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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的知识产权冲突与应对
曹新明 咸晨旭

内容提要：2018年由美国单方挑起的中美贸易战，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以知识产权为策略工具，制
造知识产权冲突对我国进行打压，以达到遏制我国崛起。经过22个月的艰苦协商，2020年初两国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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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知识产权条款是中美两国就知识
产权问题取得的初步共识，有利于缓和两国相互对抗的紧张局势。未来，面对风起云涌的中美关系和
国际形势，中国应明确发展方向，坚定实施知识产权缓冲术：强化我国各个领域的科技研发能力；加
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提高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我国知识产权国际影响力，以此缓和两
国之间的知识产权争端，应对美国可能发起的新挑战。

关 键 词：知识产权 中美贸易战 中美经贸协议 “十四五”规划 知识产权强国战略 
“一带一路”

Abstract: The Sino-US trade war, started by US unilaterally in 2018, aims to contain the rise of China 
by using IP policy as a strategic tool. After 22 months of negotiation, the two countries reached the first phase 
of the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in early 2020. The IP clauses in the agreement represent 
the preliminary consensus in IP issu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hich are conducive to alleviate the tense 
bilateral situation. In the future, facing the complicated Sino-US relationship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China should clearly define the direction for developing IP undertakings and firmly carry out the buffering 
policies in this field, including enhancing the R&D capabilities in all aspects nationwide; strengthening IP 
system construction; raising IP protection level; and promoting China’s IP-relate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It is 
recommended to alleviate the IP disput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get ready to respond 
to the possible new challenges imposed by US.

Key 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Sino-US trade war; Sino-US trade agreement; the 14th Five-Year Pl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werhouse strategy; the Belt and Road

一、引言：中美贸易战之缘起

自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a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就在合作与对抗的基调

下曲折发展。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不断

增强，中美两国的经贸交往也更加深入，但随之而来的，两国的贸易摩擦却愈发频繁地出现。2017
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1974年《美国贸易法

案》第301条审查所谓的“中国贸易行为”，并迅速启动对中国的“301调查”，此举严重损害中美

贸易关系，成为激起中美贸易摩擦的导火索。b2018年4月4日凌晨，特朗普总统再次签署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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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参见《中美建交公报》（1979年）。

b 参见《美国正式对中国发起“301调查”》，载http://www.xinhuanet.com/2017-08/19/c_1121508900.htm，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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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将对原产于中国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涉及航空航天、信息和通讯技术等

行业。面对美国的贸易制裁措施，我国政府针对性地采取反制措施，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若干类商

品同样加征25%的关税。c随后，中美贸易战随着特朗普政府对我国出口到美国产品关税的逐级加

码而迅速升级。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下令其后七年内，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出口电信零部件，17日美国再次下令禁止移动运营商使用联邦补贴购买包括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生产的电信设备。2019年5月15日，特朗普

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将华为列入管制清单。美国开始动用国家力量对中国科技企业进行打压。

加征关税和压制中国科技企业仅仅是美国进行贸易战的外部手段，而其发动贸易战的内部焦点体

现在美国2018年发布的两版“一般301调查”报告和2019年4月发布的“特别301调查”报告中。美国

利用巨大篇幅无端指责中国存在所谓的不公平的技术转让制度，以及所谓的知识产权保护范围狭窄、

保护力度不足、法律改革停滞等问题，并毫无依据地认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已经严重损害了美国

的经贸利益乃至国家利益。质言之，中美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分歧是中美贸易战的关键冲突点。在此背

景下，探讨中美贸易战的本质以明晰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真实意图与竞争策略、分析中美针对知识产权

冲突形成的初步共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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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知识产权条款，有助于我国清醒认识现阶段中美贸易战的真实形势，并为确定未来的应对

战略和发展之路奠定基础。

二、争端本质：美国借知识产权冲突遏制我国崛起

美国以巨大的货物贸易逆差为借口挑起贸易摩擦，但美国发动贸易战的意图并不在此。有关中美

贸易战的本质，有观点认为，中美存在的贸易摩擦在于美国担心近年来中国科技水平的迅速提高会动

摇美国现今在全球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进而引发美国国内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问题，d中美贸易战

