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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背景下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易继明

内容提要：国家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制定之际，恰逢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历经四十余年接触、交往
和冲突，本轮中美知识产权纠纷引发的贸易冲突，目前已经影响到中美关系的各个领域。中国的国家
知识产权战略通过确立私权制度、促进知识产权壮大之后，历经各种制度转换和建设，目前也已经进
入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阶段。这一时期，中美“泛知识产权”领域存在的结构性冲突，同时也是中美两
国战略性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促使知识产权外交逐渐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一条技术路线。这一时期
的知识产权战略应该强基固本，内外兼修：促进中美战略互信，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改革体制，实现
知识产权治理的现代化；融贯创新，重塑知识产权的价值链；“多边”“小多边”“双边”及“单边”
等“四边联动”，推进知识产权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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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China is formulating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werhouse, the Sino-US relationship grows 
tense. After four decades of contacts, engagements and conflicts, the current round of trade conflicts triggered by Sino-
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has influenced all areas of Sino-US relations. Upon establishing a private right system 
and promo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hina's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has undergone various system 
transformations and construction, and is now heading for the stage of building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werhouse. 
During this period, the structural conflicts in the field of "pan-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lso play an 
important part within the Sino-US strategic conflicts, the structural conflicts will cau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plomacy 
to gradually become a technical route in terms of Sino-US relation maintenan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during 
this period should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of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ordination, and specifically be implemented 
in four aspects: promote strategic mutual trus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strength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reform the system and achieve the moderniz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governance; actualize innovation 
comprehensively and reshape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value chain ; establish a 'quadrilateral correlation' that consists 
multilateral, minor multilateral, bilateral and unilateral mechanisms, to push forward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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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两年，美国以知识产权等问题为借口在中美两国间频繁挑起贸易争端，意欲实施贸
易霸凌。这对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全球经济均造成了巨大影响，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鉴于
此，本刊特邀专家撰文，探讨美国挑起贸易争端的核心和本质，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
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分析中美间的知识产权问题，以期有助读者认清当前中美贸易争端的发
展形势，并明确未来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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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演进基本上没有离开过中美两国互动。源自知识产

权纠纷的历次中美贸易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中国知识产权制度，也成为制定知识产权国家战略

无法脱离的外部环境。a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至今

仍在蔓延。值此，本轮中美贸易冲突（坊间谓之贸易战）期间，双方于2020年1月15日签署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以下简称《阶段性协议》）之脆弱性亦更加显

现，中美关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少专家、学者都对中美两国事实上的“脱钩”也表达了某

种忧虑。

长期以来，中美经贸关系被视为稳定中美关系的“压舱石”b。时至今日，知识产权问题逐渐演

变成了这块“压舱石”是否摆放、摆放何处的关键性因素。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于2008年颁布实施的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各项目标基本顺利完成，知识产权领域需要新的国

家战略加以引领。这一背景下，对中美关系走向作出科学的判断，分析两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存在的主

要冲突与问题，寻求通过知识产权发展对外关系的新途径，并谋求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国际地位，从而

制定出相应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是新时代我国知识产权发展的重大课题。

本文从五个方面入手，探讨中美关系背景下我国知识产权发展的国家战略。首先，从知识产权角

度分析中美关系演进的重要节点，简要介绍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美关系的三个发展阶段。其次，结

合当下新冠疫情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宽泛意义上分析中美知识产权领域存在的竞争加剧的态

势。再次，分析我国将知识产权问题作为国家战略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及其与科

技、产业与贸易之间的互动关系。又次，分析中美之间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战略性和结构性冲突，探讨

知识产权在对外关系中的基础作用。最后，在上述探讨与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新时代我国知识产权强

国战略的基本构想。

一、知识产权视阈下中美关系的三个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一段很长时间的“蜜月期”。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对外开放的发

展需求与美国贸易扩张需求的契合，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中国领导层低调奋进的作风。即使在1989年西

方制裁中国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依然毫不动摇地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发展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最终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c

1979年中美建交，开启了中美双方在科技、文化等领域交流的起点。当时的中国，由于经济地位

较低、技术能力不强、产业发展迟缓、私权观念尚未形成，社会各界对是否引入知识产权制度存在广

泛争议，知识产权立法一度处于停滞状态。例如，1984年第一部《专利法》制定就花了五至六年的时

间，共产生过25个修改稿。立法过程中，人们对引进专利制度的的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其

一，认为专利法不能既对内、又对外，可考虑对外适用专利法，对内制定有中国特色的发明法或科学

技术法；其二，认为专利法是保护发明创造私人占有的法律，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不相

符：其三，制定专利法需要解决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私人拥有专利之间的矛盾，专利法应当体现与社会

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权利义务观念；其四，施行专利法将使成果推广更为困难；其五，虽然专利法

a 参见易继明：《改革开放40年中美互动与中国知识产权制度演进》，载《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第158-169页。

b 金卫星：《中美经贸关系的历史轨迹（1979～2016）》，载《美国研究》2018年第4期，第34页。

c 江泽民在1989年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后的讲话中就强调要不负邓小平重托，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同时，积极与美国拓展关系，强调中美双方都要向前看，认为“改善中美关系的前景是很广阔的”。特别

是邓小平强调，“中国一定要有一个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而且在1992年“南巡”讲话后，又刮起了强劲的改革旋风，最终将我国

经济形态定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于江泽民的讲话，参见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

日），载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9页；又参见江泽民：《发展中美关系要向前看》（一九八九

年十二月十日），载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4-86页。关于邓小平的讲话，参见邓小平：《改革

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载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5-318页；

又参见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载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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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看具有必要性，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技术的发展较依赖技术引进，过早施行专利法会保

护外国人、束缚我们自身的发展；其六，关于专利法与发明奖励条例之间关系的观点尚未成熟。d著

作权立法，也颇为艰难。曾有部委认为，我国的经济实力较弱，制定《著作权法》后需要向外国人支

出超出国家财政承受能力的作品使用费，因此应当暂缓制定该法律。e而与此同时，由于缺乏知识产

权保护制度，美国与我国在交往中始终顾虑重重，知识产权问题成为制约双方贸易、出口、产品、技

术方面交往的瓶颈。

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在最初的《中美高能物理合作执行协议》和《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中纳

入了知识产权条款。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陆续制定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搭建起了

知识产权制度基本框架体系。诚然，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确立，亦并非完全是美国胁迫之下的产物，

它也充分反映出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发展市场经济、激励创新和融入国际市场的内在需求。自此，中美

关系开始进入蜜月期。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政府与美国克林顿政府确立了“全面接触”政策，实现

了两国领导人互访，中美关系终于扭转了1989年以来的困难局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f蜜月期

的显著标志，是中国在美国推动之下最终于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

143个成员。世纪之交，为适应WTO框架下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下简称《TRIPS协
定》），中国也开启了全方位的知识产权修法工作，基本上实现了与国际规则的接轨。

（二）第二阶段
蜜月期过后，中美关系开始滑落。美国政府对华决策的主要幕僚蓝普顿先生曾用“同床异梦”来

比喻中美两国关系。他说：“我们两国各自的制度、利益、领导人和大众的观念，以及我们两个民族

的固有特征，却使我们两国做着完全不同的梦。”g借用他的话，中美关系的事实，确实如此。其根

源在于，两国虽然频繁交往，但双方的目的、价值观却截然不同：中国加入WTO，是为了追求自身

的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强大、融入世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更

希望看到中国价值观的重建，通过一个被西方自由价值观所熏染的中产阶级的壮大，迫使中国社会实

现转型，乃至融入西方国家、实现一体化。按照中国领导人的说法，“不管是采取‘遏制政策’还是

所谓‘接触政策’，万变不离其宗，目的都是企图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将我国纳入西方资

本主义体系。”h

起初，这一价值层面的差异只是潜隐着的，并未引发中美双方的激烈冲突。因为自邓小平以

来，我国一直奉行“韬光养晦”策略，一再强调“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

自己的对手。”i江泽民秉承邓小平要旨，“继续长期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绝不当头、有所作

为的战略方针。”j细究之，引发中美关系转折的“罪魁祸首”，其实就是中国日益强大的事实。大

约加入WTO之后10年左右，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知识产权与国际贸

易体量迅速提升，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的能力为世界所瞩目。诚然，这“黄金十年”的经济成长除

了中国加入WTO因素之外，还有美国忙于应对“9·11”事件、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k无暇东

顾。在客观的经济数据面前，无论我们是谈“大国崛起”还是更为温和地变调为“和平崛起”，也

无论我们自身是否仍然保持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的低调奋进、韬光养晦，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不可能

不吸引他国、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有一个形象的说法，一只小兔子可以藏在草丛里，但我

们现在体量大了，成了一头大象，这下子在草丛中你想藏也藏不住，再也无法去“韬光养晦”了。

海外盛行的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和被炒作起来的。自然，作为世界第

d 参见赵元果编著：《中国专利法的孕育与诞生》，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194页、第208-305页。

e 参见沈仁干：《改革开放中的著作权立法》，载《编辑之友》2008年第6期，第125页、第127页。

f 参见江泽民：《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外交工作》（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载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页、第203页。

g [美]蓝普顿著：《同床异梦：处理中美关系：1989—2000》，计秋枫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第XI页。

h 同注释f，第195-197页。

i 邓小平：《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日），载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50页。

j 同注释f，第195-202页。

k 参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05—2006》，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第3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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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国的美国，对中国的强盛开始有所警觉。

