领多种新的机遇和更多挑战：人口增长、气候变化、病虫害和新发传染病、

    限制贸易的SPS措施等。

  指示SPS委员会就有关议题制订工作计划：

   - 便利全球粮食安全和可持续的粮食体制；

   - 支持SPS措施以科学证据和原理为基础，促进成员更多使用国际标准；

   - 采取适应地区条件的SPS措施以增强粮食、动物、植物及动植物产品国际贸易的安全；

   - 通过技术交流和援助鼓励和支持SPS委员会与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开展合作；

   - 扩大和支持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在制定和适用SPS措施方面的参与；

   - 应对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加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挑战或风险所产生的其他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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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成果的意义

 世贸组织的相关性：全球抗疫

 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利益平衡

 应对国际贸易新形势、新挑战

 中美大国合作的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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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的贡献



新冠疫苗等抗疫物资知识产权豁免
磋商主要时间点（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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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

    印度、南非向世贸组织
TRIPS理事会《豁免部分与
预防、控制、治疗新冠肺炎
相关的TRIPS 协定义务》提
案。

2021年5月25日

     印度、南非提交修改提
案，进一步明确豁免的产品
范围和时限要求。

2021年6月4日

       欧盟提交提案，聚焦
《TRIPS协定》现有灵活性。



新冠疫苗等抗疫物资知识产权豁免
磋商主要时间点（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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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16日

    美欧印南四方磋商妥
协案文经媒体泄露。

    适格成员脚注问题引
发中方强烈关注。

2022年5月3日

     伊维拉总干事致信
TRIPS理事会主席，将
案文提交多边进程。

2022年6月17日

    MC12通过有关新冠疫
苗知识产权豁免的部长
决定。



中国支持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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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18日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
     “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
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
性作出中国贡献。”

 2021年5月21日二十国集团全球健康峰会
    “中国已宣布支持新冠肺炎疫苗知识产权豁免，也支
持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早日就此作出决定。”

 2021年11月4日第四届进口博览会开幕
    “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了约3500亿只口罩、超过40亿
件防护服、超过60亿人份检测试剂、超过16亿剂疫苗，
积极推动国际抗疫合作，支持向发展中国家豁免疫苗知
识产权，用实际行动践行承诺、展现担当。”



中方全面积极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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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实地调研

-组建谈判团队

-高层表达关注

-中方主动破局

-密集参与磋商

-中美建设性合作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MC12



开展实地调研（2021年3月-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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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集团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天津）

上海复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斯微（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与智飞生物等交流......



新冠疫苗等抗疫物资知识产权豁免
磋商主要时间点（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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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16日

    美欧印南四方磋商妥
协案文经媒体泄露。

    适格成员脚注问题引
发中方强烈关注。

2022年5月3日

     伊维拉总干事致信
TRIPS理事会主席，将
案文提交多边进程。

2022年6月17日

    MC12通过有关新冠疫
苗知识产权豁免的部长
决定。



适格成员脚注（《决定》脚注1）

             2022年3月16日“四方妥协案文”的脚注

• 就本决定而言，“适格成员”是指
2021年新冠疫苗出口在全球占比少
于10%的发展中成员。



WTO-IMF新冠疫苗追踪器



中方全面积极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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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实地调研

-组建谈判团队

-高层表达关注

-中方主动破局

-密集参与磋商

-中美建设性合作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MC12



适格成员脚注（《决定》脚注1）

         2022年3月16日

• 就本决定而言，
“适格成员”是指
2021年新冠疫苗出
口在全球占比少于
10%的发展中成员。

 
        2022年5月3日

• 【就本决定而言，所
有的发展中成员均是
适格成员。鼓励有疫
苗出口能力的发展中
成员选择退出本决
定。】

• 【就本决定而言，
“适格成员”是指
2021年新冠疫苗出口
在全球占比少于10%的
发展中成员。】



2022年5月10日总理事会发言

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李成钢大使代表中方发言：

      “中国是全球抗疫的重要贡献者和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的坚定支持

者。为进一步展示我们的务实和建设性，并更好地促进谈判，中国在此

宣布：在中方对脚注的关切得到妥善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将不寻求利用

这一决定所提供的灵活性。我们希望其他主要利益方能以同样务实和灵

活的态度相向而行，以便在第12届部长级会议之前尽早取得成果，惠及

真正有需求的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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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全面积极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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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实地调研

-组建谈判团队

-高层表达关注

-中方主动破局

-密集参与磋商

-中美建设性合作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MC12



适格成员脚注（《决定》脚注1）

  3月16日

• 就本决定而言，
“适格成员”
是指2021年新
冠疫苗出口在
全球占比少于
10%的发展中
成员。

5月3日

•【就本决定而言，
所有的发展中成员
均是适格成员。鼓
励有疫苗出口能力
的发展中成员选择
退出本决定。】

• 【就本决定而言，
“适格成员”是指
2021年新冠疫苗出
口在全球占比少于
10%的发展中成
员。】

6月17日

• 就本决定而言，所有
发展中国家成员均为
适格成员。鼓励现有
新冠肺炎疫苗生产能
力的发展中国家成员
做出关于不利用本决
定的约束承诺。此种
约束承诺包括适格成
员向总理事会作出声
明，例如2022年5月
10日在总理事会做出
的声明，声明将由与
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理事会予以记录，并
在WTO网站汇总和
公开发布。



24

    “很荣幸在MC12期间接待王文涛部
长、李成钢大使和中国代表团。中国与
美国的合作对取得如此积极的成果至关
重要。感谢你们对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
体制的信念和支持！”



三、下一步工作



疫情应对部长宣言

•     我们重申需要审议并借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汲取的所有教训和经历的

挑战，从而在未来发生疫情时在国际收支、发展、出口限制、粮食安全、

知识产权、监管合作、服务、关税归类、技术转让、贸易便利化、透明度

方面制定有效解决办法。

•     WTO 相关机构将在其职权范围内，根据成员提案，继续或尽快开展工

作，分析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汲取的教训和经历的挑战。总理事会每年将

根据相关机构报告，对 WTO 各机构根据本宣言开展的工作进行回顾，直

至 2024 年年底。

         



知识产权豁免

部长决定第8段：

        在不迟于本决定作出之日 6 个月，成员将决定将本决定

扩展至新冠肺炎诊断产品和治疗产品的生产和供应。



SPS宣言

 SPS委员会就有关议题制订工作计划：

• 便利全球粮食安全和可持续的粮食体制；

• 支持SPS措施以科学证据和原理为基础，促进成员更多使用国际标准；

• 采取适应地区条件的SPS措施以增强粮食、动物、植物及动植物产品国际贸易
安全；

• 通过技术交流和援助鼓励和支持SPS委员会与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开展合作；

• 扩大和支持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在制定和适用SPS措施方面的参与；

• 应对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加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挑战或风险所产生的其他议题。



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联系方式：蒋苏晋
电        话：65197314
邮        箱：jiangsujin@mofcom.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