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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公约》草案的备选条款要求承认和执行知识产权有
效性、归属和存续判决以及知识产权侵权判决。为了避免对地域性法理的违反及对我国知
识产权保护机制产生负面影响，应当将以知识产权有效性、归属和存续为诉争对象的判决
排除出承认和执行的范围，只承认和执行以这些问题为先决条件的民商事判决。我国在知
识产权法保护的客体数量、保护水平以及国民的知识产权意识等方面均处于劣势，承认和
执行外国的知识产权侵权判决可能导致国家之间的利益失衡，应力争在《公约》中允许各
国对知识产权侵权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声明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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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德国司法部原负责国际私法和版权事务的安德里亚·舒尔茨博士曾指出: 国际私
法和版权法都具有高度专业性，法学院的学生进行专业选择时，通常是选择其一，而不
会两者皆选，这导致国际私法和版权法专家缺乏沟通，甚至惧怕并避免讨论对方的领
域。① 这句话对于描述国内学界对海牙国际私法会议 ( 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②正在讨论制定的新条约———《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的
研究现状，可能也是适合的。

对民商事领域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是国际私法中的重要议题。早在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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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领域知识产权重大立法问题研究”
( 项目批准号: 14ZDC020) 的阶段性成果。

See Andrea Schulz，the Hague Conference Project for a Global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Ｒ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 an Update，in Josef Drexl ＆ Annette Kur ( eds． )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 Heading for the Future，at 7 ( Hart Publishing，2005) ．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并不是一个“会议”，而是国际组织。只是由于其早期具有临时会议的性质，故得此名。1951 年，
第七届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章程》，使其成为常设性政府间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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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就曾经主持制定了一部《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但并
未得到广泛认同，只有五个缔约国。③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于 2005 年主持制定的《选择法
院协议公约》虽然也涉及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但其适用前提是当事人之间签订了
排他性法院选择协议。④ 除此之外，国际上在该领域只存在一些区域性条约，如欧洲委
员会 2000 年通过的《关于民商事管辖、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公约》( 又称《布鲁塞尔条
例》) 等。事实上，从 1992 年起，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就已将在民商事领域内承认和执行
外国判决重新作为重要的国际私法项目之一。⑤ 2016 年，为此设立的特别委员会提出
了《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的初步草案，后又对该草案在 2017 年 2 月和 11
月分别进行了讨论并修改( 以下将 2017 年 11 月特别委员会中形成的草案简称为“《公
约》草案”) 。中国作为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成员，高度重视该《公约》的起草，并正在积
极参与谈判。引人注目的是，《公约》草案将有关知识产权( 包括专利、商标、外观设计
和版权及相关权⑥等) 的侵权和有效性等问题的外国法院判决纳入了承认与执行的可能
范围，作为备选方案供各国进一步讨论。⑦ 对于该《公约》中可能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
机制和当事人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条款，国际私法和知识产权法学界尚未引起足够的
重视，但实有研究的必要。

一、《公约》草案设定的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义务

本文的分析针对的是《公约》草案中涉及知识产权的条款，但知识产权条款只占
《公约》草案全文很小的比例，其实施也有赖于《公约》草案中的许多其他规定。因此，
需要首先对知识产权条款与其他相关条款的关系进行探讨，以方便理解作为一个整体
的《公约》草案对我国承认和执行涉及知识产权的外国判决作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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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个国家是阿尔巴尼亚、塞浦路斯、葡萄牙、荷兰和科威特。See Convention of 1 February 1971 on the Ｒ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at https: / /www． hcch． net /en / instruments /conventions /
status － table /? cid = 78 ( Last visited on Jan 2，2017) ．
See 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art． 8( 1) ．
See Council on General Affairs and Policy of the Conference ( 15 － 17 March 2016 ) ，Conclusions and Ｒecommendations
adopted by the Council，at 2 － 3，at https: / / assets． hcch． net /docs /679bd42c － f974 － 461a － 8e1a － 31e1b51eda10． pdf
( Last visited on Jan 12，2017) ．
以下将“版权与相关权”统称为版权。“版权”是英美法系国家的用语，与大陆法系国家的用语“著作权”含义基本相
当。我国《著作权法》第 57 条规定“本法所称的著作权即版权”。狭义意义上的“著作权”以作品为保护客体。“相
关权”也称“邻接权”，是指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以表演、录音制品和广播等作品之外的成果为客体的权利。参见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著作权与邻接权法律术语汇编》( 中英法对照) ，刘波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64 页。
英美法系国家的版权法对构成作品所要求的“独创性”程度较低，因此在大陆法系国家属于“相关权”客体的录音制
品、版式设计和广播，在一些英美法系国家也是“作品”。例如，英国《版权、外观设计和专利法》第 1 条第 1 款就将
“录音制品”“广播”和“版式设计”列为作品。
See November 2017 Draft Convention( 以下简称“Draft Convention”) ，art． 5． 3 ( a) ，( b) ，( c) ，art． 6 ( a) ，at https: / /
assets． hcch． net /docs /2f0e08f1 － c498 － 4d15 － 9dd4 － b902ec3902fc． pdf． ( Last visited on Nov 19，2017) ．



制定《公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降低与跨境交易有关的成本和风险，为跨境贸易
和投资提供便利”。⑧ 实现这一目的途径，则是在民商事领域内对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
行。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指出，缔结《公约》的益处在于确保其适用的判决能够在所有缔
约国得到承认和执行，避免因败诉方或其财产位于另一国家而导致判决无法获得执
行。⑨ 为此，《公约》要求缔约方承担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的义务。瑏瑠 换言之，对
于由某一缔约国法院( 原审国法院) 作出的判决，只要在《公约》适用的范围之内，在另
一缔约国( 被请求国) 应当得到承认和执行。为实现《公约》的目的，《公约》草案对缔约
国履行该义务设定了较高标准，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公约》草案不允许被请求国对原审国法院所作判决是否正确进行审查。瑏瑡

该规定的目的是防止被请求执行人通过在被请求国再次提出已在原审中提出，或者原
本可以提出的争议事由而拖延对判决的执行。瑏瑢 这就意味着，即使被请求国负责承认和
执行外国判决的法院认为原审国法院的判决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方面存在严重问
题，只要没有出现《公约》允许拒绝承认和执行的情形，被请求国仍然负有承认和执行该
判决的义务。

第二，对于原审国法院所作判决，只要在《公约》的适用范围之内，被请求国如欲拒
绝承认和执行，必须以《公约》的特别规定为依据。瑏瑣 而《公约》草案允许拒绝承认和执
行的情形非常有限，且对条件有严格限制，主要是程序性事项，包括:向被告送达起诉文
件的时间和方式存在问题;该判决是通过欺诈获得的; 在原审国的诉讼违反管辖协议;
该判决与被请求国对相同当事人所作判决相矛盾，或在符合特定条件时被请求国法院
正在审理相同当事人之间的相同争议;该判决与其他缔约国就相同争议对相同当事人
所作出的、且符合在被请求国承认和执行条件的判决相矛盾，以及对该判决的承认和执
行将明显与被请求国的公共政策不符等。瑏瑤

由此可见，《公约》起草者所秉持的原则就是让一个缔约国法院作出的民商事判决尽
可能地在其他缔约国获得承认和执行，他们强调“对于因缺乏国际协定而无法承认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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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Prel． Doc． No 2，Explanatory Note Providing Background on The Proposed Draft Text and Identifying Outstanding Issues，at
3，at https: / / assets． hcch． net /docs /e402cc72 － 19ed － 4095 － b004 － ac47742dbc41． pdf ( Last visited on Jan 12，2017) ．
Id．
《公约》草案第 1 条“范围”规定，本公约应适用于在一个缔约国承认和执行另一缔约国作出的与民商事有关的判决。
本公约不适用于税收、海关或其他行政事务( 的外国判决) 。同时，《公约》草案第 2 条还规定，公约不应适用于下列
事项:自然人的身份和法律能力;抚养义务;其他家庭法事项，包括婚姻财产制以及婚姻或类似关系所产生的其他权
利和义务;遗嘱和继承;破产、重整和金融机构的清算及类似事项; 旅客和货物运输; 海洋污染、海事诉讼的责任限
制、共同海损以及紧急拖船和营助; 核能损害的责任;法人、自然人或法人的附属机构的有效、无效或解散，以及其所
作决定的有效性;公共登记项目的有效性;诽谤。公约也不适用于仲裁或相关程序。Supra note 7，art． 2． 3．
Supra note 7，art． 4． 2．
Supra note 8，14 － 15．
Supra note 7，art． 4． 1．
Supra note 7，art． 7．



外国判决的国家而言，该原则是突破性的。”瑏瑥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282 条规定: “人民法
院对申请或者请求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后，认为不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承认其效力，需
要执行的，发出执行令，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544 条对此规定，除离婚判决外，“当事人向中华人民
共和国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
决、裁定的，如果该法院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缔结或者共同参加国际条约，也
没有互惠关系的，裁定驳回申请”。可见，在我国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需要以国
际条约或互惠关系为前提。目前，我国只在一些双边司法协定中规定了对民商事判决
的相互承认和执行( 即存在互惠关系) 。若《公约》生效且我国批准加入后，将会对我国
产生很大影响，而在知识产权领域，这种影响的负面效应不可忽视。

二、《公约》草案有关承认和执行知识产权有效性、
归属与存续判决的规定对我国的影响

《公约》草案要求缔约国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涉知识产权判决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与
侵权认定无关，而是针对所有类型知识产权的有效性，以及版权、未注册商标权和未注
册外观设计权的归属与存续;第二类则是认定侵权成立与否及损害赔偿的判决。下文
分别论述。
《公约》草案第 5 条将有关版权、未注册商标权和未注册外观设计权的有效性、归属