同床异梦的裂痕，在奥巴马时期就已显现，到特朗普执政之时则暴露无遗。尽管奥巴马时期的

政府高层官员曾向中国领导层表示并无遏制中国的意图，但2011年11月奥巴马政府在亚太经合组织第

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以及在印尼召开的第六届东亚峰会上发表的关于美国战略重心重新转

移至亚洲的言论，被认为是美国对中国转入“遏制政策”的明确信号。l美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以下简称TPP）谈判的核心目的，就在于实现“重返亚太战略”，制衡中国的发展。m这

一目标，也为其刻意回避中国加入TPP的事实所印证。究其本质，无外乎通过复边贸易机制降低多边

贸易WTO机制的作用，迫使中国面临“第二次入世”的压力。从克林顿时期的“全面接触政策”到

奥巴马时期的“遏制政策”，再到特朗普现在的“全面遏制政策”，美国近年来的对华政策是一以贯

之地遏制与打压。只不过，奥巴马政府采取的是美国精英阶层的普遍做法，大家还维持着基本的“体

面”，而特朗普则动辄“掀桌子”，直接撕破脸皮喊“离婚”，已不再顾忌任何“体面”问题罢了。

比如，特朗普上台伊始便退出TPP，并不表明他不再寻求通过这种方式遏制中国，而是认为，通过这

种“小多边”方式美国也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因为作为“老大哥”，他还需要迁就诸如越南等国的

个性化诉求，作出一定的妥协，因此他认为还不如跟每个国家去“单谈”，透过双边谈判获取更大的

利益和空间。

诚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观察还会发现，特朗普对华采取了较之奥巴马更加强硬的态度

和手段，这也是其国内政治上“钟摆效应”的体现。黑人出生的奥巴马执政，代表了美国多元价值，

是“美国梦”的一个个体象征，却也触动了这个国家的某种神经，促使其白人下层社会的检讨。特朗

普当选作为“黑天鹅事件”，所代表的是美国民粹主义的胜利，其随后的高调反华政策，对华启动

“301调查”，以及“禁穆令”“美墨边境墙”等事件，都顺应了美国民粹主义的国内需求，乃至为

其所捆绑。

（三）第三阶段

2017年8月14日，特朗普指定美国贸易代表对中国启动“301调查”，标志着中美“离婚”程序的

启动，这也是双方爆发本轮冲突的起点。关于这次冲突的缘起以及我国应当采取的策略，笔者所带领

的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团队曾撰写多篇文章予以讨论，这里不再赘述。n在此，我们

重点谈一下本轮中美贸易战中，双方磋商的阶段性成果即中美签署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经过几轮的关税施压与贸易谈判，中美双方在2019年12月13日就《阶段性协议》文本达成一致，

并于2020年1月15日在华盛顿签署协议。双方的这一举措，按照社会各界较为普遍的说法，是为本轮

贸易战按下了一个“暂停键”。o但是严格地说，《阶段性协议》具有“早产”而“畸形”的特点，

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双方欲“离婚”的态势。

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而言，由“通乌门”引起的弹劾案，在大选连任中面临的压力以及国内经济发

展的诉求等因素促使其尽快与中国达成能够彰显政绩的协议，以扭转国内愈发不利的政治格局。对我

国而言，中美贸易战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特别是外贸压力陡增，科技企业在国外面临打压，国际

社会对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质疑所带来的国际合作的疑虑及外交压力，都迫切需要我们能够找到

l 参见王缉思、[美]李侃如著：《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页。

m 易继明、初萌：《后TRIPS时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新发展及我国的应对》，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2期，第3页，第16页。

n 相关研究，可以参见如下文献：易继明：《改革开放40年中美互动与中国知识产权制度演进》，载《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6
期，第158-169页；易继明、孙那：《美国知识产权政策走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从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角度的一个初步分析》，载《国

际贸易》2017年第3期，第54-47页、第67页；易继明、李春晖：《美对华启动301调查与我国的应对措施》，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65-81页；易继明、李春晖：《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及科技法律政策之新节点——评2017美对华301调查报告及我

国之应对》，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61-76页；钱子瑜：《论2016年“特别301条款”的修订及其影

响》，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45-51页。

o 相关报道参见《第一阶段协议达成，中美贸易战按下暂停键》，载http://www.agri100.com/news/34313.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5月30日；又参见《刘鹤就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答记者问》，载http://news.sina.com.cn/c/2020-01-16/doc-iihnzahk4477601.shtml，最

后访问日期：2020年5月30日；又参见《中美签署经贸协议现场》，载http://news.ifeng.com/c/7tHQNKz1UdH，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5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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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突破口来缓解压力。而“解铃还须系铃人”，《阶段性协议》的签署，恰好能够提供释放压力的

机会。

从《阶段性协议》文本来看，其“知识产权”章节的撰写方式一反贸易协定常态，多从“中

国”而非“双方”的角度描述各自应当履行的义务。所谓对美方的义务，多以“美国确认，美国现

行措施与本章节所规定的义务相一致”等方式一笔带过，难免给人留下权利义务不对等的印象。事

实上，协议文本所表达的意思就是，中方的义务有白纸黑字的明文规定，而美方已做得很好，仅需

维持现状即可。不难看出，《阶段性协议》的样态是“畸形”的，于情于理，这个文本也不应成为

双方谈判的终点。

这一结论，也为2020年的《特别301报告》所证实：中国依然出现在该报告的“重点观察国家”

名单之列，并不因为这一纸协议就终结了彼此知识产权纠纷和贸易冲突，进一步博弈的态势依然在

延续。p该报告在表达了对中国履行协议的疑虑之余，还提出了中国存在垃圾商标和专利过多、判决

书公布不全面、强大的行政权干预司法独立、实际损失证明难等诸多问题。q一言以蔽之，中美之间

的知识产权争议远未停歇，知识产权互动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地形塑中美关系。但是，冷战后

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对华政策始终在“接触（交往）”与“遏制”中摇摆。r说到底，所谓的“中美

联姻”或者“中美蜜月期”都只是一种假象，我们始终未“同床”，更未“共枕”，中美一直在这个

“地球屋”里分床而眠。

二、新冠疫情加剧中美“泛知识产权”竞争

（一）疫情下“泛知识产权”竞争格局

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国国民经济主要经济指标明显下滑。2020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

206,504亿元，同比增长-6.8%。s雪上加霜的是，特朗普政府“甩锅”中国，中美竞争加剧，特别是

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竞争（以下简称为“泛知识产权”或称“泛IP”）更为激烈。当今世界，知识产权

深刻地融入科技、贸易、经济、社会和政治之中，也依赖这些所有经济社会发展要素的孕育与支撑。

所谓“泛知识产权”，即指知识产权以及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各种经济社会发展要素；而“泛知识产权

竞争”（即“泛IP竞争”），则指知识产权及这些相关要素的竞争，包括支配这些要素的核心资源的

争夺。本文认为，“泛IP竞争”始终贯穿于“科技推动——产业支撑——商贸融合”t这一知识产权

价值链之中。

随着疫情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而与此同时美国疫情进一步蔓延，特朗普竞选连任压力增加，

包括人们对两国体制竞争问题的反思u等，让我们期待的《阶段性协议》所能起到的按下两国贸易冲

突的“暂定键”的作用，并未发挥出来。新冠疫情凸显了全球对中国制造的商品（尤其是医疗产品）

的依赖。美国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说，华盛顿应该为从中国撤回制造业的美国企业支付搬迁

费；特朗普强调制造业回归时，还对其海外企业提出了增加新税的威胁。v诚然，新冠疫情加剧的泛

IP竞争，最直观地体现为对药品、治疗方法、个人防护用品等的需求及其紧张关系。药品研发具有周

p Se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20 Section 301 Report, at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2020_Special_301_Report.
pdf, last visited: 2020-05-09.
q 同注释p

r 参见王缉思著：《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195页。

s 国家统计局：《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图表：2020年1—3月国民经济主要指标》，载《求是》2020年第9期，第79页。

t 这是201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十周年》评估项目中，笔者在《知识产权现代化治理》专项研究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强调知

识产权镶嵌在科技、产业、商业、贸易等生态链中。

u 曾宣布“历史的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表示，病毒已经将特朗普、博索纳罗等民粹主义领导人的本性暴露无遗，同时也对民主实

践的式微感到担忧。事实上，1989年夏天，福山为美国《国家利益》撰文指出，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结”和“人类最

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参见[西班牙]哈维尔·马斯·德哈哈斯：《福山：“民粹主义领导人或将因其无能而受到

大流行的惩罚”》，载《参考资料》2020年第94期，第3-9页。关于“历史的终结”讨论，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著：《历史的终结及最后

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v 参见芬巴尔·伯明翰、麦马克、冷书杰：《新冠病毒：随着美国、日本、欧盟制定退出计划，中国面临着留住外国制造商的斗

争》，载《参考资料》2020年第93期，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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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长、成本高等特点，相较于普通专利而言，其专利申请程序更为复杂，且需要经过大量的临床试验

方能上市。这就涉及到临床试验数据的保护及其与专利的关系这些诸如此类的学术问题。事实上，病

毒来源本身也是一个科学问题。w但显然，特朗普已经将此问题政治化——甚至具有某种“反科学”