的本质是中美两国全球战略地位之争在经贸领域的反映。e亦有观点认为，美国表面上以双方协商为

手段寻求贸易平衡，实质上却通过贸易、外交、科技等全方位措施，阻止中国的赶超态势，f贸易战

背后反映的是美国破坏“中国制造2025”、阻碍中国崛起的霸权心态。g虽然上述观点各有侧重，但

在美国全力压制中国发展的看法上意见一致，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参考历史上美

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间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规律以及知识产权在国际竞争中

的重要作用可得，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是激起美国压制意图的重要原因，且以知识产权为工具引

发中美知识产权冲突是美国在此次贸易战中的核心竞争策略。

（一）美国一贯的霸权理念

从国际政治关系角度讲，国际社会关系中的每一个国家都具有平等的国际地位，彼此应当相互尊

重，国家事务以及国际事务应当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准则及国

家平等原则都不允许强国凌辱弱国，大国欺压小国。然而，美国自恃其强大的国家实力，总是一副凌

驾于国际社会或位高于其他国家的姿态，不允许其他国家对其地位形成威胁。h历史上曾数次发生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遭受美国强势打压的事件。如若一国的经济实力位列世界第二并开始对美国的领先地

位形成威胁，就会遭遇美国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全线围堵，引发贸易战或者争端。

19世纪90年代，美国赶超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迅速发展变强。第二

c 参见《大事记时间轴：中美贸易战，谁更受伤？》，载http://www.dsj365.cn/front/article/6015.html?pageNo=5&sort=desc，最后访问

日期：2020年7月30日。

d 参见宋河发、赵星、武晶晶：《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我国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发展对策》，载《中国科学院院刊》2019年第8
期，第856-865页。

e 参见陈继勇：《中美贸易战的背景、原因、本质及中国对策》，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72-81页。

f 参见潘悦：《全球化背景下的中美贸易冲突：缘起、影响与走势》，载《理论视野》2019年第1期，第49-59页。

g 参见冯晓青：《知识产权制度运用与企业创新发展——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华为被美制裁事件的启示论起》，载《人民论坛·学
术前沿》2019年第13期，第32-42页。

h 参见魏光明：《霸权周期理论与中美关系》，载《当代亚太》2002年第2期，第1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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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世界大战后，为了维护自身地位，美国与当时位居世界第二的前苏联反目，并对其采取了一系列制

约措施，从政治上的“杜鲁门主义”、经济上的“马歇尔计划”到军事上的“北大西洋公约”，形成

了对前苏联全方位攻击和打压的局面。在美国的围追堵截之下，苏联败下阵来，最终解体，美国称霸

世界并开始主导全球的规则制定与制度安排。i20世纪70年代，日本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样

未能逃脱第二大国的魔咒。苏联解体后，日本的经济迅速发展、资本力量大幅扩张，而美国却财政赤

字剧增，为了扭转这一局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迫使日本签订“广场协议”，刺激日元

急剧升值，j将日本经济拖入巨大的泡沫之中，至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资本泡沫破裂，日本的经济发

展陷入了长达十年的停滞。k再次占据霸主地位的美国继续主导国际秩序的发展方向，并按照西方的

价值观念、发展阶段和政治结构，设计有利于美国发展的国际游戏规则。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整体成长速度逐渐放缓。然而我国却抓住时机，打出实施知识

产权战略、创新驱动战略以及科教兴国战略等组合拳，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其显著成果就是，2010年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且自此后我国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名副其实的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贸格局中占据着重要地位。2019年，面对国内和国际复杂的政治、经济形

势，我国继续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并稳中有进。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国内

生产总值已达990,865.1亿元，即将突破100万亿大关；经济增速6.1%，位居美国、中国、日本、德国

和英国五大经济体之首；l对外贸易逆势增长，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315,446亿元，进出口顺差29,150
亿元。m202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受疫

情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萎缩3%，正面临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与欧

美等国经济大幅衰退相对应，中国是少数能够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之一。n此外，清华大学国情研

究院在其发布的《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中预测，中国在2030年的国民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成为

世界第一，且国民经济总量将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即中国将迈入世界经济强国的序列。o具

言之，我国经济发展逐渐显现出赶超美国的态势，并进而威胁到了美国的霸主地位。

依据美国以往的霸权理念，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已经引发美国的忌惮，引起了美国的压制意