与存续判决列为承认与执行的备选项，瑏瑦第 6 条则针对专利权和注册商标权等需要经过
授权或注册才能产生的知识产权，将其有效性判决列为承认和执行的备选项。瑏瑧 两者的
区别在于，对于版权、未注册商标权和未注册外观设计权的有效性、归属和存续的判决，
只要是由被请求保护国的法院作出的，该判决就应当在其他缔约国得到承认和执行。瑏瑨

相反，对于专利权和注册商标权等需要经过授权或注册才能产生的权利，只有当原审国
是授权地或注册地时，有关此类知识产权有效性的判决才应被承认和执行。瑏瑩 换言之，
此类知识产权的授权地或注册地所在国对其有效性享有专属管辖权。

然而，对于以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归属与存续为诉争对象的外国判决而言，无论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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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瑏瑩

Supra note 8，14．
Supra note 7，art． 5． 3 ( c) ．该条款全部属于备选项，同时“权利归属、存续”又属于其中的备选项。也就是说，在最终
文本中，既可能删除该条款，也可能选择保留该条款中的“权利有效性”，而删除该条款中的“权利归属、存续”。
Supra note 7，art． 6 ( a) ．
Supra note 7，art． 5． 3 ( c) ．
Supra note 8，29．



于上述哪一种情形，进行承认和执行都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要深入分析这些问题，特别
是其对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影响，首先需要厘清《公约》草案中有关知识产权有
效性、归属与存续判决的含义，以及它们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法理———地域性之间的
关系。

(一)“有效性、归属和存续”规定的解释:是诉争对象还是先决条件?
与知识产权有效性、归属和存续有关的判决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以知识产权

有效性、归属和存续为诉争对象的判决，也就是确权之诉和权属之诉的判决; 第二种是
在违约或侵权诉讼中以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归属和存续为先决条件的判决。例如，某美
国公司在美国获得专利权后，某中国公司请求宣告该专利权无效，并最终进入司法程
序，美国法院作出的维持有效性的判决，属于以专利有效性为诉争对象的判决。而某美
国公司在美国与某中国公司签订专利许可合同后，因中国公司拒付许可费，该美国公司
在美国起诉中国公司违约，中国公司以该专利无效作为抗辩，则认定中国公司违约的前
提就是专利权有效，此时美国法院作出的就是以专利有效性为先决条件的判决。

对于外国法院作出的这两种判决，承认和执行的法律效果会产生极大差别，后文将
对此进行深入分析。此处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公约》草案第 5 条列出的有关版权、未
注册商标权和未注册外观设计权的有效性、归属和存续判决，以及第 6 条列出有关专利
权和注册商标权等经授权或注册产生的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判决，是指以有效性、归属和
存续为诉争对象的判决，还是在违约或侵权之诉中以其为先决条件的判决?

笔者认为，《公约》草案第 5 条和第 6 条所列涉及知识产权有效性、归属和存续的判
决，特指以其为诉争对象的判决，而不是在违约或侵权之诉中以其为先决条件的判决。

首先，《公约》草案这两条列举的有关知识产权有效性、归属和存续的判决，与对上
述知识产权的侵权判决，是在不同条款中出现的。瑐瑠 两者之间是并列关系，《公约》草案
并未将承认前者作为承认后者的前提。

其次，《公约》草案对于有关专利权和注册商标权等经授权或注册产生的知识产权
的有效性的判决，与以上述知识产权有效性为先决条件的判决，也是在不同条款中列举
的。《公约》草案第 8 条针对的就是以一些特定事项为先决条件的判决，其中专门规定
了在何种条件下，对以上述知识产权的有效性为先决条件的判决可以进行承认和执行。
假设在中国获得专利权的美国人在美国起诉某中国被许可人违反许可合同、未向其支
付专利许可费，中国被许可人以该专利无效作抗辩，美国法院认定该抗辩不成立，并判
决承担违约责任。该判决是否能够在其他国家得到承认和执行呢? 根据《公约》草案第
6条的规定，对于专利权等需要授权或注册才能取得的知识产权，只有授权地或注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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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瑠 有关版权、未注册商标权和未注册外观设计权的有效性、归属和存续判决，规定在《公约》草案第 5 条第 3 款( c) 项，
而对这些知识产权的侵权判决，规定在第 5 条第 3 款( b) 项;有关专利权和注册商标权等经授权或注册产生的知识
产权的有效性判决，规定在第 6 条( a) 项，而有关这些知识产权的侵权判决，规定在《公约》草案第 5 条第 3 款( a) 项。



的法院对其有效性作出的判决，才能在其他缔约方得到承认和执行。但根据第 8 条的
规定，由于该案中专利权的有效性是先决问题，虽然对该先决问题的判决不能单独获得
承认与执行，但只要美国法院对该先决问题的判决与中国法院对该问题的判决不相冲
突，同时在中国法院也没有正在进行的有关该专利有效性的诉讼，该判决仍然可能得到
承认与执行。瑐瑡 由于第 8 条针对的判决包含了以专利权和注册商标权等需要授权或注
册才能取得的知识产权有效性为先决问题的判决，印证了第 6 条规定的专利权、注册商
标权等需要授权或注册才能取得的知识产权有效性的判决就是以有效性为诉争对象的
判决，而不是以其为先决条件的判决。

最后，同样由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将版权的有效性纠纷
列入适用范围，瑐瑢并要求承认和执行当事人之间排他性法院协议指定的缔约国法院作出
的判决。对该公约的解释报告指出:本公约完全适用于有关版权的纠纷，即使是针对有
效性的纠纷也是如此。瑐瑣 这就印证了有关版权有效性的判决就是以版权有效性为诉争
对象的判决。

这一结论对后文的分析有重要意义，因为承认和执行以知识产权有效性、归属和存
续为诉争对象的判决，与承认和执行以这些事项为先决条件的判决，对我国的影响有很
大差异。

知识产权的“有效性”问题是指相关客体能否受到知识产权法的保护，以有效性为
诉争对象的判决也就直接决定了相关知识产权是否属于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我国《专
利法》和《商标法》都规定，如果专利授权和商标注册违反了相关授权或注册条件，则相
关专利和注册商标可以被宣告无效，瑐瑤且相关权利视为自始不存在。瑐瑥 因此，对于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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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瑡

瑐瑢

瑐瑣

瑐瑤

瑐瑥

《公约》草案第8 条( “先决问题”) 对此作出了一个复杂的规定。该条第1 款规定:如果公约对某事项并不适用，或者
对该事项作出裁决的法院并不是第 6 条( “专属管辖”) 所指定的具有专属管辖权的法院，则以该事项为先决问题的
判决不应根据公约获得承认与执行。第 2 款规定，如果作为判决基础的事项是公约所不适用的，或者对该事项作出
裁决的不是第 6 条( “专属管辖”) 所指定的具有专属管辖权的法院，则对于以该事项为基础的判决的那一部分，可以
拒绝承认与执行。第 8 条前 2 款似乎意味着，如果在涉及专利权和注册商标权等经授权或注册产生的知识产权的侵
权或违约诉讼中，被告提出了相关知识产权效力的抗辩，只要原审国法院不是授权地或注册地的法院，且其为了解
决该知识产权纠纷对该知识产权的有效性作出了裁决，则由于该法院并不是《公约》草案第 6 条所规定的具有专属
管辖权的法院，该侵权或违约判决不应获得承认和执行。但第 8 条第 3 款又针对以专利权和注册商标权等经授权或
注册产生的知识产权有效性为先决问题的判决作出了专门规定:对该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只有在对有效性先决问题
的裁决与第 6 条规定的具有专属管辖权的法院( 即授权地或注册地的法院) 不一致，或者有关该有效性的诉讼正在
具有专属管辖权的法院中进行时，才能延迟或拒绝。换言之，如果不具有专属管辖权的法院对作为先决问题的知识
产权有效性的裁决，与具有专属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裁决并无差异，以及在该具有专属管辖权的法院中并无该有效
性诉讼正在进行，则以有效性为先决问题的判决仍然应当得到承认与执行。
Supra note 4，art． 2( 2) ( n) ．该款将“版权和相关权以外的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排除出公约的适用范围，也就意味着
公约适用于版权有效性纠纷。
See Trevor Hartley ＆ Massato Dogauchi，Explanatory Ｒeport of the Convention of 30 June 2005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at 37 \［797 \］，at https: / / assets． hcch． net /upload /expl37final． pdf ( Last visited on Jan 12，2017) ．
参见《专利法》第 45 条;《商标法》第 44 条、第 45 条。
参见《专利法》第 47 条;《商标法》第 47 条。



不符合授权条件的发明创造，如不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发明与实用新型，不
应授予专利权，从而不能产生有效的专利权;对于那些不符合注册条件的商标，如不具
备显著性的标志，不能核准为注册商标，从而不能产生有效的注册商标权。《著作权法》
中虽然没有出现“有效”或“无效”的字样，但如果一种成果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范
围，如单纯的思想创意或缺乏独创性的表达等，在我国就不可能产生有效的著作权。只
有那些符合知识产权法的规定、从而能够受到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客体，才可能产生相应
的知识产权，也就是有效的版权、专利权和注册商标权等。而一种知识产权是否有效，
也就是相关客体是否应当受到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往往是纠纷产生的根源，因此，《公
约》草案将版权、未注册商标权、未注册外观设计权以及专利权、注册商标权等其他经授
权或注册产生的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判决均纳入了承认和执行的范围。
“权利归属”( ownership) 是指权利由哪一民事主体享有。以权利归属为诉争对象

