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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民法典时代”的中国知识产权基本法
吴汉东

内容提要：中国进入“民法典时代”，知识产权基本法的制定应提到立法准备日程，这是知识产
权“去法典化”后基础性法律的立法选择，也是寻求各知识产权单行法共同价值及规范的制度安排。
未来的知识产权基本法，应立足中国基本国情，服务中国发展需要，在国际相关立法体系中具有“中
国版”的法律特色。该法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新发展理念为基本遵循，保持知识产权基础性法律的应
有定位，为国家知识产权治理体系提供制度基石。我国知识产权基本法，是以公法为主旨的综合性法
律，与民事基本法有别，对知识产权的单行法和公共政策具有统摄、协调和指引的作用。该法既保有
“正义” “效率” “秩序”的一般价值要素，同时又确立“和谐发展”的价值目标，其文本内容可
采取“总则—专章”的结构，以体现“治理法” “发展法” “保障法”的规范功能。

关 键 词：知识产权基本法 思想基础 法律地位 价值目标 建议文本

Abstract: In the era of civil code, the formulation of the basic la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hould be put 
on the legislative agenda. Since the codifi c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was denied, it is only natural to 
enact the basic la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 it is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to seek the common values 
and norm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parate laws. The future basic la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hould be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reality of China, serve China's development, and display the Chinese version leg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relevant international legislation system. The law will abide by Xi Jinping's thought 
on rule of law and the notion of new development, maintain the due legal orientation of the basic La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provide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governance 
system. The Chinese basic la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a comprehensive law that has the spirit of public 
law and is different from the basic civil law, which controls, coordinates and guides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parate laws and public policy. While maintaining the general value factors such as justice, effi ciency, and 
order, the law also establishes the value goal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The law can adopt the structure of 
general provision - chapters, to embody the normative functions of "governance law", "development law" and 
"guarante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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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从民事基本法到知识产权基本法

2008年颁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研究制定知识产权基础性法律的必要性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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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0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顶层设计。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
本刊特邀专家，就新的历史方位下我国知识产权基础性制度设计进行研究，为国家知识产权治理
新格局提供理论基石，以期促进我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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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2019年1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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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提出研究制定知识产权基础性法律的问题。所谓基础性法律，应是知识产权领域具有统领性、

指引性、一般性的法律，其立法形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知识产权法典化问题。即在知识产权

体系化的基础上形成各知识产权单行法的一般规定和共同规则，无论是链接式的民法典“知识产权

编”还是知识产权专门法典，概为私法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二是知识产权基本法问题。即对知识产

权事务中的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问题作出规定，为知识产权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以及知识产权创

造、运用和保护的战略实施，提出法律上的活动依据和行为准则，是为公法领域的基础性法律。

私法领域基础性法律的制定将会搁置。《民法典》是知识产权的制度母体和法律归属，对知识

产权作出了宣示性、原则性规定，但并未像物权、合同那样采取独立单元模式。《民法典》中的知识

产权条款，采取了“点—线”相结合的立法体例。其中，“点”为“总则编”第123条知识产权定义

条款，对知识产权的民事权利属性以及专有权利类型作了原则规定；“线”为各分则有关的专门规

定，包括知识产权出质（“物权编”第440条、第444条、第445条）、知识产权合同（“合同编”第

501条、第600条、第843—887条）、知识产权与人格权关系（“人格权编”第1013条、第1019—1022
条、第1027条）、知识产权夫妻共有（“婚姻家庭编”第1062条）、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侵权责

任编”第1185条）等，对相关知识产权问题设置了基本法准则，具有单行立法指引或规范补充适用的

功能。就“点—线”立法体例而言，是为提示民事基本法与知识产权单行法的链接条款，有学者将其

称为“一种去法典化的立法路径”。a可以认为，知识产权法的未来发展能否继续体系化、法典化的

道路，在立法体例上作出“链接式入典”与“解构性成典”的任一选择，b这一发展态势可以期待，

但一时难以实现。

公法领域基础性法律的制定应进入立法准备日程。从现在起到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民法典》