图。奥巴马政府就通过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TPP）企图将我国排除出亚太合作

产业链，打击和遏制我国的经济发展。p由于奥巴马政府主导的TPP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引起了美

国国内许多不满，所以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退出TPP，大力强调“美国优先”，并继续将我国认定

为威胁其霸主地位的头号“战略竞争者”。2017年以来，美国主导了一系列针对我国的压制举措：首

先，联合欧盟和日本推动调整有关反补贴、发展中国家认定标准等国际经济新规则，旨在排斥和约束

我国政府与国有企业的行为；其次，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签订《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制定针

对我国的“毒丸条款”q，限制我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自由贸易。r

i 参见《20世纪美苏争霸：争锋相对无时无刻》，载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sulian1977/200908/0813_7734_1301234.
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30日。

j 同注释e。

k 参见王允贵：《“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及启示》，载《国际经济评论》2004年第1期，第47-50页。

l 参见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载http://data.stats.gov.cn/search.htm?s=中国GDP，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30日。

m 参见国家统计局：《2019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发展主要预期目标较好实现》，载http://www.gov.cn/xinwen/2020-01/17/
content_5470097.htm，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30日。

n 参见驻慕尼黑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世界经济展望》，载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
m/202004/2020040296056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9月11日。

o 参见胡鞍钢、鄢一、魏星著：《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3-78页。

p 同注释f。

q “毒丸条款”指《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第32条，即任何一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时，应允许其他各方在

发出6个月的通知后终止本协议，并以它们之间的协议（即双边协议）来取而代之。此条款的主要目的在于孤立中国。

r 参见姚枝仲：《中美经贸冲突中的规则之争》，载《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10期，第9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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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历史为镜可洞悉我国当前的现实处境，中美贸易战与上述事件一样，是美国霸权理念的延续，

且面对我国经济愈发明显的赶超态势，美国压制我国的战略紧迫性空前强化。这致使美国全然放弃了

以往的迂回路线，选择直接正面向我国发起攻击，从逐步升级的加征关税到强势打压我国的科技企

业，显示出美国遏制我国崛起以维护自身经济地位的目的与决心。

（二）引发中美知识产权冲突

知识产权是科技、经济与法律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其保护对象、调整范围、保护程度、基本政策

的变化都会对一国乃至世界的科技、经济带来影响：工业经济时代，知识产权提供了获取财产的新方

式；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成为知识财产的保护神。s在此次中美贸易战中，如若说遏制中国发展

是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动机，那么“以知识产权为工具制造中美知识产权冲突”就是美国运用的核心竞

争策略。

一直以来，知识产权都是美国管理国际贸易的重要工具，且以知识产权为手段维护本国的优势地

位是美国常用的竞争策略。原因在于：首先，美国的经济竞争力与知识产权密切相关。当今世界，知

识产权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且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其在国际贸易中

的占比与重要性均不断增加。各个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逐渐认识到，只有利用知识产权制度才能维护

本国的文化优势、技术优势、品牌优势，才能将本国在文学艺术科学领域的智力成果转化为实在的国

家经济竞争力。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较之其他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依赖程度更高。美国的知

识产权价值总量在全球贸易总额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且其国内知识产权的价值量达美国GDP的一半，

在进出口领域，美国出口产品对知识产权的依赖度甚至达到了65%，t具言之，知识产权已经成为美

国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是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砝码。其次，美国的科技竞争力需要知识产权保

障。美国科学技术领先世界，在多个高新技术领域掌握着技术主导权，但科学技术本身的优势并不当

然等同于经济上的市场竞争优势，在这两者之间，知识产权是重要的连接点，u知识产权既是维护技

术安全的工具，又是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科技竞争力的关键手段。因此，对于美国来说，知识产权保护

力度越大，其科技竞争力受到保障的程度就越高。

为此，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就积极推动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签订，通过建立知识产权保护

多边机制，推行美国的知识产权价值观念，提高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除此之外，美国还通过修改

美国国内的贸易法案，设置“特别301条款”，大力提升知识产权在处理国际贸易事务中的作用。随

后，美国频频运用“特别301调查”和“337调查”，通过贸易压制、逼迫相关国家签订对知识产权保

护要求更高的双边协定，继续影响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有学者统一考察了美国商品贸易赤