倾向，诸如提出给感染者注射消毒水、病毒起源于中国的实验室、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包庇中国”

并“断供”等，以转移人们对其执政能力的指责。x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的竞选团队还公布了一份备忘

录，指示共和党候选人毫无根据地攻击中国：“中国隐瞒、撒谎和囤积医疗设备，导致了新冠肺炎疫

情大流行。”y

与美国不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再强调“团结合作是国际

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z，并提出新冠病毒疫苗及药物作为公共产品应为人类共享，承诺两年内

为世界卫生组织提供20亿美元资助。@7中国科技部部长王志刚称，要总结SARS、MERS、H5N1禽流

感、甲型H1N1流感、埃博拉等重大流行性传染病防治经验，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各国携手应对。@8

同时，中国人在新冠疫情防控中运用自身积累的经验，强调中西医协同与结合，这也是我们能够暂

时控制住、并终将战胜疫情的重要手段。@9另外，随着疫情稳定，中国人“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

事”#0的乐观情绪被激发出来，借此强化危机意识，着力补齐医疗及公共卫生领域的短板#1，更进一

步加强市场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2。而在国家层面，发展生物技术、医疗技术以及与健康相关

的产业技术，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

（二）新经济逆势上扬

尽管疫情导致世界经济衰退，但我国产业经济韧性凸显，新经济逆势上扬，表现不俗。“从服

务业看，电子商务、居家办公、远程问诊、在线教育等信息需求快速扩张，资本市场和企业信贷稳

定发展，带动了信息业和金融业增长。2020年第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3.2%，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3从2017年网络流行词“新四大发明”（即“高速铁

路”“扫码支付”“共享单车”“网络购物”）来说，尽管这一说法不够科学，但至少说明了网络技

术在中国的场景应用较为广泛。而疫情则加速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革命，进一步

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信息技术除了给经济增长赋能之外，也体现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层面，

例如，大数据、网络定位、“刷脸”等数字技术在疫情态势研判、精准防控及后续治理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也是我国疫情防控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4反观欧洲国家，疫情中的人们更多地承受了因信

息技术发展相对落后而带来的不便，并开始反思加速信息技术发展进程的重要性。#5

其实，早在20世纪末，人们就预测21世纪将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统治的世纪。新冠疫情印证了

这一普遍的说法。在这两大技术领域，我国也较早地进行了布局。早期的观点认为，我国信息技术起

w 参见青原：《科学家如何看待新冠病毒的来龙去脉》，载《求是》2020年第10期，第68-76页。

x 参见[美]库尔特·巴尔代拉：《新冠病毒与仇外：“指责中国”是特朗普的“建墙”2020版》，载《参考消息》2020年第93期，第

34-36页。

y [美]库尔特·巴尔代拉：《新冠病毒与仇外：“指责中国”是特朗普的“建墙”2020版》，载《参考消息》2020年第93期，第

34-35页。

z 参见习近平：《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载《求是》2020年第8期，第4-20页。

@7 参见习近平：《团结合作战胜疫情，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载

http://www.gov.cn/xinwen/2020-05/18/content_5512708.htm，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5月28日。

@8 参见王志刚：《以务实高效国际科技合作为全球抗疫提供有力支撑》，载《求是》2020年第8期，第50-51页。

@9 参见郑洪：《中国历史上的防疫斗争》，载《求是》2020年第4期，第73-75页。

#0 万建武：《重温毛泽东关于卫生防疫的重要论述》，载《求是》2020年第6期，第67-69页。

#1 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载《求是》2020年第5期，第

35-40页。

#2 中共中央、国务院不失时机地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疫情期间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意见》（2020年5月11日），载http://www.gov.cn/zhengce/2020-05/18/content_5512696.htm，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5月28日。

#3 宁吉喆：《如何全面辩证看待一季度经济形势》，载《求是》2020年第9期，第64-65页。

#4 邬贺铨：《数字技术在疫情防控中大有可为》，载《人民日报》2020年3月3日第9版。

#5 Chengyi Lin, Delivery Technology is Keeping Chinese Cities Afloat through Coronaviru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r 17th, 2020, available at 
https://hbr.org/2020/03/delivery-technology-is-keeping-chinese-cities-afloat-through-coronavirus, last visited: 2020-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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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较晚，根服务器在美国，要追赶美国十分困难；而生物领域的基础研究、物种与资源优势，能够

为我国实现生物技术领域赶超先进国家奠定一定的基础。基于这种判断，我们对这两大技术采取不同

的发展路径：对生物技术强调原创，对网络技术则重视与美国的合作。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虽然

较之预期尚有一定的差距，但总体上也不乏成功之处。网络信息技术方面，由于我国具有人口红利和

网民规模优势，尽管底层技术由美国控制，我国仍能在衍生的应用场景层面与之抗衡。生物技术则不

同，尽管基础研究有一定成就，但从医药及其应用来看，我国仍以仿制药生产为主，原研药研发能力

还无法与美国创新药企抗衡；甚至，我国生物科技研发基础能否经受住疫情的考验，也不无疑问。这

也引发我们思考，面对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压力，是否有必要对转基因技术及其运用采取更为容忍的态

度，这可能也是后疫情时代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虽然疫情引发了各国对全球化产业链的担忧，中国面临着各国制造业回流出去的压力，但整体看

来，我国至少在制造业和制度两方面展现了一定的优越性。我国制造业体系庞大、种类齐全，几乎能

够制造世界上任何东西，这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我国的社会制度更是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6

的优势，不存在两党制、联邦制等掣肘因素，能够较好地运用“举国体制”实施特定战略，其中也包

括知识产权战略。

正因如此，疫情期间，美国不惜对我国开出了长长的“实体清单”：继对中兴、华为等祭出限制

令之后，2020年5月22日美国商务部又以“国家安全”为由把33家中国公司和学术机构列入“实体清

单”。#7美国的这一做法，打在了我国制造业的软肋上：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缺乏关键核心技术，

而且高端制造业受制于人。#8 
面对美国的进一步打压和遏制，从一般意义上讲，我国要对一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重大技

术进行“科技攻关”，甚至进而推行“举国科技体制”。但本文认为，这一计划体制的思路，只能在

科学研究（而非技术开发）层面发挥一定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用

“知识产权攻关”机制取代单纯的“科技攻关”。如前所述，知识产权价值链包含在“科技推动——

产业支撑——商贸融合”的过程之中，科技只是价值链前端的一种推动方式，透过产业、商业、贸

易、投资等“泛IP”关联性，我们完全可以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整合资源，最终能够完成相关技术或者

其运用的重点突破。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运用知识产权相关规则，区隔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采取不同的措施。

例如，疫情也引发了人们对于知识产权规则、特别是强制许可制度的反思。我国《专利法》从制定之

日起便设专章对此加以规定#9，也符合通行的国际规则$0。但实践中，我国从未动用过这些条款，这

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1值得一提的是，为有效应对新冠疫情，加拿大对专利

强制许可制度作出了修订。根据新规定，加拿大专利局局长可依据卫生部长的申请，授权政府及其他

相关个人或团体制造、销售专利产品，以应对公共危机事件。$2可见，强制许可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

“专利”，也并不意味着降低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和水平。甚至是，那些被美国政府禁售的美国企业自

身也有着“被强制许可”的意愿，因为他们不想放弃中国市场，只要中国政府给他们一个强制许可的

理由和合理的价格，他们就会“乐见其成”。如果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及其不确定性政策对我国相关

#6 于滨：《疫情防控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载《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年第5期，第16页。

#7 参见《美国升级对华禁运，国产替代亟待加速》，载https://xw.qq.com/cmsid/20200429A0Q43600，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5月28日；

又参见《美国再将33家中国实体列入“实体清单”理由仍然很无耻》，载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7462188035103549&wfr=spider&f
or=pc，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5月28日。

#8 参见易继明、李春晖、石丹、钱子瑜：《中美贸易战及中国未来的发展——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易继明教授访谈录》，载《社会科

学家》2018年第6期，第3-6页。

#9 中国专利法（1984年）制定时，就设第6章专门规定了“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此后，经过1992年、2000年、2008年三次修订，

一直保留这一专章规定。

$0 《TRIPS协定》第31条对“未经权利人授权的使用”之情形，有专门的规定。参见石广生主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

（二）：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0-401页。

$1 参见易继明：《专利的公共政策——以印度首个专利强制许可案为例》，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第76-82页。

$2 See Canadian Patent Act, section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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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构成重大影响，甚至已经威胁到我国产业安全，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实施强制许可完成相关过渡，

在不违反国际义务的前提下，让知识产权规则更好地服务于本国产业经济的发展。

（三）“再全球化”的博弈

目前，WTO多边机制面临着重大的危机。2019年12月以来，WTO常设上诉机构（AB）成员已从

正常的7名减少到只剩1名，由于美国官员一直在阻止任命上诉机构新成员，这一机制已经处于停滞状

态。同时，美国一方面无视对WTO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承诺，频繁对贸易对象国增加关税，设置

知识产权或者技术壁垒；另一方面，则绕开WTO“拉帮结派”，搞“小圈子”，通过双边或者小多

边协定，建立起了符合自己标准和要求的复边机制。美国的做法，大有一副要抛弃WTO多边机制的

架势，也往往被人斥之以“去全球化”，或者是贸易保护主义。诚然，在全球化进程中，始终存在着

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矛盾。$3但特朗普上台以来民粹主义盛行、限制移民政策、构筑“边境墙”、