的诉讼就是权属之诉，法院的判决将决定哪一方当事人是相关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权
利存续( subsistence) ”的含义则较为复杂，它的本意是指权利是否存在，其中又可以细分
为两种含义。瑐瑦 一种含义是指原始权利是否存在，即相关客体是否受知识产权法保护，
如英国《版权法》规定:为教育目的编写选集时使用作品片断不构成侵权的条件之一，是
该选集“主要由无版权的材料构成”( consists mainly of material in which no copyright
subsists) 。瑐瑧 这里的“subsist”就是指对相关内容存在版权保护，与版权的有效性实际上
是一回事。由于《公约》草案已经对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有关知识产权有效性判决的问
题进行了专门规定，其“权利存续”不可能是指权利的有效性。“权利存续”还有一种含
义是指保护期是否届满，即权利是否还在法定保护期之内，是否因超过保护期而终止。
英国《版权法》第 86 条规定: 自然人去世 20 年后，禁止冒名权终止( continues to subsist
until 20 years after a person’s death) ，实际上与“权利的保护期”同义。《公约》草案中的
“权利存续”所指的应当是这种含义。瑐瑨

对各类知识产权而言，都存在权利归属和存续的问题。但《公约》草案目前只对承
认和执行版权、未注册商标权和未注册外观设计权的归属和存续的判决作出了规定，没
有涉及专利权、注册商标权和其他经授权或注册产生的知识产权的归属和存续判决。
这可能是因为后者在各国都需要国家主管部门的授权或核准才能产生，无论是原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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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瑦

瑐瑧

瑐瑨

See Francisco J． Garcimartín Alférez，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Madrid ＆ Spain and Geneviève Saumier et al． Preliminary
Explanatory Ｒeport，at 39，at https: / / assets． hcch． net /docs /e1b5b4de － d68e － 41f0 － 9ac4 － 6492345a5b0d． pdf． ( Last
visited on Oct 16，2017) ．
Copyright，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Sec． 33 ( 1 ) ( b ) ． at https: / /www． legislation． gov． uk /ukpga /1988 /48 /pdfs /
ukpga_19880048_en． pdf ( Last visited on Sep 10，2014) ．
对《公约》草案的一份解释报告对此指出: “‘存续’一词指……保护期，比如( 保护) 何时终止”。Supra note 26．



利人还是受让人的姓名或名称，都会在登记簿上出现并公告，其权利归属非常清楚。瑐瑩

与之相反，版权是自动产生的，作品登记也是自愿而非强制性的，瑑瑠作品上的署名也只是
推定作者的初步证据，瑑瑡缺乏像专利权和注册商标权那样清晰的权利归属文件，因此较
易产生权利归属纠纷。目前许多国家就版权人不明或无法查明的作品( 又称“孤儿作
品”) 所进行的讨论和作出的专门规定，瑑瑢正反映了版权的这一特点。此外，由于专利权
和注册商标权的产生源于国家主管部门的授权或核准，权利存续期非常清楚:从相关证
书记载的相关日期起算即可。而版权是否存续，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一方面，对于普
通作品而言，版权的存续取决于自然人的寿命，如有生之年再加 50 年。瑑瑣 这就需要查明
自然人是否健在或其死亡时间;另一方面，在许多情形下，计算作品保护期的基准不是
以自然人的寿命，而是以作品的发表时间( 首次公之于众的时间) 或授权首次出版时间
为准，瑑瑤如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法人作品、特殊职务作品和电影作品以及美国《版权
法》规定的“雇佣作品”都是如此。瑑瑥 而发表或授权首次出版的时间，又是一个需要查明
的问题。因此，对于版权是否存续及存续期的问题，也容易发生诉讼。而未注册商标权
和未注册外观设计权是经使用产生的，也不存在注册证书或授权证书对权利人、归属和
期限的记载，因此也存在与版权相同的问题。这些应当是《公约》草案只要求承认和执
行有关版权、未注册商标权和未注册外观设计权归属和存续判决的原因。

(二)“有效性、归属和存续”受制于地域性
承认和执行以知识产权有效性、归属和存续为诉争对象的外国判决会产生何种影

响? 这一问题与地域性的概念密切相关。众所周知，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的特征。瑑瑦 地
域性意味着依据某一国家法律产生的知识产权，在其他国家并不能当然地得到承认和
保护。这与依据某一国家法律产生的物权在其他国家普遍受到承认和保护的情况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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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瑩

瑑瑠

瑑瑡

瑑瑢

瑑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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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瑥

瑑瑦

如《专利法》第 10 条第 3 款规定: “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当事人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由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予以公告。”第 39 条和第40 条规定，对于通过审查的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由国
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发给专利证书，同时予以登记和公告。
《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第 2 条规定: “作品实行自愿登记。作品不论是否登记，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依法取得的
著作权不受影响。”
《著作权法》第 11 条规定: “著作权属于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
者。”
See Directive 2012 /28 /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5 October 2012 on Certain Permitted Uses of
Orphan Works，art． 1 ( 1) ; Jeremy De Beer ＆ Mario Bouchard，Canada’s“Orphan Works”Ｒegime: Unlocatable Copyright
Owners and the Copyright Board，at 17，at http: / /www． cb － cda． gc． ca /about － apropos /2010 － 11 － 19 － newstudy． pdf
( Last visited on Mar 1，2011) ．
参见《伯尔尼公约》第 7 条第 1 款，我国《著作权法》第 21 条第 1 款。
参见《伯尔尼公约》第 7 条第 2 款，TＲIPs协定第 12 条。
参见我国《著作权法》第 21 条第 2 款，17 USC 302( c) ．
参见郑成思:《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2-73 页;李明德:《知识产权法》( 第 2 版) ，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4-16 页;李双元:《国际私法( 冲突法篇) 》( 修订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93-494 页。



不同。瑑瑧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不但没有否定地域性，反而以地域性为
基础。它并未要求缔约国一概承认和保护在其他缔约国产生的知识产权，从而使“传统
的严格地域性完全被打破”，瑑瑨并创造出所谓的“世界版权”、“世界专利权”或“世界商标
权”等“世界知识产权”。瑑瑩

在版权领域，虽然多数国家都加入了《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以下简称
《伯尔尼公约》) ，瑒瑠且《伯尔尼公约》实行自动保护原则，符合条件的作品应当在所有成
员国自动获得《伯尔尼公约》所要求的保护，瑒瑡但这并没有消除版权的地域性。其表现
之一在于:《伯尔尼公约》只设定了对源于其他成员国作品的最低保护水平并规定了国
民待遇，各成员国可以基于各自的国家主权规定额外的保护。瑒瑢 但这种超出《伯尔尼公
约》要求的额外保护仍然只在本国有效，其他成员国没有义务对此提供相同的保护。例
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将时装、鞋子、内衣和皮衣等也列为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瑒瑣但由
于《伯尔尼公约》没有将其列入保护范围，其他国家没有义务承认法国设计师对其享有
著作权并提供保护。又如，《伯尔尼公约》要求成员国对源于其他成员国的作品给予作
者有生之年加 50 年的保护期，瑒瑤我国《著作权法》对自然人作品的保护期也为作者有生
之年加 50 年，而美国《版权法》对自然人作品规定的保护期为作者有生之年加 70 年，瑒瑥

由于中国没有义务给予源于美国的作品以超过《伯尔尼公约》规定的保护期，源于美国
的作品在中国的保护期仍为作者有生之年加 50 年，而非作者有生之年加 70 年。

地域性在专利权和注册商标权等非自动产生的工业产权中体现得更为突出。专利
权需要通过国家专利主管机关的审查才能授予，注册商标权也需要通过国家商标注册
机关的核准注册才能产生。而各国不仅在专利授权与商标注册的审查与审核标准方面
存在差异，且对于何种发明创造能够被授权专利权以及何种标志能够被注册为商标也
有不同的认定。例如，“Bluetooth”( 中译名为“蓝牙”) 曾作为商标在法国等国被注册在
计算机通讯设备上。但在中国，“Bluetooth”及“蓝牙”已成为近距离无线通讯的技术名
称，无法起到识别产品来源的作用，因此不能被注册为商标。瑒瑦 再如，美国《专利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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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8-29 页。
参见张仲伯:《国际私法学》( 第 4 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07 页。
正如李明德教授指出: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绝对不是说已经产生了某种超越地域性的知识产权”。李明德:《知识
产权法》( 第 2 版) ，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7 页。
《伯尔尼公约》目前已有 175 个缔约方，参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网站 http: / /www． wipo． int / treaties /en /ShowＲesults．
jsp? lang = en＆treaty_id = 15，最后访问时间: 2017 年 12 月 16 日。
参见《伯尔尼公约》第 5 条第 2 款。
See Sam Ｒicketson ＆ Jane C． Ginsburg，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nd Neighbouring Ｒights: the Berne Convention and Beyond
( 2nd Edition) ，at 301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
参见《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 L112-2 ( 14 ) 条，at https: / /www． legifrance． gouv． fr /content /download /1959 /13723 / ． ． ． /
3 / ． ． ． /Code_35． pdf ( Last visited on Sep 10，2014) ．
参见《伯尔尼公约》第 7 条第 1 款。
See 17 USC 302( a) ．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04) 高行终字第 416 号行政判决书。



未将动物新品种排除出授权范围，因此美国才会有著名的“哈佛鼠”( 哈佛大学的研究
团队通过转基因方法培育的易患癌症的老鼠品种) 专利，瑒瑧但我国《专利法》第 25 条已
将“动物品种”排除出可授予专利权的范围，这就意味着“哈佛鼠”不可能在我国获得专
利权。