字增长率、美国对全球和中国的知识产权调查数量，发现三者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即在美国贸易赤

字增长的年份，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全球包括中国的知识产权调查数量往往急剧增加。v很显然，

美国已将知识产权作为降低本国国内贸易赤字的一种救济手段。进入21世纪，5G通讯、人工智能、

区块链、量子信息等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与突破应用，催生出一系列新业态、新产业和新模式，给人

类生产生活方式和全球发展带来颠覆性变化。这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实现跨越式发

展的重要机遇，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决定能否继续掌握未来国际规则主导权的关键节点。w新时期，

美国继续提高知识产权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方面的战略地位。2018年美国发布《美国国家网络

战略》，强调在数字时代知识产权保护对于美国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保障作用，并在同年通过《美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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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年第6期，第128-148页。

t 参见韩秀成、王淇：《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的核心要素——中美经贸摩擦的启示》，载《中国科学院院刊》2019年第8期，第893-
902页。

u 同注释g。

v 参见代中强：《美国知识产权调查引致的贸易壁垒：特征事实、影响及中国应对》，载《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3期，第107-
112页。

w 参见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7月25日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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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加大与美国国家安全相关的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x2018
年4月26日，特朗普在世界知识产权日发布公告，强调知识产权对于美国国家经济竞争力的不可或缺

性，并承诺将继续要求海外知识产权保护以维护美国的经济与国家安全。y

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不断将中美两国的战争焦点引至知识产权领域，故技重施，再次将知识产

权作为实现本国竞争策略的工具引发多次中美知识产权冲突。美国认为中国近年来科学技术的迅速进

步是“盗窃”了属于美国的知识产权与科学技术，在当今科学技术影响世界创新格局和决定全球国家

前途命运的节点，促使中国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既可以延缓中国的技术创新速度，又可以维

护美国的科技与经济竞争力，最终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核心目的。因此，中美两国的争端以贸易战的

形式发生，但重点仍是中美知识产权之争。知识产权是中美贸易战的起点亦是最重要的对冲点，解决

中美知识产权冲突是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战的关键。

三、初步共识：中美缓和知识产权冲突之协议

2020年1月，《阶段性协议》中的知识产权条款是中美针对两国知识产权冲突达成的初步共识，

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具有重要影响。

（一）《阶段性协议》的知识产权条款

《阶段性协议》全文包括中美双方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金融服务、汇率等多个领域的协商成

果，其中，知识产权条款作为最重要的内容被置于协议的第一部分。总体而言，《阶段性协议》的知

识产权条款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在落实时将深刻影响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

和知识产权相关产业的发展。其具体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商业秘密和保密商务信息。美国对商业秘密的关注度自2012年始逐年加强，每年《特别

301报告》中美国对被列入观察名单国家商业秘密问题的陈述篇幅足以体现这点。近年来，美国更是

将商业秘密保护上升至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6因此，商业秘密条款是《阶段性协议》知识产权章的

重要内容。《阶段性协议》不仅规定了保护商业秘密的一般义务、“保密商务信息”的具体内涵、侵

犯商业秘密责任人的范围等实质条款，还规定了有关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紧急情况下的临时措施等

程序条款。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些盗用商业秘密启动刑事执法的门槛、刑事程序、防止政府未经授权

披露的条款。@7可以说，《阶段性协议》对商业秘密保护作出了全面具体的安排。我国没有制定以商

业秘密命名的专门法律，但建立了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基础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2019年修正的

《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秘密概念作出了更加科学的界定，补充了侵犯商业秘密的手段、明确了侵

犯商业秘密的主体等。修法后我国有关商业秘密保护的规定在整体上与《阶段性协议》的要求相符。

但是，与《阶段性协议》相对比，我国在商业秘密保护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履行协定义务过程

中，有待更进一步完善。

第二，与药品相关的知识产权。《阶段性协议》针对与药品相关的知识产权，规定了药品数据

保护、药品专利审查中的数据补充、解决纠纷机制（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专利期限补偿制度等内

容。上述条款对于激励新药研发、保护药品专利和及早解决仿制药制造者与药品专利权人之间的专

利纠纷效用显著，因而被规定在许多药品研发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专利法中。@82019年，在中共中