必须保持必要的安定性和稳定性，现有体例难以接受变动不居的知识产权法；而知识产权专门法典

的立法动议，尚缺乏深厚的理论准备和充分思想动员。在这一情形下，公法领域基础性法律，即

知识产权基本法的制定，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

事基本法与知识产权基本法的关系。《民法典》作为民事基本法的产生，对知识产权基本法制定的

可能提供了示范效应和立法空间，对后者内容设定和规范安排具有重要影响。直言之，凡《民法

典》不应规定（如知识产权治理的公法规范）或是缺乏规定（如各知识产权共同适用的某些私法规

范），以及未能规定（如涉外知识产权保护的实体和程序规范）的内容，都可以交由知识产权基本

法安排，以满足知识产权事务的诸多法律需求。二是知识产权实质法与知识产权形式法的关系。民

法有实质民法与形式民法之分，前者为部门法意义上的民法，后者指按照一定体系编纂，并以法典

方式命名的民法。与民法的存在不同，“知识产权法”并不是一部有具体表现形式的专门法，而是

关于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总称。就法律规范文件而言，有诸多“属概

念”的单行法，但尚无“种概念”的上位法、专门法。在《民法典》“知识产权编”无法呈现的情

况下，知识产权基本法的出台，可以将虚拟的法“实在化”。知识产权法的实在化，在立法上有助

于明确法律渊源，在法律适用上便于查找法律规范，在行政执法上有利于推进统一管理。三是知识

产权学术法与知识产权基础性法律的关系。知识产权基础性法律，以学术法为理论基础，以制定法

a 刘强、孙青山：《〈民法典〉知识产权条款立法研究——兼论“民商知合一”立法体系的构建》，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20年第6期，第62-74页。

b 知识产权法典化有两种路径选择：一是在《民法典》中设立“知识产权编”，对知识产权的私法规则作出一般规定；二是制定知

识产权专门法典，以此实现《民法典》项下知识产权体系化立法追求。参见吴汉东：《民法法典化运动中的知识产权法》，载《中国法

学》2016年第4期，第24-39页；吴汉东：《知识产权应在未来民法典中独立成编》，载《知识产权》2016年第12期，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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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立法成果。作为基础性法律的知识产权基本法，其主要任务是提供知识产权治理的规范内容，又

要适当概括和总结知识产权单行法中某些共同基本原则、共同适用规范。知识产权界的学术使命，

就是完善知识产权法律的基本范畴，丰富知识产权法律的基础理论，建构知识产权法律的学术体

系，为知识产权法典化和知识产权基本法提供学术法的支撑。中国知识产权基本法的制定，需要借

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但不能拘泥于西方立法范式。在这里，我们必须对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实

践的内在思想主旨和理论内涵进行全面总结和深入提炼，以中国本土的知识产权学术法回答中国知

识产权基本法的立法问题。

一、立法背景：知识产权基本法缘何而来

知识产权法律的发展与变革，有着强烈的时代情景、复杂的国际背景和鲜活的本土场景。进

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初见端倪，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开始

启动。c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对此作出了精辟分析：“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新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经济

发展的动力应来源于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需进行结构性改革，而知识产权则是科技创新和产业

变革的核心法律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各国政治家、企业家和战略科学家一直密切关注新一代技术

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充分挖掘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以适应新经济发展需求并形成新

的竞争优势。2011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世界知识产权报告——变化中的创新面貌》，明确

指出：拥有知识产权已成为创新企业战略核心。依赖于知识产权的知识市场日益增长，全球知识产

权交易额的增速已超过全球GDP的增长率。知识产权将企业的创新、研发、制造和营销等有效地连

结起来。可以认为，现代经济整体依赖于某种形式的知识产权。创新驱动就是知识产权驱动，换言

之，知识产权的制度创新推动着知识创新和产业创新。这即是知识产权法律发展的时代使命。

知识产权保护是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法律焦点问题，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主要制度基础。各国