正是由于各国对专利授权及商标注册的条件与范围有不同规定，相关的国际知识
产权条约，包括《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以下简称《巴黎公约》) 、《专利合作条约》、
《专利法公约》、《国际商标注册马德里协定》和《新加坡商标法公约》都没有创造出所谓
的“世界专利权”或“世界商标权”。《巴黎公约》第 4 条之二的标题就是“专利:在不同
国家就同一发明取得的专利是相互独立的”，其内容为: “本联盟国家的国民向本联盟各
国申请的专利，与在其他国家，不论是否本联盟的成员国，就同一发明所取得的专利是
相互独立的。”《巴黎公约指南》对此指出:该条要求成员国在考虑对一项发明能否授予
专利时，无需考虑同一项发明是否已在其他国家被授予了专利。瑒瑨 同样，《巴黎公约》第
6 条的标题是“商标: 注册条件; 同一商标在不同国家所受保护的独立性”，其内容为:
“商标的申请和注册条件，在本联盟各国由其本国法律决定。……在本联盟一个国家正
式注册的商标，与在联盟其他国家注册的商标，包括在原属国注册的商标在内，应认为
是相互独立的。”《巴黎公约指南》的解释是:在每一成员国对商标的申请和注册都独立
于在其他国家对相同商标的申请和注册。瑒瑩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发明创造或商标能否在某一国家享有专利权或注册商标权，完
全取决于该国专利法和商标法的规定和其主管机构的判断。各国对专利的授予和对商
标的注册具有独立性，不会因为一国已经授予专利或核准注册商标，内容相同的专利权
或注册商标权就在另一国自动产生。如果希望在其他缔约国获得专利权或注册商标
权，就必须向该国主管机关申请专利或商标注册。这样一来，对于相同的发明创造或商
标，其授权或注册的情况在各个国家就可能会有所不同，如上文所述的“Bluetooth”和
“哈佛鼠”即是实例。即使某发明创造在所有国家都被授予专利，某商标在所有国家都
被核准注册，权利人也是在各国分别享有相互独立的专利权和注册商标权，即美国专
利、美国注册商标、中国专利、中国注册商标。瑓瑠 同时，对于相同的发明创造或注册商标，
在不同国家还可能由不同民事主体享有权利。例如，著名的“耐克”( NIKE) 商标，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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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瑧

瑒瑨

瑒瑩

瑓瑠

对美国的“哈佛鼠”专利，可参见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在认定“哈佛鼠”不应在加拿大被授予专利的判决中的相关陈
述。See Commissioner of Patents v．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2002 SCC 76．
See G． H． C． Bodenhausen，Guide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at 62
( WIPO Publication，2007) ．
Id．，88．
对此李双元教授从国际私法角度指出: “同一个发明，虽然可以在不同国家申请几个专利权，但每一个专利权都只能
在它取得的国家的领域内有效，从而其准据法当然只能是各该专利权授予国家的法律。这也是知识产权法律适用
上的严格的‘属地主义’特点。”前引瑑瑦李双元书，第 496 页。



班牙就是由某西班牙公司注册的，与美国耐克公司无关。瑓瑡 当然，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为
跨国专利申请或商标注册提供了便利，如《巴黎公约》对于缔约国国民的跨国专利申请
规定的国际优先权制度。瑓瑢 同时，国际知识产权条约规定的“国民待遇”原则也保证了
缔约国国民在其他缔约国申请专利或商标注册时，能够享受与该国国民相同的待遇。瑓瑣

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缔约国的国民在本国被授予专利权或被核准商标注册，就可以在
其他缔约国自动获得专利权或注册商标权。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个别地区出现了削弱知识产权地
域性的现象。如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国签订《比荷卢经济联盟商标公约》后，瑓瑤经比
荷卢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就可在三国都获得保护。然而，这只是例外情形，并非常
态。有观点认为“突破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限制和各国立法规定不同所带来的障
碍，已成为大势所趋”，瑓瑥这恐与现实不符。即使是大力支持保留《公约》草案中知识产
权条款的欧盟代表团，也表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不应以任何方式被未来的条约所改变
或受其影响”。瑓瑦

(三)承认和执行“有效性、归属与存续”判决的法律效果:采“实体性影响解释”的
后果

承认和执行以知识产权有效性、归属与存续为诉争对象的外国法院判决会产生何
种法律效果?瑓瑧 对此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其中一种解释是:由于原审国法院已经认定某
项知识产权在原审国有效，或归属于某一民事主体，或在该国存续，则该项知识产权在
被请求国也有效，也归属于同一主体，在被请求国也存续。由于它会导致外国法院的相
关判决对被请求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产生实体性影响，笔者将其称为“实体性影响解释”。
这种解释与上文论述的知识产权地域性的基本法理是相违背的。一旦《公约》草案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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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瑡

瑓瑢

瑓瑣

瑓瑤

瑓瑥

瑓瑦

瑓瑧

在我国发生的涉及“耐克”商标的定牌加工案判决书中，法院也确认了此事，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1 )
深中法知产初字第 55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巴黎公约》第 4 条。
参见《巴黎公约》第 2 条。
该公约现已被2005 年签订的《比荷卢知识产权公约( 商标与外观设计) 》所取代，See Benelux Convention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 Trademarks and Designs) ，at http: / /www． wipo． int /wipolex /en /other_treaties / text． jsp? file_id = 181302 ( Last
visited on Feb 2，2017) ．
徐冬根、王国华、萧凯:《国际私法》，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8-99 页。
European Union，Discussion Document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Future Hague Judgments Convention
with Ｒegard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Ｒights，at 2，at https: / / assets． hcch． net /docs /a8e770fc-30b8-4df1-9a79-5e44249d8d70．
pdf ( Last visited on Sep 30，2017) ．
根据《公约》草案的一份解释报告，所谓“承认”，是指对于原审国法院确定的法律权利和义务，被请求国的法院给予
其效力。如当原审国法院认定原告享有某项权利时，被请求国的法院对此予以接受，并视该权利存在; “执行”则意
味着由被请求国的法院适用法律程序，以确保义务人遵守原审国法院的判决。但“承认”并不意味着必然有“执行”。
Supra note 26，20．严格地说，以知识产权有效性、归属与存续为诉争对象的外国法院判决只能被“承认”，无法被“执
行”。但由于涉及知识产权有效性、归属与存续判决的条款在《公约》草案中属于第 5 条“承认和执行的基础”，下文
也不再区分，均称为“承认和执行”。



承认和执行以知识产权有效性、归属与存续为诉争对象的外国法院判决的条款获得通
过，我国加入《公约》并采用这种解释，就会对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产生较大的负面
影响。

首先，“实体性影响解释”会架空国际知识产权条约。如上文所述，国际知识产权条
约均以地域性为基础，没有创造出所谓的“世界知识产权”。源于《伯尔尼公约》成员国
的各项成果，只有符合《伯尔尼公约》规定的条件才能作为作品在其他成员国获得保护。
对于在《巴黎公约》某一成员国被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和被核准注册的商标，如果权
利人没有向其他成员国申请并获得授权或核准注册，在后一成员国就不能享有专利权
和注册商标权。要求一个国家根据他国法院作出的某项知识产权有效性判决，承认该
知识产权在本国也有效，势必与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规定发生冲突。

以上文提及的“哈佛鼠”为例，由于我国《专利法》将动物品种排除出授予专利权的
范围，“哈佛鼠”在中国无法获得专利。这一结果并不违反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因为《与
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简称 TＲIPs协定) 规定:各成员国可以拒绝对除微生物之外
的动物授予专利权。瑓瑨 但如果《公约》草案通过后生效且我国批准加入，并对承认和执
行美国法院有关“哈佛鼠”专利有效的判决采取“实体性影响解释”，则中国必须依《公
约》承认“哈佛鼠”专利在我国有效。这就意味着“哈佛鼠”的发明人在没有向我国主管
机关申请专利并获得授权的情况下，仅因美国法院的判决就能够在我国享有专利权并
获得保护。试问:如此，《巴黎公约》中有关“在不同国家就同一发明取得的专利相互独
立”的规定还有何意义? TＲIPs协定有关“各成员国可以拒绝对除微生物之外的动物授
予专利权”的规定还有何意义?

同样，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也没有创造出所谓的“世界知识产权保护”。以版权保护
期为例，《伯尔尼公约》只规定成员国应对源于其他成员国的作品给予作者有生之年加
50 年的保护期，瑓瑩如果成员国自愿提供更长时间的保护，《伯尔尼公约》当然不予干涉。瑔瑠

假设某一成员国提供了更长的保护期，该国法院判决某一作品的版权在该国尚未超过
保护期，但在另一成员国已超过其本国立法规定的、符合《伯尔尼公约》要求的保护期，
则如果认为“后一成员国承认和执行前一成员国有关版权仍然存续的判决，意味着该作
品的版权在后一成员国也存续”，就等同于架空了《伯尔尼公约》对保护期的规定。

其次，“实体性影响解释”会导致与我国立法相冲突的后果。正是由于知识产权具
有地域性，依外国法产生的知识产权才不会在中国自动生效。只有在该国与我国共同
参加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或签订了双边协定，或者是我国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
况下，该国国民的作品才有可能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受到保护，该国国民才有资格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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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瑨

瑓瑩

瑔瑠

TＲIPs协定第 27 条第 3 款( a) 项。
参见《伯尔尼公约》第 7 条第 1 款。
《伯尔尼公约》第 7 条第 6 款对此规定:本同盟成员国有权给予比前述各款规定更长的保护期。



国就其发明创造申请专利，就其商标申请注册。以商标为例，《商标法》第 17 条规定:
“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申请商标注册的，应当按其所属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的
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办理，或者按对等原则办理”;《商标法》第 21 条规定，商标
国际注册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确立的制度。《商标法实
施条例》第 34 条规定，外国人进行的商标国际注册，包括“指定中国的领土延伸申请”。
可见，《商标法》规定了外国人在中国申请商标注册的条件。对于一个在外国有效的注
册商标，如果注册人没有向中国申请注册并被核准注册，在中国就不可能产生注册商标
权。如果我国承认一个外国法院有关某注册商标在该国有效的判决，并采用上述“实体
性影响解释”，就等于认定该注册商标在我国也有效。这就违反了《商标法》的上述规
定，从而使要求外国人在我国进行商标注册，或者根据国际条约指定中国的领土延伸申
请的规定变得毫无意义。