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中，我国已经提出要“探索建立药

品专利链接、药品专利补偿期制度”。但需要注意的是，药品的专利保护与一国的公共健康密切相

x 参见李玲娟、许洪彬：《美、日、韩知识产权战略的调整与走向》，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142-147页。

y 参见美国驻华使领馆：《特朗普总统公告：纪念世界知识产权日》，载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president-trump-
proclamation-on-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day-2018/，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30日。

z 参见宋世勇、邢玉霞：《美国〈特别301报告〉商业秘密问题综述与中国对策分析》，载《法学杂志》2019年第5期，第85-93页。

@7 参见《美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的经贸协定》的具体内容。

@8 参见邱福恩：《中美经贸协议知识产权保护义务下的公共健康问题冲突和解决》，载《电子知识产权》2020年第3期，第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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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无论是药品专利链接制度还是专利期限补偿制度都直接或间接地延长了药品专利的保护期限，

这势必会影响本国国民获取价格低廉的仿制药，存在被药品研发企业滥用的风险。因此，我国在引

进相关制度时，既要考虑履行协定义务，又要充分利用现有国外实践经验以求在设计具体制度时扬

长避短。

第三，电子商务平台的盗版与假冒。因盗版与假冒问题美国曾将我国淘宝、拼多多等在线销售

平台列入2018年恶名市场名单。@92019年，美国在年度《特别301报告》中认为，中国的电子商务

市场中存在广泛的盗版与假冒现象，且即使中国电子商务法已经生效，仍不能解决“通知—删除”

程序低效、阻止重复侵权措施不足等问题。#0《阶段性协议》对电子商务平台上盗版和假冒的规定

基本旨在回应上述问题。首先，在打击在线侵权方面，《阶段性协议》规定了新的“通知—删除”

规则。其与我国现有制度相比：一是，协定将电商平台经营者接收通知后的义务规定为“下架”并

以“迅速”为下架的时间限制，较之我国现有规定相当于程序倒置，即先下架后进行侵权判断；#1

二是，免除了善意的通知人提交错误删除通知的责任；三是，延长了权利人收到反通知后采取后续

措施的时间。其次，在电子商务平台侵权责任方面，《阶段性协议》增设了吊销经营许可证的责任

类型。整体观之，《阶段性协议》显著增加了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注意义务，提高了对知识产权保护

的要求。当今，电商平台占据日常生活用品销售的重要位置，同时也是知识产权侵权纠纷频发的域

场，知识产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世界各国跨境商贸交易的桎梏，有效防止电子商务平台销售侵犯知

识产权的商品，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我国优化营商环境和促进跨境贸易的需求。

第四，商标恶意注册。在我国，商标权采注册取得模式，商标法以此为基础建立我国的商标体

系。基于商标注册的公示效力，商标权利归属一目了然，但仍然在一定程度存在商标恶意注册问题。

为了妥善解决该问题，我国历次《商标法》修改均关注保护在先商标权，打击商标恶意注册行为。

2019年修改后的《商标法》（以下简称新《商标法》）亦不例外。新《商标法》不仅规定不以使用为

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驳回，还规定了恶意申请和恶意诉讼行为的处罚措施。修法后，我国的

商标恶意注册特别是商标囤积现象得到进一步遏制。《阶段性协议》中规定的防止恶意注册商标的条

款，与我国打击商标恶意注册的目标一致，履行协定规定对我国有效保护商标权、维护商标注册秩序

具有现实意义。

除此之外，《阶段性协议》的知识产权条款还包括以下内容：延长专利有效期，以补偿授予专利

期间非归因于申请人产生的不合理的延迟；在地理标志保护方面提高透明度与程序公正；在盗版和假

冒产品的制造与出口方面，针对假药、具有健康和安全风险的假冒商品等采取有效措施；双方加强边

境执法行动；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加强合作等，从立法、执法、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提高我国的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阶段性协议》的知识产权条款虽然是两国在美国发动贸易战的背景下达成的，

符合美国维护其知识产权利益和国际竞争力的目的，但由于我国并非如美国指责的那样通过无视他国

知识产权保护、窃取他国知识产权利益以谋求自身的经济发展，因此，提高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加大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并非于我国无益。正如上文分析，《阶段性协议》知识产权条款的相关内