对知识产权制度的选择与考量，表现了强烈的国家利益本位和政策立场。在一国范围内，作为处理

知识产权事务的整体性调整规范和全局性制度安排，其表现方式即为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或是知识产

权基本法。

（一）国际经验

从国际经验而言，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发达国家以及新型工业化国家竞相将知识产权法

律作为提升知识创新水平，形成核心市场竞争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美国作为

世界上的“科技领先型国家”，强调知识产权是美国知识创新政策的基石。d通过实施美国专利

商标局的“二十一世纪战略纲要”，美国建立了体系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在国内，美国强调

知识产权法律与相关政策联动，扶持“芯片、计算机、通信、生物制药”等朝阳产业，发展“软

件、唱片、电影”等文化产业，使美国在世界上形成了专利强国、品牌强国、版权强国的知识产

权优势。在国际上，美国推行知识产权高水平、高标准保护，在诉诸世界贸易组织多边争端机制

解决国际知识产权冲突的同时，更多是采取单边主义的做法实行贸易报复。特别是近年来，美国

发动针对他国及其企业、机构的一系列调查，无一不是以产业安全、科技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为事

由，以侵犯知识产权和不公平贸易为口实，以本国法律及其政策法案的名义来推行的。在“技术

c 参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

d 2004年美国政府报告宣称：“从美国立国基础看，保护知识产权始终是一项创新的支柱。”See Innovate America: Thriving in a 
World of Challenge and Change, National Innovation Initiative Interim Report, 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 2004,7. 转引自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出版

社：《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趋势》（第三辑），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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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超型国家”中，日本于2002年率先制定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出台了《日本知识产权基

本法》，设立了“知识产权战略本部”的专门机构，确立了“推进实施创造、保护、利用知识产

权的政策措施，振兴科学技术，强化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推进目标。可以认为，《日本知识产权

基本法》是日本确立“知识产权立国”发展道路的基础法律指引及其实施措施的法律遵循。学者

研究表明，《日本知识产权基本法》实施的积极成效表现为：国家知识产权意识的改变、知识产

权战略本部的设立和知识产权推进计划的实施、知识产权创造环节中快速审查机制的形成等。但

是，该法没有规定任何私法条款，因此在日本企业中较少存在感，对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主体的

企业影响不够。e韩国是“引进创新型国家”的典型代表，2004年即在内阁成立了“知识产权保

护政策协议会”，负责协调所有的知识产权国家政策，致力于推进韩国知识产权法律的现代化和

经济、科技、文化的快速发展。韩国于2009年出台《韩国知识产权强国实现战略》；2011年，颁

布并实施《韩国知识产权基本法》。制定《韩国知识产权基本法》，是其“知识产权强国实现战

略”明确的11项战略举措之一，是以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建设知识产权强国为主旨

的基础性法律。f该法不直接涉及知识产权的私法领域，主要规定设立直属总理的“国家知识产权

委员会”；明确各知识产权治理主体的职权和职责；规定大学研究机构、事业单位等社会主体的

关于创造和运用知识产权的法律义务；赋予国家知识产权政策的法律权威性和执行力等。值得注

意的是，该法对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海外维护在措施、程序以及机制上作出了专门规定。正

如韩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知识产权基本法》是一个政策法，即以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为政策目

标，以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为政策措施的统一性、基础性法律文件。g

（二）国内现状

从国内现状而言，自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施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制造、运用

水平大幅提高，保护状况明显改善，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普遍增强，知识产权工作取得长足进

步，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仍面临着知识产权大而不强、多而不优、保

护不够严格、侵权易发多发、影响创新创业热情等问题，亟待研究解决。h��目前，我国已基本实

现国家战略的预期目标，成为有世界影响力的知识产权大国。当下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已处于新的

历史方位，正由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按照国家“两步走”战略部署，为加强知识

产权与国家总体目标的战略协同，我国正在制定面向2035年的《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纲要》。知识