再如，在版权归属方面，各国立法的差异极大。以电影作品为例，我国《著作权法》
第 15 条规定，电影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于制片者，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只
对电影作品享有署名权，不再享有其他著作权。这意味着如果电影被盗版，只有制片者
才有资格提起诉讼，编剧、导演等电影作品的合作作者无权起诉。瑔瑡 但英国《版权、外观
设计与专利法》规定，电影作品的版权原始归属于制片者和主要导演，瑔瑢英国法院当然也
会对电影作品的原始版权归属作出相同的认定。但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8 条规定: “知识产权的归属和内容，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律。”这就意味着英国的电影
在我国遭遇侵权而在我国发生诉讼时，只有制片者才能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如果我国
承认了英国法院有关电影作品的版权归属于制片者和主要导演的判决，并采用上述“实
体性影响解释”，那么该主要导演可以据此在我国对相关电影作品享有著作权，并有资
格起诉侵权人，这等同于完全否定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

同样，在版权存续方面，发达国家规定的版权保护期长于我国。根据我国《著作权
法》第 21 条的规定，自然人作品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死亡后 50 年，法人
作品、特殊职务作品和电影作品的著作财产权保护期为作品首次发表后 50 年。发达国
家则普遍将自然人作品的财产权保护期定为作者终生及死亡后 70 年。美国《版权法》
还将职务作品( works made for hire，此类作品视雇主为作者) 的保护期定为首次出版后
95 年。瑔瑣 这就导致一些在我国已超过保护期，即版权不再存续的作品，在发达国家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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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瑡

瑔瑢

瑔瑣

例如，某音像出版社未经许可发行了黄梅戏电影《天仙配》的光盘，电影中黄梅戏唱腔设计者严凤英( 已去世) 的继承
人起诉该音像出版社侵权。法院认为《天仙配》属于电影作品，即使严凤英在该片中的唱腔设计因具有独创性而形
成了作品，但由于电影作品的整体著作权属于制片人，当发生电影作品著作权被侵权的情形时，也只能由制片人作
为著作权人对外主张权利。电影作品的作者无权向该侵权人主张权利。法院因此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参见广
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2006) 深南法知初字第 10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9 ) 深中法民
三终字第 86 号民事判决书。
Supra note 27，Sec． 9( 2) ( ab) ，10( 1A) ，11( 1) ．
See 17 USC 302( c) ．



处于保护期内，即版权仍然存续。如果美国法院认定迪士尼公司 1950 年出品的某部电
影在美国的版权未过保护期，而我国法院予以承认和执行的后果是该电影在我国也受
版权保护，就会与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 符合《伯尔尼公约》的要求) 产生严重冲突。

再次，“实体性影响解释”可能损害我国的司法主权。如上文所述，知识产权有效性
问题，实际上就是对某一客体能否产生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权利的问题。有的客体( 如
上文提及的动物新品种) 已被我国知识产权法明文排除出保护范围，有的客体( 如上文
提及的时装、鞋子和内衣等) 并未被规定在知识产权法中，在我国当然无所谓权利的有
效性问题。在另一些情况下，是否存在有效的知识产权需要法院对法律进行适当的解
释，并对相关事实作出判断，而不同国家的法院面对相同的案情，可能对权利有效性得
出不同的结论。例如，荷兰与我国的著作权法对于作品的规定并无实质区别，瑔瑤但荷兰
高等法院认定独创的香水气味应作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兰蔻公司对该香水气
味享有有效的著作权，瑔瑥这在我国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我国承认荷兰法院有关对香水气
味可享有著作权的判决，进而认定该香水气味在我国也能产生有效著作权，就等于剥夺
了我国法院对我国《著作权法》进行解释和适用的权力。

最后，“实体性影响解释”还会导致我国保护外国人的义务被极大地扩张。我国在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虽然已取得重大进展，建立了符合国际通行规则、门类比较齐全的法
律法规体系。瑔瑦 但与有 300 多年知识产权保护历史的发达国家相比，毕竟起步较晚，体
现之一就在于:可在我国受到保护的知识产权类型尽管符合我国所参加的国际知识产
权条约的要求，但仍然少于一些发达国家( 上文提及的动物品种就是一个实例) 。同时，
保护期也比发达国家规定得短。对于一个发达国家法院作出的某项专利权或注册商标
权在该国有效，或某作品的版权仍然存续的判决，我国在予以承认后，如果也必须认同
该项专利权或注册商标权在我国有效，或该作品的版权在我国也应存续，势必会大大扩
张我国保护外国人知识产权的范围，且远超出我国根据所参加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应
承担的义务范围。

更为严重的是，TＲIPs协定规定了最惠国待遇。据此，除非属于例外情形，在知识产
权保护方面，我国对某成员国国民给予的任何利益、优惠、特权或豁免，应立即无条件地
给予所有其他成员国国民。瑔瑧 以上文所述的“荷兰香水气味案”为例，如果因我国承认
荷兰法院有关香水气味能产生有效著作权的判决，而认为香水气味在我国也能产生有
效著作权，则对于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国民独创的香水气味，我国都应承认其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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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2 条、荷兰《著作权法》第 10 条。
HＲ，June 16，2006，LJN AU8940，Kecofa /Lancme，转引自 Kamiel Koelman，Copyright in the Courts: Perfume as Artistic
Expression? 5 WIPO Magazine． 2． 2 ( 2006 ) ，at http: / /www． wipo． int /export / sites /www /wipo_magazine /en /pdf /2006 /
wipo_pub_121_2006_05． pdf ( Last visited on Aug 3，2010) ．
参见《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新进展》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05 年 4 月 21 日发布。
参见 TＲIPs协定第 4 条。



生有效著作权并加以保护。同时，由于国际版权条约只涉及如何对源于其他成员国的
作品提供保护，并不为成员国如何保护源于本国的作品设定标准，瑔瑨我国国民根据我国
《著作权法》的规定，并不能对其独创的香水气味享有著作权，瑔瑩由此将形成“超国民待
遇”，瑖瑠该结果显然是极不合理的。

与此同时，由于我国保护的知识产权类型少于部分发达国家，即使发达国家也根据
我国法院认定某项知识产权在我国有效的判决承认该项知识产权在其本国也有效，也
仍然会产生不对等的结果。例如，欧盟要求各成员国都为艺术作品的作者规定“追续
权”，即对于艺术作品的原件或稀有复制件在首次出售之后的转售，作者有权按转售价
格的法定比例获得报酬，瑖瑡但《伯尔尼公约》并未将“追续权”规定为成员国必须保护的
权利，瑖瑢我国《著作权法》也未作规定。当德国法院判决某德国艺术家对某画作的“追续
权”有效时，如果我国承认该判决的法律效果，就是认可德国艺术家的此项“追续权”在
我国有效，则意味着该画作在中国转售时应向德国艺术家支付报酬。但由于我国未规
定“追续权”，我国法院不可能作出有关中国某艺术家在我国享有有效“追续权”的判
决，德国法院自然也没有予以承认的可能。

这种差异在版权保护期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我国参加的国际版权条约并不
要求对版权保护期采用对等待遇或国民待遇，相反，《伯尔尼公约》第 7 条第 8 款明确规
定: “无论如何，期限将由被要求给予保护的国家的法律加以规定;但是，除该国家的法
律另有规定者外，这种期限不得超过作品起源国规定的期限。”目前发达国家对自然人
作品的版权保护期普遍为作者有生之年加 70 年。假设某发达国家法院判决: 因距源于
该国的某作品的作者去世时间为 60 年，其版权在该国仍然存续。如果采用“实体性影
响解释”，则中国法院承认和执行该判决的法律效果将是该作品的版权在中国也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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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著名版权法学者、德国马普知识产权研究所的莱温斯基博士对此指出:双边条约和《伯尔尼公约》的基本目标都
是对源于成员国的外国作品提供保护。See Silke von Lewinski，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 and Policy，at 99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
《伯尔尼公约》第 5 条第 3 款对此明确规定: “在来源国的保护，由该国法律规定。”
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当一个国家参加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要求给予其他成员国国民的最低保护水平，高于该国立
法为本国国民提供的保护水平时，由于该国必须按照国际条约保护其他成员国国民，同时又只按照本国立法保护本
国国民，就发生给予外国人的待遇优于本国人的情况，即“超国民待遇”。我国于 1992 年加入《伯尔尼公约》后，必须
按照公约的要求保护源于其他成员国的作品，但 1990 年《著作权法》提供的保护水平尚未达到《伯尔尼公约》的要
求。为此，国务院颁布了《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对于外国作品提供了 1990 年《著作权法》尚未规定的保护。
如该《规定》第 6 条对外国实用艺术作品加以保护，而 1990 年《著作权法》尚未对实用艺术作品提供保护，从而形成
了“超国民待遇”。随着 2001 年《著作权法》的修改，《著作权法》对本国作品已按照《伯尔尼公约》的标准提供保护，
“超国民待遇”现象基本被消除。
See Directive 2001 /84 /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7 September 2001 on the Ｒesale Ｒigh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Author of an Original Work of Art，art． 1，2，3．
《伯尔尼公约》第 14 条对追续权的规定与其他权利完全不同，不仅不要求成员国必须规定追续权，而且对于自愿规
定了追续权的国家，不要求实行国民待遇，即不要求对源于其他成员国的作品也给予追续权的保护，而是采取互惠
原则，只有在对方国家也给予追续权的保护时，才在相同范围内保护对方国民的追续权。See WIPO，Guide to the
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 Paris Act，1971) ，at 90-91 ( WIPO Publication，1978) ．