不断“退群”等，以及WTO上诉机构停摆，英国脱离欧盟，区域贸易平台转换，加之地缘冲突与宗

教冲突不断，凡此种种，难免不让人惊觉“逆全球化”思潮的来袭。

事实上，通过自由贸易协议（FTA）方式，美国已经完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重建（《美国—墨

西哥—加拿大协定》，以下简称USMCA），进一步强化了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基础。疫情期间，美

国和英国也在进行紧锣密鼓的谈判，意在固化彼此的大西洋伙伴关系。加之，美国与欧盟、日本、韩

国等存在固有的同盟关系，我们发现，美国人并非在“去全球化”，而是在进行“再全球化”，建立

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朋友圈”和国际经济贸易秩序。

此次新冠疫情中，人们更多地关注到了疫情引发产业链本土化、区域化中隐含的“逆全球化”

因素，却忽略了其中还包含了“再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例如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网络信息技术突破

地理边界的高歌猛进。我们所能够明确感受到的是，美国所主导的“再全球化”进程中，有意无意地

出现了“去中国化”倾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甚至开始“拉拢”俄罗斯，并意欲将印度、日本、澳大

利亚和巴西等作为一同反华的联盟国家清单。$4这一倾向，打压和遏制中国的意味很浓，凸显了两国

的利益冲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提供了动力，我们还付出了环

境、资源、廉价劳动力等代价；我们刚刚适应现有的多边规则体系，美国等国却又搞“平台转换”，

甚至抛弃现有的国际规则，这不合适。中国本身提倡“不结盟”，对现有国际经济贸易体制的基本态

度是：“维护完善多边贸易体制，维护世界贸易组织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核心地位，积极推动和参与

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规则谈判，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构建更高水平

的国际经贸规则。”$5 
可见，中美依然奉行着“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基本态度；不同的是，两国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不

同的全球化剧本。在美国的“剧本”里，不包括中国；而在中国的“剧本”中，则包括了美国在内

的世界各国和地区。从这个角度来说，疫情只是一个“休止符”，世界仍在“大合唱”，不同的只

是有的人调门不一样而已。

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随着贸易、投资、技术进步、跨国公司扩张等

因素客观发展起来的。$6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球化是一种制度事实。冷战结束和互联网的应用，将我

们迅速带入了一个超级全球化的时代。而且随着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多极化、多样性也是一个重要的

趋势。本次疫情引发的全球危机虽然激烈，但并未触及全球经济的运作机理。纵观各国之间的经贸协

作，70%以上都是零部件和半成品，各国相互依存度已非常之深。$7也许，美国应该适应一个更具包

容性的多极化的国际经贸秩序；也许，中国应该加快自身的改革进程，建立起更加自由、更加透明、

更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国际经贸准则。新冠疫情已经告诉我们，传染病具有极强的负外部性，没有

$3 参见丰子义、杨学功、仰海峰著：《全球化的理论与实践：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56页。

$4 参见《美国的友好姿态不过是特朗普拉俄抗华的花招》，载《参考资料》2020年第97期，第3-4页。

$5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2020年5月11日），第七部分第（四）项，载http://www.
gov.cn/zhengce/2020-05/18/content_5512696.htm，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5月19日。

$6 参见霍建国：《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期，第41-42页。

$7 施展：《疫情后全球化可能遭遇“精神分裂”》，载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hgjj/2020-04-22/doc-iircuyvh9294679.shtml，最后

访问日期：2020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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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脱离其影响而独善其身。根据“木桶效应”，抗疫的成果并不取决于控制得最好

的国家，而由控制最差的国家所决定。同样的，边界、国境或者主权也都挡不住气候变化。在应对疾

病、气候变化、网络攻击、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等方面，单边主义是不负责任的政策逻辑，我们应该

寻求全球合作。$8不论“再全球化”如何博弈，也不论我们如何定义（例如，是“公平”，还是“自

由”）国际经贸秩序，全球化要义在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配置，前提条件是差异及其比较优

势，而客观趋势始终是趋同化。

三、中国知识产权的国家战略

（一）知识产权二元论

疫情期间，新中国首部《民法典》于2020年5月28日由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通过，

其《民法总则》编再次重申了知识产权作为民事权利的基础价值，强调民事主体对知识财产享有专

有的权利（第123条）。$9这是对《TRIPS协定》序言中所表达的观念之承继：“认识到知识产权属私

权。”%0饶有趣味的是，2020年中国已启动制定“国家知识产权强国战略”%1，继2008年《纲要》之

后，进一步将知识产权人的这种私权，作为一种国家战略加以推进。这种观念，又将知识产权视为一

种公共政策看待，即意识到这种战略资源对于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这一方面反映了知识产权的双重

属性，另一方面也完成了国家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双层构造即作为私人的利益与作为资源的国家战略的

制度构造。这两个方面，形成了知识产权“二元论”的基础。

事实上，在越来越具有竞争性的国际关系中，国家的本质已经从一种消极的国家观转入了一种

积极的国家观。近代社会形成的传统国家观，将国家的本质定位于防止社会失序的消极功能；这种观

念，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国际关系。今天，国家已经成为人们谋求福祉，并推动人类社会发展

的重要工具。“随着现代性的到来，政治权力和国家并没有失去其重要性，相反它们的活动范围日益

得到扩张。”%2同时，作为后进国家意欲实现跨越式发展，自然经济演化的逻辑已经无法满足发展的

需求，需要积极的政府，需要政府有所作为。诚然，作为的方式，存在利用市场机制还是通过计划方

式的截然不同；而作为的程度，也有强弱之分。

不仅仅是传统消极国家观念的转变，而且知识产权体现了现代技术及其工业化程度。这种现代

科技形成的“工具主义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通过合法化或者合理性手段可能会裹挟个人主

义思潮，将私人观念或者个体利益扩张到极致，乃至通过技术理性形成新的统治。%3现代性的“隐

忧”%4转化为现实的场景，典型的如今天的平台经济、网络控制、人工智能等对私人生活的侵蚀，新

商业模式对经济利益的再平衡，技术与社会的和谐共处，都需要政府一定程度的协调和干预。

（二）知识产权国家战略的三个层次

我国知识产权国家战略的出现，既有外力推动，也源自内在需求。它既是一种文化自觉，也有

谋求自身发展的自省成分。一般认为，我国知识产权国家战略是在2008年提出的。%5但是，这种说法

并不严谨。其实，我国在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时，就提出

$8 [美]里查德·哈斯：《去全球化及其不满》，载《参考资料》2020年第96期，第3-5页。

$9 此次《民法典》制定，关于民法总则编的内容，基本上照搬了2017年《民法总则》的规定。对知识产权定义的条文分析，参见易

继明：《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及其缓和——兼对〈民法总则〉第123条条文的分析》，载《知识产权》2017年第5期，第3-11页。

%0 石广生主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读本（二）：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
版，第384页。

%1 2015年12月18日，《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71〕号）正式提出“知识产权强国”

的建设目标。此后，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研究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2019年底，国家知识产权局主持的《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纲要》编制工

作基本完成；2020年，进入向各部委、各机关及专家征询意见及协调审查阶段。笔者曾参与国家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研究和初编，预计新

战略将于2020年出台，替代2008年《纲要》颁布施行。

%2 [美]贾恩弗朗哥·波齐著：《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陈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

%3 易继明著：《技术理性、社会发展与自由——科技法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4页。

%4 参见[加]查尔斯·泰勒著：《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页。

%5 标志性事件是2008年6月5日国务院发文《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通知》（国发〔2008〕18号），颁布实施《国

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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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甚至更早，科技主管部门就提出过专利战略、标准战略和人才战略等。%6这些

都是一种早期的制度觉醒。加入WTO，完成知识产权基本制度的构建之后，我们对中国经济社会现

象开始的反思：我们虽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但是保护的基本上是国外企业的知识产

权。实践中，存在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被其他国家开发并获得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形，如《三国演义》

游戏、《花木兰》动漫作品等。而与此同时，我们自己再利用时，又需要支付许可费，而且我们自

身的文化却失落在其中了。许可费支付尚属私益，而文化的失落，可谓之“失魂落魄”%7——中国文

化“丢了魂”，国家层面的战略出台就势在必行了。总而言之，知识产权制度在激励科技创新、文艺

创作、推动知识传播、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根本性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

出来。%8这些反思与检讨落实到制度层面，就转化为对发展知识产权战略引领的需求。由此，催生了

2008年《纲要》颁布和实施，知识产权问题也第一次作为一项国家层面的战略被整体地提出来。

诚然，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将私权作为一种国家战略推进，又体现出知识产权的公共政策属

性。不过，公共政策属性是内嵌于知识产权制度之中的，将知识创造作为一种私权本身，也是一种公

共政策衡量。更何况，知识产权制度是科技、经济和法律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一种激励和调节的利益

机制，能够为国家的科技进步、经济增长提供法律保障。%9正因如此，本文认为，我国早期的知识产

权战略是从恢复知识产权这一私权领域的制度开始的。在缺乏私权观念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计划经济体