产权强国建设，是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发展理念为指导而对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作出的战略部

署和顶层制度设计，是国家实施知识产权总政策i的阶段转折和目标提升。面对新时代、新形势、

新要求，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方向和知识产权法律建设重点应作出相应变革和调整，其中一项重要

目标任务，就是制定知识产权基本法，在知识产权发展实力和治理能力方面达致“制度建设完

善”“创造能力领先”“产业发展先进”“环境治理优良”，!0成为一个创造型和法治化的社会主

e 顾昕：《日本〈知识产权基本法〉的立法背景及其实施效果》，载《科技中国》2020年第5期，第30-33页。

f 付明星：《韩国知识产权政策及管理新动向研究》，载《知识产权》2010年第2期，第92-96页。

g 韩国东国大学名誉教授、韩中知识产权法学会会长朴荣吉：《韩国知识财产基本法的战略及任务》，载《2012年知识产权南湖论

坛暨“知识产权：制度完善与产业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h 参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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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在政策科学理论中，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公共政策体系的制定和实施，总是与一定的政策目标相联系的。在目标取向方面，总

政策处于统率和引领地位。所谓总政策，是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运行起着根本性和决定性指导作用的政策，它是一种影响全局的政策，

并基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始终具有总括性和稳定性。参见[美]弗兰克·费希尔：《公共政策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吴鸣：《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0 张志成、吴汉东：《在线访谈：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载中国政府网2015年12月31日，http://www.gov.cn/wenzheng/
talking01/20151231ft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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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现代化国家。!1知识产权基本法是知识产权战略及其政策法治化的规范形式。诸如知识产权的长

期发展战略、中期发展规划和年度推进计划等，都是国家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构成，属于政府公

共政策的范畴。!2它们或是政策战略化的载体，或是政策措施性的安排，不应也不可能取代知识产

权基本法的地位和作用。相反，后者对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法律依据、法律活动

准则和法律效力保障。

在中国，知识产权基本法的制度功能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法治

表现。美国学者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政治家，即具有立法权者制定的，而由行政人员执行的法

律和法规。!3在这个意义上，知识产权基本法也是一种政策规范，但应是公共政策体系中最具地

位、最有权威的规范表现形式。第二，国家实现知识产权发展目标的法律准则。知识产权基本法

表现了国家对待知识产权事务的基本法律立场，包括法律价值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法律手段，使得

知识产权的国家治理处于一种法律状态。第三，国家全面、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依归。知识

产权具有私人权利、专有权利、知识财产权利之要义，知识产权基本法以国家名义对其提供保

护，包括保护机制构造、保护制度完善、保护环境治理等，表明了知识产权保护在该法规范体系

的重要地位。

综观国内外对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或者基础法律的选择和考量，无一不是出于国家利益本位和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基本立场，即通过对知识产权这一私权的法律促进和激励、指引和约束、治理和

保护等，以实现文化繁荣、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总体目标。

二、思想遵循：知识产权基本法何以为基

知识产权基本法主要归属于公法领域，是关于知识产权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法律，具有某种“经

济宪法”具体表现的功能价值。!4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知识产权基本法是其中的重要制度构

成，或者说，是国家现代化治理的一种制度标志。正如学者所言，“所有知识产权法律都是其所处

社会和经济政治环境的产物”。!5

（一）知识产权基本法的一般理论基础

知识产权基本法得以成立的理论基础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政治哲学中的“积极国家观”。在国家作用的理论发展和实践过程中，积极国家观与

消极国家观相比较而存在，并交互影响着国家治理活动的价值取向。“消极国家观”强调国家治理

不是追求“大善”而是避免“大恶”的艺术，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即是对个人自由的保障和为实现个

体各自理想提供制度环境。与“消极国家观”不同，“积极国家观”“倡导个人与国家的和谐，个

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统一，反对国家中立的价值取向，重视国家能力的积极作用”。!6可以认为，

“积极国家观”对现代国家治理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时代意义，为知识产权事务的现代治理模式