但《伯尔尼公约》只要求对源于其他成员国的作品提供作者有生之年加 50 年的保护
期，瑖瑣我国《著作权法》也只规定了作者有生之年加 50 年的保护期。由于其他国家没有
义务对源自中国的作品提供超过《伯尔尼公约》要求的保护期，中国的自然人作品在发
达国家能够享受的保护期仍然只是作者有生之年加 50 年，而不是作者有生之年加 70
年。显然，这样的结果势必导致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相互承认知识产权有效性及存续方
面的不平衡。

由此可见，如果承认和执行原审国法院有关知识产权有效性、归属和存续判决的效
果是“直接将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拓展至被请求国，并在被请求国具有相同的权利归属和
保护期”，那么这不仅违反法理，也会给我国造成一系列不利影响。此种解释显然是不
可取的。

(四)承认和执行“有效性、归属与存续”判决的法律效果:采“程序性影响解释”的
后果

对外国法院以知识产权有效性、归属和存续为诉争对象的判决进行承认和执行的
法律效果，还可采取另一种解释，即: 当原审国法院判决某知识产权在原审国有效、归属
于某一民事主体或在该国存续时，该项知识产权在被请求国并不当然有效，并不当然归
属于同一主体，同时也并不当然存续。该项知识产权在被请求国是否有效，权利归属于
哪一民事主体或是否存续，仍然应当按照被请求国的法律确定。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
的唯一效果，就是认同该项知识产权在原审国有效、归属于某一民事主体或在该国存
续。这种解释不会导致外国的相关判决对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产生任何实体性影
响，对该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只相当于走完了一道认同该判决在原审国效力的程序，因
此笔者将其称为“程序性影响解释”。

以“哈佛鼠”专利为例，如果采用“程序性影响解释”，对于美国法院有关“哈佛鼠”
专利有效的判决，我国法院对该判决的承认并不会导致“哈佛鼠”在我国产生专利权，只
意味着我国认可“哈佛鼠”专利在美国有效。同样，承认英国法院作出的某部电影在英
国的版权归属于某制片者和某导演的判决，只意味着认可该判决在英国的效力;承认美
国法院有关迪士尼 1950 年出品的某部电影在美国的版权仍然存续的判决( 该电影在美
国的保护期为首次出版后 95 年) ，不会影响该部电影的保护期在中国已经届满、版权不
再存续的事实。根据这一解释，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得以维系，也不会导致架空国际知识
产权条约、与我国法律冲突、损害我国司法主权以及扩张对外国人的保护的后果。

问题在于，这样的解释意义何在? 即使没有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国际条约，
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决定给予本国国民对何种客体以知识产权保护( 即产生有效的知识
产权) ，其权利归属于谁，保护期为多长，也均属于各国主权范围之事，他国无权干涉。
即便涉及到外国国民，该国给予的保护水平只要不低于其参加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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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瑣 参见《伯尔尼公约》第 7 条第 1 款。



求的最低标准，并实行国民待遇即可。同时，基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本国赋予的知识
产权在外国并不产生效力，与外国原本就不发生关系，又何需外国的承认和执行呢? 在
“哈佛鼠”专利有效性的判决的假想例中，如果不承认“哈佛鼠”在我国受专利保护，但
承认“哈佛鼠”专利在美国有效，该后果对于“哈佛鼠”的专利权人而言，唯一的意义是
重申了专利权的地域性———“哈佛鼠”专利仅在美国有效，并没有给其带来任何额外的
利益。因为中国并不保护“哈佛鼠”的美国专利，如果有人未经许可在中国培育和使用
具有相同技术特征的“哈佛鼠”，“哈佛鼠”的美国专利权人不能以美国法院有关“哈佛
鼠”专利有效性的判决应在中国获得承认和执行为由，要求中国法院认定在中国未经许
可培育和使用“哈佛鼠”的行为构成专利侵权。如此一来，要求承认外国法院作出的以
知识产权有效性、归属和存续为诉争对象的判决并无意义，而对这些判决的“执行”则更
是无从谈起。

需要指出的是，在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于 2005 年制定的《选择法院协议公约》( 涉及
承认和执行根据选择法院协议作出的判决) 中，对有关版权有效性的判决采取的实际上
就是“程序性影响解释”。该公约区分了有关版权有效性的判决与有关专利权、注册商
标权等其他知识产权有效性的判决。对于前者，将当事人通过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指
定的缔约国法院作出的判决纳入承认和执行的范围;对于后者，则排除出承认和执行的
范围。瑖瑤 这可能是因为该公约的起草者认为专利权和注册商标权需要授权或注册才能
产生，因此授权国或注册国有专属管辖权，瑖瑥而版权是自动产生的，且根据《伯尔尼公
约》，大量作品在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受保护，因此当事人可以就版权的有效性纠纷( 确权
纠纷) 选择法院进行管辖。然而，对该公约的解释报告指出:虽然公约完全适用于有关
版权的纠纷，但对版权有效性判决的执行只针对受选择法院协议约束的当事人，即判决
不具有对世效力，不能约束其他人。瑖瑦 这一观点很可能影响了《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
判决公约》的起草者。

笔者认为，该解释报告意识到了应当避免采用“实体性影响解释”，以免造成违反地
域性法理的后果，但也不愿承认采用“程序性影响解释”会造成承认和执行有效性判决
丧失意义的局面，因此另辟蹊径，提出对版权有效性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仅具有针对当事
人的法律效果。但这一观点将确权判决的普适性与合同相对性混为一谈，是不能成立
的。当事人签订的选择法院协议，当然只能约束当事人。然而，当某一法院因该协议具
有管辖权，并对确权之诉作出了某一当事人享有有效版权的判决后，该判决在法院所在
法域内的效力却当然是普适的。这是因为版权本身就是法定权利，不可能由当事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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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ra note 4，art． 2( 2) ( n) ．
See Masato Dogauchi ＆ Trevor C． Hartley，Explanatory Ｒeport on Preliminary Draft Convention on Exclusive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 2004) ，at 11，at https: / / assets． hcch． net /upload /wop / jdgm_pd25e． pdf ( Last visited on Jan 12，2017) ．
Supra note 23．



间的协议创设，有效的版权具有对世效力，该法域内的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
当被请求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原审国法院在确权纠纷中作出的涉案版权有效的判决时，
只可能采用“实体性影响解释”———该版权在被请求国也有效，或者“程序性影响解
释”———该版权在被请求国未必有效、被请求国只认同该判决在原审国有效，并无第三
条道路可走。

(五)对以“有效性、归属与存续”为诉争对象的判决不应予以承认和执行
由此可见，如果一项纠纷的诉争对象就是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归属或存续，也就是

常见的确权之诉和权属之诉，对法院判决进行承认和执行，无论采取“实体性影响解释”
还是“程序性影响解释”都会导致不合理的后果，都是不可取的。在《选择法院协议公
约》的讨论过程中，曾出现过将任何以知识产权的有效性为诉争对象的诉讼排除出该公
约适用范围的观点，瑖瑧虽然最终未被采纳，但值得借鉴。因此，我国应在谈判中主张将此
类判决排除出承认和执行的范围。

上述结论并不意味着《公约》在规定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义务时，必须完全
排除知识产权有效性、归属及存续问题。如前文所述，法院对这些问题的认定往往是解
决合同、侵权等其他民商事纠纷的先决条件。假设某美国公司将其作品在美国许可给
某中国公司使用，后因中国公司拒付许可费而在美国起诉中国公司，称其行为构成违约
和侵权，中国公司则以该作品系抄袭公有领域作品、不受美国《版权法》保护，或其版权
归属于他人，或版权已超过保护期为由进行抗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公司是否对涉案
作品享有有效的、尚在保护期内的版权，就是认定中国公司是否违约和侵权的前提。如
果美国法院认定该美国公司享有有效版权且版权依然存续，并判决中国公司违约和侵
权，应承担法律责任，则中国法院如要承认和执行该判决( 如执行该中国公司在中国的
财产) ，就势必需要一并承认该判决中对版权有效性、归属和存续问题的认定。

对于我国是否应当在谈判中支持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有关知识产权侵权判决的条
款，下文会有分析。此处只是指出，《公约》应采取的适当做法是:要求在承认和执行侵
权、违约等其他民商事判决时，在符合《公约》其他规定的前提下，同时承认在同一判决
中法院为解决先决问题而对知识产权有效性、归属或存续所作出的认定。而不能像目
前的草案一样，直接将以知识产权有效性、归属或存续作为诉争对象的确权纠纷或权属
纠纷的判决作为承认和执行的对象。

如果《公约》仅将以知识产权有效性、归属及存续作为先决问题解决的判决在一定
条件下纳入承认和执行的范围，同时将以知识产权有效性、归属及存续作为诉争对象的
判决排除出承认和执行的范围，则上文指出的对现行《公约》草案采用“实体性影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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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瑧 See Ｒ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Informal Working Group on The Judgments Project，In Particular on the Preliminary Text
Achieved at Its Third Meeting ( 25-28 March 2003) ，at 13，at https: / / assets． hcch． net /upload /wop / jdgm_pd22e． pdf ( Last
visited on Jan 12，2017) ．



释”或“程序性影响解释”所导致的问题，都将不复存在。这是因为判决中对知识产权
有效性、归属及存续的认定，只是解决违约、侵权等其他民商事纠纷的先决条件，源于特
定当事人之间的民商事纠纷。被请求国法院需要承认和执行的并不是有关确权纠纷或
权属纠纷的判决，而只是有关违约、侵权等其他民商事纠纷的判决。换言之，这是在承
认和执行民商事判决时，对作为先决问题的知识产权有效性、归属及存续的认定采用了
“程序性影响解释”，而此种解释对于民商事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具有实际意义。