容实质上顺应了我国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知识产权国际合作的整体方

向，如若能够在我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合理转化，将有益于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符合我国的长

远利益。

（二）知识产权条款对中美贸易战之效用

中美贸易战开战至今，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挑战，不仅对外贸易的进出口规模受到影响，高新技术

企业的国际贸易环境亦有所恶化，如若贸易战继续蔓延、升级，将会进一步压缩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的

@9 参见2019年4月2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2019年《特别301报告》中的“中国部分”。

#0 同注释@9。

#1 参见徐明、陈亮：《中美经贸协议背景下电商知识产权保护优化路径研究》，载《国际贸易》2020年第3期，第37-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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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空间，影响“中国制造2025”战略布局的实现，最终导致我国GDP增速整体下降。#2经济全球化

的今天，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位居前二的两大经济体，两国之间贸易争端所带来的的影响并不单单

局限于一国的国界内，而是迅速向世界各国蔓延，引发全球经济动荡。2019年4月，世界贸易组织发

布《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指出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2018年和2019年的全球贸易增长远低

于预期。#3面对中美贸易战带来的一系列消极影响，《阶段性协议》的签署，特别是其中的知识产权

条款对中美贸易战的效用如何备受瞩目。

《阶段性协议》签署后，美国的态度依旧扑朔迷离。美国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在

接受采访时称《阶段性协议》已经终结，但随后特朗普总统又表示该协议完好无损。#4鉴于特朗普政

府以往反复无常的表现，究竟《阶段性协议》是否是美国放出的又一颗“烟雾弹”引人担忧。不过，

本文认为，虽然美国的态度不甚明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阶段性协议》中知识产权条款对中美贸易

战具有重要的缓冲作用。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正如上文分析，知识产权问题是美国最为重视的问题，关系到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

与地位，且以知识产权为工具进行贸易保护是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竞争策略，因此，在此次中美

贸易战中美国才以知识产权为关键冲突点拉开战争序幕。既然知识产权是中美贸易战的冲突点，当知

识产权争议得到解决时中美贸易战的紧张局势将得到有效缓解。《阶段性协议》的知识产权条款一一

回应了美国在商业秘密保护、药品专利、假冒和盗版、知识产权行政与刑事执法、知识产权双边保护

合作等领域关切的问题，且中方作出的履行承诺显示出中国希望和平解决贸易战的最大诚意。如若条

款内容得到有效执行，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将继续加强，美国借知识产权维护本国经济与科技竞

争优势的愿望将得到满足。其次，回顾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的历史，中美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冲突长期存

在。自1991年至今，美国已启动多次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调查，期间也发生过小型的贸易战。

例如，1995年美国向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电子产品等加征惩罚性关税。上述中美知识产权争端

在达成中美谅解备忘录且得到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承诺后都得到缓解。#5最后，中美两国的经济

发展在产业链与需求度上已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关系，中美贸易战中受损的不仅仅是中国，美国

经济亦受到消极影响。例如，美国的大豆出口和高新技术产业出口量锐减，相关产业主体的利益大幅

受损，且尽管美国依据影响力对向中国征税的商品品类进行分级，但贸易冲突的负面影响依旧在美国

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层面蔓延开来，美国在打击中国的同时，亦打击了同一产业链的美国企业。#6美

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公开承认，美国新加征的关税会令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买单。近来

在华盛顿向中国征税的听证会上，来自美国多个行业的代表均表示难以将中国的供应链转至其他国

家，希望停止向中国加征关税。#7因此，美国在知识产权这一关键领域得到我国的承诺后，如若继续

推动贸易战升级，将会加大美国的经济损失，损害美国国民的利益，于其自身发展亦不利。

综上，《阶段性协议》知识产权条款作为中美两国针对知识产权冲突达成的初步共识将有效缓

解中美贸易战的紧张局势，且其落实程度将影响中美关系的下一步走向。同时需要指明的是，知识

产权条款并非是中国在美国关税“大棒”下的妥协，而是中国本着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秉持相互尊

重、平等互利的精神与美国求同存异，缩小分歧。中美达成知识产权条款是中美贸易争端妥善解决

#2 参见王金强：《知识产权保护与美国的技术霸权》，载《国际展望》2019年第4期，第115-134页。

#3 参见《世贸组织发布〈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载http://coi.mofcom.gov.cn/article/y/gjdt/201904/20190402849483.shtml，最后