提供了政治价值基础。有学者将知识产权领域的“积极国家观”的内核作出如下概括：行政在以宏

伟的目标引领下，积极主动解决各类社会问题；行政以自身的意志和力量作用于市场主体，市场主

!1 张鹏、赵炜楠：《〈知识产权基本法〉立法目的与基本原则研究》，载《知识产权》2018年第12期，第45-52页。

!2 吴汉东：《利弊之间：知识产权制度的政策科学分析》，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5期，第6-15页。

!3 转引自伍启元著：《公共政策》（上册），中国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页。

!4 经济法学者认为，诸如《经济法总则》《经济法纲要》《宏观调控基本法》等立法模式，都是经济宪法的具体化。其规范内容涉

及经济宪法相关的体制安排或权力分配，立法目的在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明晰相关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参见张守文：《经济法

的立法统合：需要与可能》，载《现代法学》2016年第5期，第62-70页。

!5 Alison Firth, The Pre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Sweet & Maxwell, 1997, p.3.
!6 霍建国：《积极国家观的历史叙事与价值解析》，载《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3期，第74-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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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行政实现特定目标的工具；行政不仅执行法律，而且还制定公共政策。!7在“积极国家观”的

指引下，国家是为知识产权创造环境的管理者、知识产权运用机制的促进者、知识产权保护秩序的

维护者、知识产权国际交流的参与者，其积极的国家角色贯穿于整个知识产权运行过程之中。知识

产权基本法不仅以“积极国家观”为政治哲学基础，承认和确认政府的积极主体地位，更要以基础

性法律的制度功能，规范和约束政府的积极角色行为。

二是，市场经济学中的“政府主导型模式”。市场经济模式是对一定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

经济运行机制类型的理论概括。根据凯恩斯的思想，市场经济模式可以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即有

政府调节的市场经济模式与有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模式。!8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91年《转

换到市场经济》的研究报告中，提到成功的市场经济的三种主要模式，即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

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日本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日本模式强调政府在

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既调整市场，也直接引导企业，有一套官民结合的严密而有效的经济管理

组织体系。其“强有力的经济计划导向和卓有成效的产业政策调控为特征的市场经济模式，直接决

定了日本以计划法和产业政策法为主导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9《日本知识产权基本法》在立法

目的中宣称，为增强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开发并有效利用国家的知识财产而创造附加价值，特

制定本法；明确国家、地方公共团体、大学和企业的责任，并制定有关知识产权推进计划；设置知

识产权战略本部，集中、有计划地实施有关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及应用的措施。由此可见，政府对

知识生产的组织协调、对知识市场的宏观调控所构建的“政府主导型模式”是知识产权基本法得以

产生的经济学动因。

（二）中国知识产权基本法理论的核心范畴和目标范畴

在中国语境下探讨知识产权基础性法律建设，不仅涉及该项制度的一般学理基础，更要寻求解

决本土立法问题的思想方案。可以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新发展理念，为中国知识产权基本法奠

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和思想基础。

法治思想是中国知识产权基本法理论的核心范畴。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整套包括法治指导方

针、法治本质特征、法治价值构成、法治基本原则以及法治推进方式等内容在内的法治理论体系。知

识产权具有私人产权的本质属性和政策工具的制度功能。对于后者而言，法治是政策规范化的基本

形态。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要求制度与规范，强调程序与秩序，是国家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包括

政策能力法治化的基本面向。在知识产权治理领域，必须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基础地

位，即法治是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首要任务，法治是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法治是知识产

权治理活动的基本方式。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涵盖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的法治要求，蕴含着“尊重和保障人权”“公平正义”“诚实信用”“和谐善治”的法治观念，而且

包含了关于知识产权法治专题的重要论述。其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塑造营商环境”“建立综

合管理体制”“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快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提升知识产权意识”等重要讲

话，不仅是知识产权法治发展的思想指引，也是知识产权基本法律构造的重要遵循。@0

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知识产权基本法理论的目标范畴。习近平新发展观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