依然以上述美国公司起诉中国公司违约和侵权为例，由于该案中版权的有效性、归
属和存续仅是认定中国公司违约和侵权的先决问题，因此即使我国承认和执行要求中
国公司承担违约和侵权责任的判决，基于这些先决问题对具体纠纷的依附性，也不可能
产生承认涉案版权在中国有效、在中国归属于美国公司或在中国依然存续的法律效果，
因此并不违反地域性的基本法理。

实际上，《公约》草案已经对于涉及先决问题的判决作出了规定。其第 2 条第 2 款
规定: “当公约不适用的事项仅作为诉讼中的一个先决问题，而不是作为诉讼的对象出
现时，由此产生的判决并不能被排除出公约适用的范围。特别是当该事项仅因抗辩而
产生时，只要该事项并不是诉讼的对象，不能将判决排除出公约适用的范围”。在此基
础上，将以知识产权有效性、归属及存续为诉争对象的判决排除出承认和执行的范围，
不会影响上述假想例中我国法院对以知识产权有效性、归属及存续为先决问题的违约
或侵权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对有关版权之外的其他知识产权有效性纠纷的法院选择协议

采用的也是类似方法，该公约一方面将涉及此类纠纷的法院选择协议排除出公约适用
的范围，瑖瑨另一方面又在“但书”中规定，如果此类纠纷仅作为先决问题出现，特别是当
作为抗辩事由出现时，只要其并不是诉讼对象，该诉讼就不能被排除出公约适用的范
围。瑖瑩 对该公约的解释性报告指出:如果许可人因版权之外的知识产权许可费纠纷起诉
被许可人，而被许可人以相关知识产权无效作为抗辩，同时知识产权有效是支付许可费
义务存在的前提，审理许可费纠纷的法官必须就有效性问题先作出判断。在这种情况
下，不能认为本公约不再适用于该许可费纠纷。但是，涉及相关知识产权有效性的初步
裁决本身并不能根据公约获得承认。瑘瑠 这种区分“诉讼中的先决问题”和“诉争对象”的
机制，完全可用于《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瑘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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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瑨

瑖瑩

瑘瑠

瑘瑡

Supra note 4，art． 2( 2) ( n) ．
Supra note 4，art． 2( 3) ．
Supra note 23，37 \［797 \］ ．
需要说明的是，《选择法院协议公约》没有将以版权有效性为诉争对象( 确权之诉) 的纠纷排除出适用范围，基于前文
所述原因，笔者并不赞同这一点。



三、《公约》草案有关要求承认和执行
知识产权侵权判决的规定对我国的影响

《公约》草案的备选条款要求缔约国承认和执行的有关知识产权侵权的外国判决在
范围上十分广泛，既包括由授权地或注册地的法院作出的认定侵害专利权和注册商标
权等经授权或注册产生的知识产权的判决，也包括由寻求保护地的法院作出的认定侵
害版权、未注册商标权和未注册外观设计权的判决。瑘瑢

由于《公约》仅涉及民商事领域，因此要求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有关知识产
权侵权的判决，当然也只涉及民事侵权和相关的民事责任。承认和执行有关知识产权
侵权的判决，与承认和执行以知识产权有效性、归属和存续为诉争对象的判决相比，在
法律效果上有所区别。后者都是针对权利状态本身的，具有超越个案的效果。当法院
判决某项知识产权有效，或权利归属于某民事主体，或其权利至特定年份才会超过保护
期时，除非出现新的证据或事实，该结论会一直有效。如上文所述，如果我国对承认和
执行此类判决的法律效果采用“实体性影响解释”，将会违反地域性的基本法理，与我国
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产生直接冲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知识产权侵权判决是针对特
定行为的，只具有个案效果。对涉及同一成果的不同行为，法院可在是否构成侵权方面
作出不同判决。假设荷兰法院判决某中国公司在荷兰未经许可制造和出售具有特定气
味的香水侵害了兰蔻公司对香水气味的著作权，兰蔻公司在我国请求承认该判决，并执
行该中国公司在中国的财产，则即使我国承认和执行该判决，也并不意味着我国认同香
水的气味在我国受《著作权法》保护，以及相同的行为在我国构成侵权。因此，对外国法
院有关知识产权侵权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并不会导致对地域性法理的违反。

(一)我国和外国相互承认和执行知识产权侵权判决的情形
既然如此，我国对《公约》草案中有关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知识产权侵权判决的条

款应持何种立场呢? 笔者认为，这取决于该条款对我国利益影响的实际考量。在中国
和外国之间，对有关知识产权侵权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大致涉及以下几方面: 1．中外当事
人之间在外国发生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因败诉方在中国有财产，需要在我国承认和执行
外国法院作出的侵权判决; 2．中外当事人之间在中国发生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因败诉方
在外国有财产，需要在该国承认和执行我国法院作出的侵权判决; 3．外国当事人之间在
外国发生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因败诉方在中国有财产，需要在我国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
作出的侵权判决; 4．外国当事人之间在中国发生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因败诉方在外国有
财产，需要在该国承认和执行我国法院作出的侵权判决; 5．中国当事人之间在外国发生
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因败诉方在中国有财产，需要在我国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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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瑢 Supra note 7，art． 5． 3( a) ( b) ．



权判决; 6．中国当事人之间在中国发生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因败诉方在外国有财产，需
要在该国承认和执行我国法院作出的侵权判决。( 如下表所示)

表: 中国和外国相互承认和执行知识产权侵权判决的情形

纠纷类型

判决地执行地
中外当事人之间 外国当事人之间 中国当事人之间

中国 外国 外国

外国 中国 中国

在这六类纠纷中，可能对我国利益产生较大影响的显然是前两类，因为只有前两类
涉及中外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产生了中外之间的利益比较。对于第一类纠纷，即中外当
事人在外国发生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因侵害的是在该国受保护的知识产权，且请求执
行败诉方在中国的财产，相关纠纷多为中方当事人被控侵害外方当事人( 多为原审国国
民) 且中方当事人败诉。对于第二类纠纷，即中外当事人在中国发生的知识产权侵权纠
纷，因侵害的是在我国受保护的知识产权，且请求执行败诉方在外国的财产，相关纠纷
多为外方当事人被控侵害中方当事人( 多为我国国民) 且败诉。这样一来，这两类纠纷
可以分别被简化为: 1．中国人在外国被判侵害了外国人的知识产权，被请求执行其在中
国的财产; 2．外国人在中国被判侵害了中国人的知识产权，被请求执行其在外国的财
产。如果这两类纠纷的发生几率和数量基本平衡，被请求执行的败诉方的财产数额也
基本相当，则要求承认和执行有关知识产权侵权判决的条款并不会给我国带来太大的
影响。然而，现实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二)承认和执行外国知识产权侵权判决可能导致利益失衡
我国虽然已是知识产权大国，却尚未成为知识产权强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

在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客体数量、保护水平以及国民的知识产权意识等方面均处于劣势。
承认和执行外国知识产权侵权判决可能导致利益失衡。

如前文所述，我国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客体数量少于发达国家，许多在发达国家受到
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成果，如转基因动物品种、无独创性数据库等，在我国并不受知识产
权法的保护。瑘瑣 这就导致在一些发达国家可构成知识产权侵权的行为，如未经许可培育
和使用已获得专利权的“哈佛鼠”，在我国不可能被认定为侵权行为。这意味着在发生
侵权的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国人在外国被判侵害外国知识产权的可能性，较外国
人在中国被判侵害中国知识产权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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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瑣 1996 年的《欧共体数据库指令》要求成员国对无独创性数据库( 无法作为汇编作品受到保护) 提供保护。德国等欧
盟成员国为实施《欧共体数据库指令》，给予无独创性数据库以邻接权保护，参见《德国著作权法》第 87 条 a款至 87
条 e款，at https: / /www． gesetze-im-internet． de /englisch_urhg /englisch_urhg． html ( Last visited on Sep 10，2014) ．



与此同时，我国对知识产权采取了与现实国情相适应的保护水平，总体低于发达国
家，如上文提及的对著作权的保护期就短于发达国家。此外，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高
水平保护还突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认定侵权的门槛更低。例如，个人从网络中
下载盗版电影和音乐在我国非常普遍，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为个人……欣赏，使用他
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不构成侵权。瑘瑤 但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个人从明显非法
来源下载作品并非合理使用，而是侵权; 瑘瑥二是侵权赔偿数额较高。以美国为例，美国
《版权法》规定，如权利人选择要求获得法定赔偿，则法院应就每部作品在 750 美元至 3
万美元之间确定赔偿金额。如果版权人能够证明被告的行为系故意侵权，则每部作品
的法定赔偿金最高可至 15 万美元，瑘瑦如构成对多部作品的版权侵权，则对每部作品的赔
偿金额都应按此计算，赔偿总额就可能非常之高，远超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法定赔偿
的上限———50 万元人民币。瑘瑧 一名美国用户就曾经因利用 P2P 软件下载和分享 24 首
歌曲而被陪审团裁定赔偿 22 万美元。瑘瑨 美国商标法规定，在每类商品或服务上使用的
每个涉案仿冒商标的法定赔偿金额最高为 20 万美元，如果为故意侵权，则提高至 200
万美元。瑘瑩

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规定中，对故意侵权适用的法定赔偿金包含了惩罚性的因
素，即惩罚性赔偿。《公约》草案对此明确规定:对于那些对当事人的实际损失或其他损
害不具有补偿性质的赔偿，包括惩罚性赔偿，可以拒绝予以承认和执行。瑝瑠 因此，对于明
显属于惩罚性而非补偿性的赔偿，不在《公约》草案要求予以承认和执行的范围之内。
例如，美国《专利法》规定，在未使用陪审团裁定赔偿金额的情况下，法院可以视情况将
赔偿金额提高至 3 倍，瑝瑡这就属于典型的惩罚性赔偿。而且由于“3 倍”是以补偿性的赔
偿金额为基准计算的，很容易区分补偿性部分和惩罚性部分。即使未来根据《公约》承
认和执行美国法院有关专利侵权的判决时，也可以将惩罚性的赔偿金额排除在外。