制的土壤中，我们透过“法律革命”的方式建立起了将知识财富作为私有产权的基本制度，这本身

就是一个巨大的国家战略转型。对中国而言，这是知识产权国家战略的第一个层次，通过二十世纪

八九十年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框架体系的搭建，已基本实现；而2008年《纲要》颁布施行，才是第二

层次的。

第二层次的国家战略推进，为中国社会带来了较大转变，一方面，深化第一层次的制度基础，

另一方面，完成了知识产权的整体社会认知和体制建构，并支撑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一，我国成为

了知识产权大国，不仅专利和商标申请量排名第一，而且核心专利、驰名商标和精品作品持续增加，

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经济增长及产业转型升级。例如，我国5G专利技术占比世界第一，基本上实现了

“3G跟跑，4G并跑，5G领跑”的战略升级。第二，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深入推进，改变了过去高

度分散的管理模式，实现了工业产权的集中统一管理^0，审查质量和效率得以极大提升，商标和专利

平均审查时间快于欧美。第三，知识产权大司法体制在逐步构建之中。^1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知

识产权法庭，建立了统一的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上诉机制；2014年试点设立了北京、上海、广州三家

知识产权专门法院，成效显著，目前已在多个中心城市法院设立了知识产权法庭。同时，积极推进

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三合一”审判机制，案件繁简分流、独任制审判、引入技术调查官、焦点

式审理等改革探索深入推进，有效提高了审判能力和质量。第四，促进WIPO在我国设立办事处，参

与WTO框架下的知识产权多边磋商，搭建“一带一路”交流平台，积极参与中美欧日韩、“金砖国

家”等机制合作，促进《北京视听表演北京条约》通过，达成了《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形成了知识

产权多边、双边国际合作新格局。第五，知识产权社会满意度稳步提升^2，2019年达到了78.98分，整

体步入知识产权保护良好状态。美中贸易委员会2019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显示，约60%受访

企业认为中国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尊重知识、知识付费、崇尚创新等知识产权风尚逐渐成为

%6 参见易继明：《编制和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时代背景——纪念〈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实施5周年》，载《科技与法

律》2013年第4期，第72-73页。

%7 张小军：《社会围绕“现代化”和经济中轴安排的弊端》，载李稻葵主编：《中国与世界观察》2006年第1期，香港社会科学出版

社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9页、第23页。

%8 张勤：《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是一个新的里程碑》，载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37/7378082.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
5月9日。

%9 参见吴汉东：《科技、经济、法律协调机制中的知识产权法》，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第140-148页。

^0 参见易继明：《构建集中统一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6期，第137-155页。

^1 参见易继明：《构建知识产权大司法体制》，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5期，第1260-1283页。

^2 参见管相杰：《我国专利保护的强度及改进措施——以2013年数据中私营企业专利权人为视角》，载《科技与法律》2015年第3
期，第457-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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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众的主流意识。

正是有了第一、二层次的基础，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将迈入第三层次即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阶段。

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来说，第一阶段是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第二阶段是解决从“有”到

“大”的问题；而第三阶段就是解决由“大”到“强”的问题。

（三）知识产权国家战略的五个转型

从知识产权二元论的角度观察，我国知识产权的国家战略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从公有制到以私权为基础的知识产权制度构建。哈佛大学安守廉教授曾经指出，中国文化

中存在“窃书不为偷”的观念，而中国古代禁止图书复制的规定，主要目的在于通过防止私自印制异

端材料来巩固皇权统治。^3宋代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实现了图书向商品的转化，出版商为维护自身利

益，开始向官府提出禁止他人翻印其著作的申请。不过，其具以申请的理由却是作者投入的精力、作

品的原创性、对盗版质量的担忧以及防止对作品“窜易首尾，增损意义”，未直接提出保护出版商财

产利益的诉求。^4可见，在我国古人的普遍认知中，知识与文化属于公共产品，不应被据为私有。这

种主流认知，事实上延续到了计划经济时代。此间民国改制，但战乱频任，难有实效；而新中国虽曾

零星出现为知识赋予私权保护的做法，^5但受制于经济体制，公有制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提倡私权保

护。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私权至上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以私权为基础构建知识产权制度才逐

渐提上日程。

其二，从注重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到强调制度的公共政策面向。知识产权具有重要的公共政策

价值，作为“创新之法”和“产业之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独具保护智力创造成果、促进创意产

业发展、规制知识经济和市场秩序的政策功能。^6更为重要的是，科技与知识产权同处产业链顶端。

因此，通过财政税收等方式支持基础研究、推动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鼓励企业对产业高地的争夺，

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应当努力的方向。制定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战略被提到议事日程，直至2008年
《纲要》颁布出台，知识产权与公共政策才得以深度融合。在此次疫情中，尤其体现为对强制许可制

度的反思。从承认私权转向强调公共政策，是对前期被忽视的问题进一步加深认识的结果，绝不意味

着对私权观念之根本的动摇。

其三，从政府主导到企业拉动，知识产权战略经历了自上而下的推动，再转入企业（市场主体）

自下而上的诉求，已出现了“上下联动”的态势。长期以来，知识产权制度对我国而言是一个“舶来

品”，是政府推动之下的产物。由于缺乏文化层面的内生性，我国公民的知识产权意识比较薄弱，这

也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状况提供了合理解释。不过，随着企业发展中知识产权基因的注入，这

一状况在近年来有所逆转。以著作权法修正为例，与前两次修正中国内产业主体的缺位不同，著作权

法第三次修正本质上是产业推动的。版权产业的发展也得到了数据的映证。统计结果显示，我国版权

产业规模已从2004年的7,884亿（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94%）增长到2017年的60,810亿（约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7.35%），核心版权产业行业增加值占比超过63%，^7版权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撑，产业与政策的良性互动开始显现。

其四，从科技推动转向经济拉动，即由产业经济支撑，并与商业贸易融合。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

早期推动力量是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现科学技术部），由此导致在“研发投入——成果产生——

专利申请——市场运用”的链条中，知识产权主要在前端发挥作用，以推动科技发展为己任。这一体

制是存在弊端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中的科研人员通常并不关注产业，从而导致产业发展与基础研究之

^3 参见[美]安守廉：《知识产权还是思想控制——对中国古代法对文化透视》，梁治平译，载《中国发明与专利》2010年第7期，第

57-58页。

^4 参见邓建鹏：《宋代的版权问题——兼评郑成思与安守廉之争》，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第71-80页。

^5 例如，1950年全国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指出：“出版业应尊重著作权及出版权，不得

有翻版、抄袭、篡改等行为”；1953年原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纠正任意翻印图书现象的规定》要求一切机关团体“不得擅自翻印出版社

出版的图书，以尊重版权”。

^6 吴汉东：《试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法治观和发展观》，载《知识产权》2019年第6期，第3页、第6页。

^7 参见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17年中国版权产业的经济贡献（报告摘要）》，载《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4月29日第

T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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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存在断层、脱钩；而知识产权带来的收益，实际上要在市场中才能实现。权力机构配置的错位，使

知识产权在经济发展、特别是商业和国际贸易中的作用难以显现。这也是我国长期未真正地将知识产

权作为一项产权制度的重要原因之一。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

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

献度，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8政策文件的出台，意在强调科技和经济

“两张皮现象”要改变，但重心仍然在强调科技推动作用。其实，知识产权重心在于产业经济和商业

贸易：与产业互为支撑，与商贸互相交融，这才是从产权角度解决知识产权发展的真正转型。这方

面，我们意识到了问题，但仍然在路上，转型任务十分艰巨。

其五，从内部发展到对外扩张。2008年《纲要》尚属于“内敛型”战略，主要还是侧重于国家内

部的发展，对知识产权在对外贸易扩张中的作用，还认识不足。对于这一问题，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

历史早已提供清晰的答案——以《TRIPS协定》为代表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机制，就是在创新药企、

好莱坞电影业等利益集团的推动下产生的。这些企业组成的知识产权委员会发动了广泛的游说活动，

督促国会认识到“美国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依赖于世界范围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并将其思想包装

成解决问题的方法——支持其强劲的出口行业，就能够帮助美国从已有的经济衰落中走出来，最终在

全球范围内实现了利益最大化。^9为将知识产权议题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美国甚至威胁退出第八轮关

税与贸易协定的谈判。&0反观我国，虽具有民间文艺、基因资源、地理标志等优势，但却未能有效利

用，甚至面临被国外企业开发、受制于国外知识产权人主张的风险。在未来的发展中，企业“走出

去”战略如何实现，如何通过“一带一路”、中非合作机制使我国优势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获得国际

认可，进一步吸纳全球创新资源，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命题。

从以上五个方面的转型我们发现，中国知识产权战略发展至今，经历了私权建构、对私权建构

后的公共政策属性的反思，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转向企业需求拉动，以及融入产业经济和国际贸易

之中，并逐渐开始对外扩张的过程。这期间，人们逐渐认识到，知识产权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私权保

护的问题，更是一个与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安全、对外交往等密切相关的问题。公众对“知识产权战

略”的认知率，由2008年的3.7%，已上升至2017年的85.3%。&1随着将知识产权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