访问日期：2020年7月30日。

#4 参见《中美经贸协议已终结？美领导人发推：“协议完好无损！”》，载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0365087018445023&w
fr=spider&for=pc，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30日。

#5 参见朱福林：《中美货物贸易全球格局演变与中美贸易战的内在逻辑》，载《上海经济研究》2019年第7期，第102-114页。

#6 同注释f。

#7 参见胡泽曦、王盼盼：《美企在听证会上呼喊：我们需要中国》，载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l0MN，最后访问日

期：2020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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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步，亦是最重要的一步。以此为缓冲点，双方在经贸领域的下一轮对话与磋商朝着更加顺利

的方向进行。

四、应对策略：我国的知识产权强国之路

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了“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8此次座谈会特

邀了我国九位重量级的专家就我国国家“十四五”规划编制等提出意见和建议。#9在此次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我国目前总体发展状况提出了宏大的发展构想，即要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

新机遇新挑战；要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要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

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

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使一

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源泉充分涌流。”$0这实际上就是为我国应对当今世界风起云涌的重

大变局，由美国单方面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经济霸权主义以及科技强盗规则而挑起的中美贸易战，作

出了战略规划和战术决策。虽然中美两国达成了《阶段性协议》，尤其是其中的知识产权条款成为重

要缓冲点使中美双方的对立有所舒缓，但中美贸易战还未止战，中美两国的关系依旧紧张，《阶段性

协议》知识产权条款亟待落实，为此，我国仍应探究应对之道以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美贸易战的冲突点是知识产权。因此，未来我国需要继续在知识产权领域发力，以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战略规划与战术决策为指导思想，实施知识产权缓冲术，促进中美两国关系向和平、尊重、

合作的方向发展。2008年，我国颁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至2020年其各项目标基本顺利完

成。新时期，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我国应开启新的征程，制定并实施面向下一个15年的国家知识产

权强国战略。以中美贸易战为据，其中的关键举措应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强化我国各个领域的科技研发能力。强化科技研发能力需要培育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提

升我国科技创新力度，降低企业、科学技术、高精尖产品以及进出口贸易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依赖

性。中美贸易战中有两个受到全球关注的大事件：一是2018年美国对中兴的断供；二是2019年美国对

华为的国家制裁。中兴与华为同样遭受到美国的打击，但两个企业的命运走向却并不一致。中兴在多

个关键的技术结点上高度依赖美国的高通、微软等供应商，因此当供应链被掐断时，即刻陷入难以生

存的困局，不仅各项业务被迫中止，更是引发多股熔断。在中兴寻找到新的供应商之前，企业几乎无

法正常运作。与中兴对应，华为的一系列应对显示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与核心技术对于企业乃至国家

的重要作用。面对美国禁止全球芯片厂商向华为提供芯片、限制华为使用谷歌、微软等操作系统的行

为，华为并未束手就擒，先是利用缓冲期向第三方寻求援助，同时启动使用自主研发的“鸿蒙”操作

系统，求得了在强压下的生存，使美国利用核心技术打压华为的计划流产。中兴与华为的例子警示我

们，只有强化我国各个领域的科技研发能力，在关键技术上降低对他国的依赖性，才不会在未来可能

发生的国际争端中被他国抓住把柄，陷入无力反击的境地。同时，也只有强化我国各个领域的科技研

发能力，才能打好核心技术攻坚战，为未来我国科技成果向现实的生产力转化打下坚实的基础，才能

帮助我国在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中掌握竞争新优势。

第二，加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完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任务需

要制度先行，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做好我国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前提。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有必要考虑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是参考《阶段性协议》的知识产权条款。

《阶段性协议》中的知识产权条款除了含有与我国现有规定基本一致的条款外，还存在一部分较之

#8 参见《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强调 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 研究新情况作出新规划》，载https://
www.toutiao.com/a6864529744499573256/，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8月25日。

#9 同注释#8。

$0 同注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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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内法更细化更具体的条款，以及超出国内现有规定对知识产权保护要求更高的条款。对于后