但即便如此，也不意味着我国与发达国家相互承认和执行知识产权侵权判决就不
会导致利益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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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瑤

瑘瑥

瑘瑦

瑘瑧

瑘瑨

瑘瑩

瑝瑠

瑝瑡

参见《著作权法》第 22 条第 1 款。
在美国著名的 Napster案中，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认定:为个人欣赏目的下载音乐的行为不属于“合理使用”，
而是构成对复制权的侵权。See A＆M Ｒecords，Inc v． Napster，239 F． 3d 1004，1014-1017 ( 9th Cir． 2001) ．类似的典型
案例参见 In Ｒe: Aimster Copyright Litigation，252 F． Supp． 2d 634，648 ( N． D． Ill． 2002 ) ; 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v． Grokster，259 F． Supp． 2d 1029，1034 ( C． D． Cal． 2003) ，BMG Music v． Cecilia Gonzalez，430 F． 3d 888 ( 7th
Cir．，2005) ．《日本著作权法》甚至将特定的未经许可实施的私人复制行为定为刑事犯罪，更不用说可构成民事侵权
了，参见《日本著作权法》第 119 条。
See 17 USC 504( c) ( 1) ，( 2) ．
参见《著作权法》第 49 条第 2 款。
该案为著名的“唱片公司诉 Jammie Thomas 案”，See Capitol Ｒecords，Inc． v． Thomas-Ｒasset，692 F． 3d 899 ( 8th Cir．
2012) ．
15 USC 1117( c) ( 1) ，( 2) ．
Supra note 7，art． 10( 1) ．
See 35 USC 284．



一方面，有时判决书在计算法定赔偿金时并不明确区分哪一部分属于补偿性赔偿，
哪一部分属于惩罚性赔偿。以美国案例为例，在一起涉及通过 P2P 软件分享音乐作品
的版权侵权诉讼中，法院指示陪审团在确定法定赔偿金时应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被
告的目的，被告侵权所得利润，原告实际损失，版权作品的价值，侵权行为持续时间，被
告在接到通知或明知作品存在版权的情况下是否继续侵权，以及威慑被告和其他潜在
侵权者的必要性”。瑝瑢 显然，它们既包括“原告实际损失”“被告违法所得”等与补偿性赔
偿有关虑的因素，也包括“明知”等与惩罚性赔偿有关的因素。陪审团据此认定:被告未
经许可分享 30 首歌曲属于恶意侵权，应为每部作品支付 22500 美元，总计 675000 美元
的法定赔偿金，但是没有分别指出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的具体金额。法院甚至强
调: “法定赔偿与惩罚性赔偿不同，具有补偿和惩罚的双重目的”，瑝瑣这就使人无从区分
在总计 67 万多美元的赔偿金额中，究竟有多少是补偿性赔偿。

另一方面，即使对于补偿性赔偿，发达国家法院适用的标准也往往远高于我国。如
上文所述，对一部作品实施的版权侵权，即使不属于故意侵权，所导致的法定赔偿也可
以达到 3 万美元。美国法院对专利侵权判决的赔偿数额更是惊人，即使不适用惩罚性
赔偿，也经常出现几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的赔偿判决。根据 2014 年发布的一份美国专利
诉讼赔偿报告，在 2009 年至 2013 年的 5 年间，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在专利侵权案件中，判
定的补偿性赔偿的中间值达到了 103 万美元，瑝瑤其中判定补偿性赔偿最高的 10 个案件
的平均赔偿额达到了惊人的 7． 26 亿美元。瑝瑥 当然，脱离具体案情去比较赔偿金额也许
有失公允，但上述统计数字还是反映了美国法院在补偿性赔偿方面采用的高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时间较短，国民的知识产权意识
有待提高，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仍处于高发期。根据经合组织( OECD) 和欧盟知识产权局
2016 年联合发布的报告，在 10 个被查获假货和盗版商品瑝瑦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之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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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瑢

瑝瑣

瑝瑤

瑝瑥

瑝瑦

Sony BMG Music Entertainment v． Tenenbaum，660 F． 3d 487，503 – 04 ( 1st Cir． 2011) ．
Id．，514．
该金额是根据该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计算得来，See Owen Byrd etc．，Lex Machina -Patent Litigation Damages Ｒeport，at
15，at http: / /pages． lexmachina． com /Damages-Ｒeport． html． ( Last visited on Jan 20，2017) ．
Id．，10．
根据该报告的定义，“假货和盗版商品”包括侵害商标权、外观设计权、专利权和版权的实物商品，OECD /EUIPO，
Trade in Counterfeit and Pirated Goods: Mapping the Economic Impact，at 16 ( OECD Publishing，2016) ，at https: / / euipo．
europa． eu / tunnel-web /secure /webdav /guest /document _ library /observatory /documents /Mapping _ the _ Economic _ Impact _
study /Mapping_the_Economic_Impact_en． pdf ( Last visited on Jan 20，2017) ．



别有 63． 2%和 21%的假货和盗版商品是从中国内地和香港流出的，两者合计占比高达
84%。瑝瑧 如果考虑到从香港流出的假货和盗版商品中有相当部分是从内地转运的，来自
中国内地的假货和盗版商品的比例可能更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被查获的假
货和盗版商品中，侵害中国企业知识产权的仅占 1． 3%。瑝瑨

我国近年来虽然在加强自主创新和提高国民知识产权意识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差距，而且这种差距不是短期内能消除的。相互承认和
执行知识产权侵权判决的结果在表面上是公平、互惠的，但在现实中却可能会导致利益
失衡。我国公民和企业在发达国家利用某些成果时，虽然依我国知识产权法并不侵权，
但依所在国的知识产权法却可能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并被判高额赔偿。当然，我国公
民和企业在外国应当遵守当地法律，但毕竟熟悉当地法律有一个过程，了解相关成果是
否受当地知识产权法保护也需要时间。特别是仅在外国作短暂停留的情况下，如个人
旅行或企业参加展销会等，就可能因缺乏对所在国知识产权法的了解而侵犯知识产权。
在我国民众和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还普遍不高、侵权行为较为多发的情况下，相互承认
和执行知识产权侵权判决，就可能造成对发达国家较为有利的结果。基于此，我国无论
在参与《公约》谈判还是未来选择是否加入《公约》时，对其中有关承认和执行知识产权
侵权判决的条款都应持慎重态度。

结 语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使各国相互承认和执行民商事判决成为可能。《公约》草案反
映了这一趋势，但其中的备选条款要求承认和执行涉及知识产权有效性、归属和存续的
判决以及知识产权侵权判决。一旦相关备选条款获得通过，将可能对我国的知识产权
保护机制和利益平衡产生负面影响。为此，我国在参与《公约》谈判时，应提出以下主
张: 1．将以各类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归属和存续为诉讼对象的判决排除出承认和执行的
范围; 2．对于以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归属和存续作为解决违约等其他民商事纠纷先决条
件的判决，在符合《公约》其他规定的前提下，可以予以承认和执行。但对于判决中对知
识产权的有效性、归属和存续作出的认定，不能单独予以承认和执行; 3．对于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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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瑧

瑝瑨

该比例根据该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计算得来，参见前引瑝瑦，第 51 页。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统计数字是:在 2015
年度美国海关查获的假货和盗版商品中( 仅限于侵犯美国商标权和版权的商品) ，分别有 49%和 34%来自中国内地
和香港，两者合计为 83%，See U． 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Office of Trade，Intellectual Property Ｒights Fiscal Year
2015 Seizure Statistics，at 25，at https: / /www． cbp． gov /sites /default / files /assets /documents /2017-Jan /2015% 20IPＲ%
20Annual%20Statistics． pdf ( Last visited on Jan 20，2017) ． 在 2015 年度日本海关查获的假货和盗版商品中，分别有
76． 5%和 6． 1% 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两者合计为 83%，See Japan Customs，2015 Seizure Statistics of IPＲ Border
Enforcement，at． 6，at http: / /www． customs． go． jp /mizugiwa /chiteki /pages / statistics / statistics2015． pdf ( Last visited on
Jan 20，2017) ．
Supra note 96，50．



侵权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应允许各国在加入时声明保留。这样，日后我国加入《公约》
时，就可以行使声明保留的权利，也就是暂不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知识产权侵权的判
决。当然，如果我国选择声明保留，其他缔约国对于我国法院作出的知识产权侵权判
决，也有权不予承认和执行。瑝瑩 因此是否行使声明保留的权利，应当根据我国加入《公
约》时的国情确定。但要求《公约》允许对侵权条款声明保留，将为我国留下根据自身
利益作出决策的适当空间。

Abstract: The Draft Hague Convention on the Ｒ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contains alternative provisions which require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ruled on the validity，ownership or subsistence as well as infringement of
certa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o avoid violating the principle of territory and having the
negative effect o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ystem in China，the judgment on
validity，ownership or subsisten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s the object of the proceeding
should be excluded from the scope of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nly those judgments，
in which validity，ownership or subsisten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arises merely as a
preliminary question，should be recognized and enforced in the requested State． Since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 is still weaker than that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erms of subject matters，protection level，and people’s awareness，China’s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courts’ judgments on infrin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might create imbalance of interest among countries，an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nvention should allow contracting countries to declare reservation of the duty to recognize
and enforce foreign courts’judgments on infrin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责任编辑:王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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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瑩 《公约》草案中尚未规定允许保留的条款，但在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中，当某一缔约国对条约规定的某项义务声明保留
后，其他缔约国对该国就不需要再履行该义务。相关的规定参见《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第 4 条第 3 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