层面，一条通过知识产权统合国家整体发展的思路逐渐清晰起来了。诚然，无论是公权力自上而下的

推动还是作为私权的社会自身之滋养，知识产权要真正植根于经济社会发展，只有在“科技推动——

产业支撑——商贸融合”价值链中实现自身的价值，才能助推并实现“民富”与“国强”。这才是知

识产权战略的要义之所在。

四、对外关系中的知识产权外交——兼论中美“泛知识产权”领域的结构性冲突

（一）中美冲突的战略性

“我们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得益于我们与美国的建设性协调与沟通，也得益于美国及其盟国构建

的全球化的自由贸易体系。国际市场对中国人的开放，导致了中国这一‘世界工厂’产生，促进经济

增长的同时，也为中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外汇和金融资本。”&2事实上，中美两国领导人过去反复强

调的是，“发展两国关系对未来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两国领导及高层官员深谙外交之道，意识到

彼此合作对双方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从而避免具体事件或者议题的分歧给双方在重大问题及合

作方向上带来阻碍。&3那么，为何时至今日，中美两国很难进行建设性的协调与沟通，美国似乎已经

^8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载http://www.gov.cn/xinwen/2015-03/23/
content_2837629.htm，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5月9日。

^9 [美]苏珊·K.塞尔著：《私权、公法——知识产权的全球化》，董刚、周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

&0 参见石广生主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一）：世界贸易组织基本知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页。

&1 《国家知识产权局:〈纲要〉实施10年 社会公众对知识产权战略认知率由3.7%提升至86.3%》，载http://www.ce.cn/cysc/zljd/
gzd/202004/23/t20200423_34766395.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5月20日。

&2 同注释#8，第3页、第8页。

&3 参见王缉思、[美]李侃如著：《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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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容忍中国政府，甚至对个体的中国人（如对待中国留学生、中国移民等）也不再释放善意了呢？

究其实质，中美有合作的一面，但其两国的冲突本身也具有战略性的一面。这种战略性的冲突，

涉及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老大”与“老二”的冲突，即人们常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修昔底

德陷阱”问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日益逼近美国，无论我国如何强调中美合

作，都势必要面临美国的战略遏制。第二个层面，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及体制较

量，自二十世纪以来始终没有停止。也即前苏联体制瓦解之后，历史并未如福山所说的“终结”，而

是由此转换为夹杂意识形态的两大体制竞争的再衡量。第三个层面，抢占经济社会发展制高点的核心

竞争，即“泛知识产权竞争”，这是一种软硬兼具的硬核竞争。

“再全球化”进程中，需要对中美冲突的战略性有着深刻的认识；这种战略冲突，在局部或者

某个阶段，超越了人类共同命运或者个体权利的普世价值与关怀。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解读

出特朗普政府为何在自由民主的旗帜下，通过对华贸易战损害中国企业和老百姓的利益，并在新冠

疫情背景下挑战人类的共同命运。中美“泛知识产权”领域的结构性冲突，也是在此背景下才能够

被解读出来。

（二）中美“泛知识产权竞争”的结构性

在此次中美贸易战中，尤为引起美国疑虑的，是我国国有企业的行事方式和国家资本在产业发

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也涉及曾一度在国内引起广泛讨论的产业政策话题&4，更关乎中国市场经济地

位。以反倾销调查为例，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已经成为影响未来国际贸易秩序演进的关键问题，需要在

国内引起进一步的重视。&5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关乎竞争公平与意识形态之争：在美国看

来，中国通过产业政策扶持国企从而冲击世界，是对市场秩序的扭曲，并导致自发的市场在一个“如

此规模巨大而且有如此广泛政府干预的经济体”&6面前劣势尽显；产业政策也承载着中国的意识形态

和政治、战略考量，这对西方社会的价值冲击更为明显。在新近达成的USMCA中，第32章第10条的

“非市场经济”条款就是为中国量身定制的。&7其禁止USMCA缔约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由贸

易协定；如有违反，其他缔约国可以终止与该国的缔约关系，使之丧失已获得的贸易利益。&8根据这

一趋势，中美第二阶段协议谈判中，国有企业及补贴问题或将成为重头戏。

从起源来看，中国产业政策的制度选择并非完全基于自身体制，也是对别国经验的合理借鉴。在

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产业升级和新产业的出现，通常会因先行者的外部性以及所需相应软硬基础设施

缺失等市场失灵问题的阻碍，需要政府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也就是产业政策，来给予克服。&9日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恢复过程中，国家指导、产业政策、政府背后的财团就在克服这一阻碍中发

挥了坚实的作用；其将知识产权提升为国策的做法更是持续为经济发展赋能，并为我国所借鉴。*0从

客观结果来看，我国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一系列战略的实施。事实证明，我们有自身的制度和体制优

势，未必需要对西方道路全盘接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中美冲突的持续性。

沿着这条道路进一步思考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不难看出，如前所述，中美与其说是“同床异

梦”，不如说是“分床而眠”。根据美国的预设，中国改革开放、加入WTO会推动中产阶级和自由

观念的形成，这一想法现在看来是落空了。即便存在收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西方自由至上的理

念在我国并无生成的土壤，我们在经济上强调“民富”“先富带后富，共奔富裕路”，我们的政治主

&4 产业政策争论中的两位突出代表人物为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和张维迎教授。参见张维迎：《产业政策争论背后的经济学问

题》，载《学术界》2017年第2期，第28-32页。

&5 参见贾文华：《欧盟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与中国的应对之策——基于〈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5条之争的分析》，载

《外交评论》2017年第5期，第1-26页。

&6 此处引用了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苏珊·施瓦布的表述，转引自崔凡：《既定规则不足可以再谈，但说中国没遵守入世承诺就是泼脏

水》，载http://www.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0954，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5月11日。

&7 See AEIdeas, USMCA "Trumps" China, Dec 11th, 2019, at https://www.aei.org/foreign-and-defense-policy/usmca-trumps-china/, last visited: 
2020-05-11.
&8 See USMCA, art 32.10.
&9 参见林毅夫：《日本经济起飞靠的是竞争政策还是产业政策》，载《中华工商时报》2018年5月15日第003版。

*0 参见叶强：《日本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借鉴意义》，载《经济纵横》2007年第11期，第6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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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则是以社群主义话语构建的。*1这一植根于道路选择中的本质差异始终存在，只是西方国家这几年

才开始予以重视罢了。

除了认知层面的变化之外，中美渐行渐远也与美国这几年在国际舞台的动作有关。这些年，美国

始终站在道德高地，陷入扮演“世界秩序维护者”的乐趣之中而难以自拔，频繁以“世界警察”的身

份指责其他国家。特朗普上台以来更是大力倡导“美国优先”，从TPP转入双边机制，以最大限度满

足美国政府的贸易利益。*2对华政策方面，也已从贸易领域深入到人才交流等领域；2019年，中国学

生赴美交流增长率创下新低。本因《阶段性协议》签署而略有缓和的中美双边关系，却在疫情暴发后

再度被泼冷水。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污蔑中国并扬言要中国赔偿损失，就是其典型体现。即便特朗普

在今年大选中落败，鉴于两国战略之争、制度之争、高端产业链竞争格局未变，由疫情引发的美国国

内紧张局势也需要对外转移矛盾来缓和，美国民调亦倾向对华采取更强硬政策。*3总之，中美竞争结

构性冲突一时很难消解，美国当局围堵中国的策略并不会根本改变，两国关系在短期内也难以获得实

质性改善。

（三）知识产权外交的技术路线

虽然全球化大势不可逆，但疫情之下的中国，确实面临着被孤立的趋势。这既源于上文所述的

意识形态、价值观、经济结构的冲突，也与中国在疫情中的表现有关。中国在疫情的国内控制方面

成果显著，在国际合作方面也展开了实质性努力，尽显大国风范。在最为讲究平衡与制衡的国际政

治领域，中国制度在应对紧急情况时展现的特殊能力，反而会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忌惮，更加孤

立中国。

不过，存在外部压力并非是坏事。“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4若内部

难以形成舆论上的检讨机制，源自外部的压力反而有助于让我们保持头脑清醒，实现与美国的交流、

与世界的联络。在美国意欲“去中国化”的趋势之下，如果我们继续扩大对外交流，充分运用知识产

权发展“技术外交”路径，或许能够实现逆风翻盘，让世界的发展转而“趋中国化”。在“泛知识产

权竞争”中，知识产权外交“硬中有软”“软中有硬”，也更容易站在道德制高点，并有助于提高我

国亟待增长的软实力。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便确定了“市场换技术”的基本路线，并出台了专

门的《技术合同法》*5，希望促进和吸引创新，但由于前期知识产权保护并不完善，我国的“市场换

技术”的路线只成功了一半。如今我国的经济水平、产权制度、营商环境都有所改善，技术外交也应

实现从“引进”到“引进与输出”并重。

在专利领域，技术外交可以围绕专利审查高速路（以下简称PPH）而展开。专利审查高速路旨

在建立一种有效的专利审查机制，确立两国之间的审查顺序，使首次受理专利局的检索结果可被二

次受理专利局所承认并使用，从而提高专利审查效率和质量，促进专利信息在世界范围的交流和扩

散。*6早在2014年，包括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内的世界五大专利局（中美欧日韩）就共同启动了

PPH试点项目（以下简称IP5 PPH）。IP5 PPH为期三年，经过五局共同决定已分别与2017年、2020
年各延长一次，目前的截止日期为2023年1月5日。*7除此之外，根据中国大陆地区与香港地区《关