两类条款，《阶段性协议》的内容并不能直接在我国适用，而是需要转化为我国的制定法，其转化

程度将直接关系到我国对《阶段性协议》的执行程度，影响中美两国关系的下一步走向。因此，我

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需要以《阶段性协议》中我国在商业秘密、药品专利保护、电子商务等领域的

承诺为依据进行。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在积极行动。例如，2020年6月28日，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的《专利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就纳入了“药品专利链

接制度”“药品专利期限补偿制度”等。$1二是立足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现实国情。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言“要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中美贸易战之于我国是挑战亦是

检视自身知识产权制度完善性的机遇。虽然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已经形成，但知识产权制

度建设仍存在不足，如法律内部规则间有矛盾、冲突的情况，部分规定因过时难以适应新技术的需

求。这些问题不仅可能成为美国下一阶段指责我国或向我国发起特别301调查的理由，而且影响我国

知识产权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为此，在修改、补充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与配套制度时，应立足我国

基本国情以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

第三，提高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既是减少我国与美国未来争端

的必要措施，亦是激发我国市场主体活力的重要手段。在贸易战中美国将中国各方面实力的增长归因

于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因此，美国从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知识产权行政执

法等多个方面与中国达成协议，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提高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以维护美国在

中国的知识产权利益。认识到这点，我国在修改《专利法》《著作权法》以及制定知识产权强国战略

时，应重视提高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以有效缓解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的担忧，回应两国

关系的核心争议。对此，我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和《专利法修正案（草

案）（二次审议稿）》均已经增加了“侵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并且将法定赔偿最高限额提高

至500万元。$2需要注意的是，提高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并不意味着我国为了解决中美争端就对

知识产权保护作出超出我国基本国情的拔高要求。目前，我国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经济发展

已经开始从低成本制造模式向创新型发展模式转变。近年来，我国PCT专利申请量已达世界第二，国

际知名品牌商标不断增多，优秀版权作品频频涌现，且在信息通信、高铁、航空航天等产业形成了一

批批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在此国情下，提高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仅对中美两国关系有益，更满

足了我国国内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迫切需求，最终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创新激励制度，进一步激发市场

主体的发展活力，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与长远利益。

第四，提升我国知识产权国际影响力。提升我国知识产权国际影响力是配合我国更高水平对外

开放的必要要求。我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包括完善开放格局、深化双多边合作、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等多项措施，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将以更积极的态度、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地走向世界、影响世

界。$3在知识产权领域，提升我国知识产权国际影响力，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变革是我国更高

水平对外开放的应有之义。一直以来，国际领域的知识产权规则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制定，

并推动规则向有益于发达国家的方向变动。此次，美国更是通过贸易战使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向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发展。为更好应对，我国应在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制定中，积极发声并致力于提出中国的

发展理念。回顾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历程，我国已经从与世界建立初步知识产权合作阶段迈入主动引导

世界知识产权规则的阶段，不仅提出知识产权区域协调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还签署了《中欧地

理标志协定》，参加了中国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议等国际知识产权事务。未来，我国要继续扩大

$1 参见2020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第42条第2款和第3款。

$2 参见2020年8月17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第54条；2020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专利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第72条。

$3 参见《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载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20/0228/c40531-31608608.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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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探索新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模式，深化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利用WIPO、WTO等谈判推进

我国知识产权规则国际化，广泛传播中国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思

想，掌握世界知识产权格局变化的主导权。

结 语

目前，尽管我国本着平等协商、双方共赢的原则致力于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并且正将

《阶段性协议》中的规定转化为法律规定，表明我国政府的积极立场。但是，中美贸易战何时结束仍

然是未知数。面对如此局面，我们躲不了，逃不掉，只能积极应对以妥善解决纠纷，其中，最为重要

的就是尽快提升我国科技研发水平和创新创造能力，做好知识产权保护。无论此次由美国以知识产权

冲突挑起的中美贸易争端走向如何，中国制定并实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提升国家实力与竞争力的脚

步不会停止。未来，在中国经济继续成长壮大和寻求大国地位上升的路上，可以预见，美国对中国的

压制以及中美两国的冲突仍旧不可避免，但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反观贸易战，不失为中国看清国际

形势和审视自身发展的契机，如若中国能够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依旧可以逆势而生，继续在国际舞

台上展示蓬勃发展的大国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