于专利领域的合作安排》，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向香港知识产权署在实质审查和人员培训方面提供技

*1 参见任剑涛：《思想的张力——当代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中国》，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第65-67页。

*2 参见韩立余：《〈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全译本导读（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代序，第3-4页。

*3 参见《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对话陆克文、谢淑丽、胡谧空等：中美脱钩的风险》，载h t tps : / /mp .we ix in .qq .com/s /
AIPf44pyiyamGkqglQ2QJQ，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5月11日。

*4 《孟子》卷十二，《告子章句下》，载《诸子集成（1）：孟子正义》，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515页。

*5 1987年6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自1987年12月1日起施行。1999年3月15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颁布，合同法统一，《技术合同法》自1999年10月1日起正式废止。2020年5月28日《民法典》通过后，原合同法并入民法典独立成《合同

编》，原《合同法》自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废止。

*6 Se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 Pilot Program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and European Patent Office, at 1, Oct. 15th, 2008, at 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pac/dapp/opla/preognotice/pph_epo.pdf, last visited: 2014-
12-04.
*7 《五局（IP5）专利审查高速路（PPH）试点再延长》，载http://www.sipo.gov.cn/zscqgz/1144964.htm，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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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协助和支持，*8这也是专利领域合作的一种重要形式。总的来说，我国应当重视专利审查员的培

训与国际交流，这能够为我国参与国际专利制度体系构建、推广中国专利文化创造条件。*9客观而

言，我国也具备建立庞大的专利信息审查系统的能力，以之为基础展开“一带一路”技术合作，应

当成为我国专利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技术合作路线并非仅体现在专利领域，影视、文化、体育等泛娱乐领域的交流合作，也是其应有

之义。这其中，还涉及到文化安全问题。文化安全是一种在文化差异与冲突中保持自身文化特质、化

解潜在文化风险、抗击外来文化冲击、进而维护文化主权的状态，是实现文化自信的现实保障。(0在

文化安全建设方面，“最好的防守即是进攻”，这是重要的政治智慧。这种观念认为，防止域外文化

侵蚀的最佳路径是激励本国优秀文化作品的创作与传播，进而以一种潜移默化、易被接受的方式输出

本国核心价值观。好莱坞商业大片的运作逻辑即是如此，其将那些能把大众连接在一起并富有现实焦

虑感的价值观融入通俗化实践，建构一个扩大了的公共性机会，从而不断提升其渗透力。(1通过场景

化构建所形成的渗透力往往比枯燥的言语宣教更为持久而深入，这也是文化产品对价值观输出的独特

作用之所在；从制度上看，其属于商标与版权发挥作用的领域。

技术外交路线的可取之处，在于其回避了意识形态的冲突，更为温和、务实。技术路线的底层是

融合产业、经济和贸易的知识产权，其既能对内界定产权，又可对外维系技术交往，促进对外经贸关

系的发展。这样一来，即使出现“政治冷”“经济冷”的局面，只要我们的技术路线存在，便维系着

与世界的交往，以及维系着高端制造业和创新资源的汇集。

五、新时代国家知识产权强国战略

2020年，我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纲要正在编制。值此关键时期，中美关系及突发的新冠疫情并未

打乱我们既定的节奏，却也让战略制定者进一步清醒地意识到战略出台所处的国际环境和本国国情。

所谓“知识产权强国”者，实则包括了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对知识产权本身的质量要求，即要

有原创技术、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重大技术，有自己的驰名商标和品牌，有具备市场号召力的作品

等；第二层含义，是通过知识产权促进国家强大，通过对知识产权进行底层控制，从而获得高附加值

的回报，甚至是制约竞争对手；第三层含义，是借鉴美国通过知识产权、资本和军事实力引领世界的

经验，使知识产权成为我国对外发展的软硬兼具的硬核实力，构建自身知识产权文化并融入国际保护

的理念、规则和秩序，实现“内外兼修”。第三层次的知识产权与制度、规则和文化捆绑，具有深刻

的政治含义，能够增强国家的软实力。(2 
知识产权国际秩序将进一步呈现出多极化、均衡化的发展趋势。而这对于长期处于霸主地位的美

国来说，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适应，甚至会导致美国放弃现有的国际框架体系而另起炉灶。这似乎预

示着，“分床而眠”也许会成为一种新常态，中美还会继续博弈。从以往经验来看，在全世界范围内

不断推动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塑造新的知识产权或者技术壁垒，以维护国际竞争优势，实现

贸易顺差，是美国一贯采取的措施。客观地说，美国这一举措的效果是明显的，USMCA和《阶段性

协议》就是典型体现。对于一向注重实用主义的美国来说，其必不会弃用知识产权这枚重要的棋子：

软硬兼具，且占据着道德高地。而作为全球创新大国，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持续吸引力也并不会因

疫情而消退。总体上讲，世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向高标准、高水平演进的态势不仅不会改变，而且还

会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进程加剧日趋严格。于我国而言，欲谋外者先固内。固本强基，由内及外，是

新时代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逻辑起点。加强中美互信，透过各种形式的多边或者双边机制构建新的国

际秩序，是新时代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重要手段。理顺体制和机制，通过融贯创新促进知识产权价值

*8 《香港知识产权署与内地签订专利制度合作》，载http://hm.people.com.cn/n/2013/1206/c42272-2377155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
5月11日。

*9 参见易继明、初萌：《全球专利格局下的中国专利战略》，载《知识产权》2019年第8期，第38页，

(0 参见殷忠勇：《文化自信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载《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17-18页。

(1 参见储双月：《好莱坞大片：将道德观念融入通俗化实践》，载http://sscp.cssn.cn/xkpd/xwcbx_20157/201407/t20140716_1255356.
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5月11日。

(2 参见阎学通：《中国软实力有待提高》，载《中国与世界观察》2006年第1期，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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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实现，是新时代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根本目标。总的说来，结合中美关系和国际知识产权发展现

状，我国当前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应该从以下四条主要思路展开。

（一）中美互信商谈论
中美之间减少互疑因素，建立战略互信，推进战略合作，这是解决目前中美知识产权纠纷的出

发点。客观上，美国在知识产权领域总在指责中国，并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打压中国。例如，2020
年WIPO总干事换届选举，美国动用其外交资源抵制中国推选的候选人，甚至公开声称“只要不是中

国，谁都可以！”最终，美国支持的新加坡知识产权局原局长邓鸿森获得提名，并在5月召开的WIPO
特别成员国大会上获批任命。这种做法，也反映出美国对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所作所为充满了疑虑。

如何从“互疑”转为“互信”呢？诚然，对标美国，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一条总的思路。而

具体做法上，本文认为，我们可以借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从商谈论出发建立起各种对话和交

流机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告诉我们，在法律不确定性状态下，从契约论转向商谈论，并不影

响权利体系和法治国原则体系。(3而且，本文认为，商谈论能够在一个“直观语境”（哈贝马斯语）

中透过法律的社会交往实现互动，包括产生新的法律（或者契约）并进行再生产的互动。如前所述，

中美存在战略性和结构性冲突，两国之间很难如北约之于欧盟、美日安保条约之于日本等形成一个确

定性的同盟关系。当此大国博弈、“敌人意象”(4被唤起之际，彼此甚至不可能达成一个确定性的协

议，诸如《阶段性协议》，也是一个阶段性的，也许只是基于商谈论的一个起点而已。从实际现象观

察，刘鹤副总理于2020年8月25日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奴钦通电话，沟通两国宏观

经济政策、《阶段性协议》落实情况等，就具有建设性，也印证了沟通、商谈在两国间所具有的战略

意义。

针对特朗普政府意欲与中国“脱钩”的打压政策，中国应该以“缠绕”为主，不急不躁地跟美

国人“打太极”，以守为攻。(5四十多年的交往，中美利益交织、命运攸关；合则两利，断则两害，

两国领导人应该避免零和博弈思维。事实上，从克林顿到小布什，中美之间在相当广泛的领域建立起

了对话和交流机制，知识产权问题始终是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2月，小布什政府发

布的《总统经济报告》和美国贸易代表发布的评估报告《美中贸易关系：进入更大责任与施行的新阶

段》中强调，中国政府应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履行承诺等，并作为利益相关者承担国际义务和双边

义务。随后，两国于当年年底开启了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6中美已经建立起来的对话和交流机制，

中方应该尽量维持并保持沟通与交往，并在各种沟通与交往机制中植入知识产权因素：一方面是加强

“泛IP”粘连性；另一方面是建立起理解对方的“知识产权文化商”或称“知识产权商”(7。

（二）知识产权治理现代化

现代社会中，一种积极的国家观需要从两个方面去实现：一是优化国家的治理结构，提高其治理

能力；一是从知识产权领域去突破制约有形财产形成的瓶颈，改变资源的禀赋，寻求更多的社会附加

值，由此掌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制高点。谁掌握了制高点，谁就拥有社会权力。社会权力有经济权力、

规范性权力和政治权力三种表现形式。(8结合这两个方面，要践行积极的国家观，莫过于将两者合为

一体，直接定位于：完善知识产权自身的治理结构，推动知识产权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9，这一判断同样适用知识产权领域。知识产权治

(3 参见[德]哈贝马斯著：《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董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版，第240页。

(4 同注释l，第44页。

(5 参见易继明、孙那：《美国知识产权政策走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从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角度的一个初步分析》，载《国际贸

易》2017年第3期，第47-54页；又参见易继明、李春晖：《美对华启动301调查与我国的应对措施》，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8年第1期，第65-81页。

(6 参见金卫星：《中美经贸关系的历史轨迹（1979～2016）》，载《美国研究》2018年第4期，第43-49页。

(7 “文化商”（Culture Quotient，即CQ）首先在工商管理领域被提出，是衡量一个人在跨文化环境中应对自如的能力和谋略。这是

继“智商”“情商”之后提出的新概念。2016年，笔者在承担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利制度研究》项目中，借此概念提出

“知识产权文化商”（IPCQ），也可以简化为“知识产权商”（IPQ），意指在跨文化交往中衡量一个人对知识产权文化的理解、尊重及

运用能力。

(8 参见[美]贾恩弗朗哥·波齐著：《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陈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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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结构取决于知识产权体制，而知识产权体制是现代法治社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范畴。我国知识

产权体制包括五个维度：一是党对知识产权工作加以全面领导的领导体制；二是立法部门行使知识产

权方面立法权的立法体制；三是行政部门对知识产权行政工作的管理体制；四是司法部门对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的司法体制：五知识产权事务体系中的共治体制。
100

过去，我们的知识产权体制主要依附

于科技管理、新闻管制、市场监督或者司法保护等体制之下，缺乏整体性、自主性和主体意识。
101

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知识产权体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改革，但新一轮知识产权体制改革并非终点。例

如，我国高度分散的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工业产权（专利和商业标志）相对集中的“二合一”模式之

后，后续的行政管理与行政执法的界分、行政与司法的衔接等，改革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同时，最高

人民法院2014年成立北京、上海、广州三家知识产权专门法院，2019年成立最人民高法院知识产权法

庭，知识产权司法领域改革虽有一定成效，但专门化的知识产权大司法体制还在构建之中，还面临着

建构独立的审判组织体系和专业化审理模式，以及培养专业化知识产权人才队伍等问题。

我国知识产权体制的完善，首先需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宏观决策能力。在全球化博弈、贸易

与知识产权一体化进程中，知识产权制度早已不再是简单的申请注册、审查及授权，而是与经济、

贸易、外交、文化等息息相关的运行机制，
102

因此，实现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的统筹协调势在必行。我

国目前虽然建立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但作为牵头单位的国家知识产权

局与其他部委平级，可供调动的资源有限；此外，该制度在运行中还存在召集人层级有待提高
103

、以

突击为常态
104

等问题，不利于工作的开展。上述弊端，需要通过提高决策层级、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

来化解。

在司法层面，则需逐步构建知识产权大司法体制。
105

我国不仅要有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及审判组

织体系，还应该建立独立的知识产权审判规则、审判体系等。同时，也要构建知识产权社会共治共享

体系。一方面，让社会分享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成果，实现知识产权的可及性；另一方面，也要吸引企

业、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知识产权治理，实现知识产权治理效果的最优化。

（三）重塑知识产权价值链

从尊重私权到对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属性的强调，从政府主导到产业需求，从科技推动到产业经

济和国际贸易，“科技推动、产业支撑、商贸融合”的知识产权价值链逐步显现。在知识产权价值链

上，科技推动是前端，产业支撑是中端，商贸融合是终端。由此，需要一改以往“科技”与“经济”

两张皮的现象，确立以知识产权价值链为基础的基本方针。

在科技推动层面，为解决我国科技体制中存在的政府管理权限过大、主管部门多头、科技成果

转化率低等问题，应做到如下三点：一是坚持科技规划与知识产权事务的协同、促进“知识产权公共

池”的形成；二是发挥市场因素在产学研合作机制中的核心作用；三是赋予科研机构对科技成果的处

置权（或者“实施权”）。在产业支撑层面，应建立三个运行机制：一是基于专利技术分析而建立的

技术引导机制；二是针对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建立的知识产权攻关机制；三是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在

商贸融合层面，一方面要强调技术性融合，推动企业将知识产权的运用作为商业活动的支撑点，将知

(9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载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10月第1版，第136-138页。

100 易继明：《理解我国知识产权体制的五个维度》，载《中国科学报》2019年7月23日第008版。

101 同注释(9。

102 参见易继明：《构建集中统一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6期，第149-151页。

103  根据《国务院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召集人由国务院分管知识产权工作的领导同志担任，而日本

知识产权战略本部的本部长由内阁总理担任，韩国国家知识产权委员会的委员张由国务总理与一位民间人员共同担任。

104  这可以从《国务院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工作规则”中看出，具体规定如下：“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

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由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的副召集人主持。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提出召开会议的建议。在联席会议召开之

前，由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或其委托的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召开联络员会议，研究讨论联席会议议题和需提交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及其他有

关事项。联席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印发有关方面并抄报国务院，重大事项按程序报批。”

105 参见易继明：《构建知识产权大司法体制》，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5期，第1260-1283页。

106  2020年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白人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暴力执法，将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按

倒在地，用膝盖压住其颈部。弗洛伊德被锁喉期间，一直呼喊“I can't breathe”（我不能呼吸），但警察不予理会，终致其窒息而死。这一

悲剧，引发了全美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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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嵌入商业模式创新当中，建立符合自身的知识产权战略，并在政府、社会层面鼓励知识产权的

运用、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另一方面也要推动市场性融合，促进知识产权运营水平的提高、发展知

识产权金融服务。同时，可考虑制定指南性文件，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指导；建立长

效的国际贸易谈判知识产权评价机制，广泛参与国际贸易协议的谈判与制定。

（四）形成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四边联动”机制

为进一步适应知识产权国际规则，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日渐完善。下一步，需要进一步提升知

识产权执法能力、营造良好的国内营商环境。而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并

在国际知识产权秩序建构和维护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具体的做法：一方面应当继续坚定不移地高举全球化大旗，倡导自由贸易，维护知识产权多边机

制，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另一方面，通过“多边”“小多边”“双边”及“单边”等“四边联动”

机制，将知识产权融入贸易、经济、文化、科技等交流和合作之中，推动知识产权国际新秩序的建

构。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应避免“战狼外交”。这种做法虽能图一时之快，却遗患无穷，事实上根本

无助于沟通、交流及实质问题的解决。

“四边联动”机制包括：一是，参与WTO/TRIPS和WIPO框架下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完

善，推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执法体系、促进技术交易，以及与公共健康、遗传资源、民间文艺

等相关议题的谈判；二是，以地缘经济、地缘政治为基础，借助多种平台如“中美欧日韩”五局、

“中日韩”三边、中国与东盟十国、“一带一路”建设等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或者谈判，适时加入

CPTPP等“小多边”组织；三是，进一步巩固与强化中韩、中欧（如《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等已有

的双边成果，积极开展双边贸易谈判，通过点对点的接触和挖掘，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四是，借

鉴美国“301调查”和“307调查”机制，建立不公平贸易的应对机制，维护本国企业的权益。

一般来说，“四边联动”往往指代“多边”“小多边”“周边”“双边”，但本文将“周边”

提法也纳入了“小多边”机制。诚然，“小多边”和“周边”又都属于“多边”机制，只是相对于更

为广泛的WTO和WIPO而言，其范围窄一点而已。本文强调“四边联动”，意在指出：“单边”“双

边”“多边”机制各有所长，只是各国在运用时有不同的侧重点。就目前的情况而言，韩国以双边机

制为主，日本更多地运用“多边”机制，美国则三者并用。各国具体如何选择，应视各国发展需求而

定。就我国而言，作为一个逐渐发展起来的大国，不仅应当综合运用三种机制，还需要关注多边机制

下的“小多边”和“周边”两个机制。目前，东盟已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对象，这是我国运用“周

边”机制所带来的显著成果。在“周边”的基础上，我国还可以建立起“小多边”的经贸关系，实现

经贸为外交解套。而这一层一层的经贸关系，同时也是嵌入知识产权规则的绝佳机会，通过层层疏

导，最终使我国主导的知识产权规则能够走向世界。

结 语

时至今日，美国“乔治·弗洛伊德事件”
106

还在发酵之中，2020年8月23日美国威斯康星州警察的

枪声又再次响起，基诺沙市一名非裔男子遭警察连开数枪而致瘫痪，由此再度引发民众骚乱
107

。弗洛

伊德临死前发出了“I can't breathe！”（我不能呼吸！）的微弱声音，恰如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对中国

的围堵，也让我们几乎不能呼吸。

本文认为，虽然美国借助新冠疫情对中国进一步围堵，但西方国家也并非铁板一块，全球化仍然

是主流。事实上，疫情只是一个休止符，世界仍在大合唱，更需要融入了中国后的大合唱。

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凭借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和“人口红利”，在全球贸易中获

利不断。但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环境等成本的上升，我国中低端制造业的优势已

不复存在，被替代的风险更因此次疫情而加剧。值此之际，我们逆势而上，在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理

念之下进一步打开国门，坚定不移地通过进一步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严格的知识产权执法为创新保

驾护航，就能够走出一条以知识产权统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路线，实现知识产权强国战略。

107  张琪：《威斯康星州爆发严重骚乱，华盛顿派千名国民警卫队员前往应对》，载http://news.ifeng.com/c/7zGzOiiErFw，最后访问日

期：2020年8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