!7 戚建刚：《论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模式之变革》，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154-168页。

!8 [美]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1-322页。

!9 叶秋华、宋凯利：《日本的市场经济模式与宏观调控法论析》，载《法学家》2003年第4期，第40-44页。

@0 参见吴汉东：《新时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试论习近平关于知识产权的重要论述》，载《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3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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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思想和实践以及国际先进经验和理论的重大突破，其要义即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

创新为首要的全面发展理念”。@1中国知识产权基本法的时代构建，必须强调人本主义的“创新发

展”、公平正义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发展”、面向世界的“开放发展”、利益

平衡的“共享发展”，以此保持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正确方向。知识产权是“创新之法”和“产业

之法”。习近平准确把握创新发展与知识产权的关系，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

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重要论断；阐述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与“完善现代产权制度”“深化要素市

场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关系；强调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对于“促进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意义。@2这些论述指明了知识产

权基本法的价值目标，是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思想纲领。

在知识产权制度运行机制中，在两种有区别而又相关联的形态：一是法律运行的治理状态，

是一个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知识产权法治动态过程；二是经济社会运行的发展状态，包括

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等各个环节。@3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新发展理念，对知识产权运行

机制的两种形态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指导，并由此构成了知识产权基本法的价值目标构成和主要

内容框架。

在知识产权制度一体化的今天，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为各国知识

产权保护提供了一体遵行的共同规则，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都有着自己对知识产权理解和诠释的

自主话语权，可在遵循“最低保护标准”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其国情自主制定相关法律。中国知识产

权法治建设，以社会主义法治观和发展观为思想基础，表现了中国本土的思想认识、经验体验和实

践导向。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知识产权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分析了知

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属性，鲜明阐述了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基本立场，明确提出了新时代全面加强知

识产权工作的基本要求，是先进的思想指导和科学的实践引领。在法律方法论上，思想引领的实现

路径，表现为法律文本对上述思想理念的接受和转化。就知识产权基本法而言，即是其中的纲领性

条款（立法宗旨及基本原则）和规范性条款（具体制度构成）。

三、法律地位：知识产权基本法类归何处

知识产权基本法是一部覆盖知识产权运行全范围、全流程的统一性、基础性法律，以知识产权

事务的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问题为规范内容，为国家知识产权治理格局提供制度基石。

（一）知识产权基本法的法律品性及法律部门归属

关于知识产权基本法的法律品性以及法律部门归属，即是该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知

识产权基本法的性质，究竟应为私法还是公法，又抑或为公法私法的融合，对此，学者们有不同

的看法，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观点：一是，私法说。该学说认为“知识产权基本法是统一调

整和规范知识财产的支配关系的法律规范”，“是各知识产权单行法的母法”；或者说，“知识

产权基本法是民法典知识产权规定的落实”，可以视为“知识产权入典和知识产权之间的历史衔

接”。@4该学说将知识产权基本法的基本秉性归结为私法，即形式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法，以此作为

@1 参见杨生平：《五大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观》，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2期，第22-27页。

@2 习近平：《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载《求是》2021年第1期。

@3 知识产权法治运行，应遵循前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要求；而知识产权发展状态，应遵循“激

励创造、有效运用、依法保护、科学管理”的指导方针。

@4 参见齐爱民：《知识产权基本法之构建》，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5期，第57-60页；张鹏：《知识产权基本法立法思路与总体

内容研究》，载《专利法研究》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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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中“知识产权编”以至知识产权法典的预备立法方案。二是，公法说。该学说认为，

知识产权基本法是“赋予国家行政机关为主导的主体相应职权权力或者职责义务，以保障和促进

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就立法技术而言，该法“统领着各单行知识产权

法中的公法（行政法）制度的基本程序规则和主要原则”。@5因此，知识产权基本法主要是公法意

义上的法律。三是，混合法说。该学说构想中的知识产权基本法，主张“主题体之法典”的编撰

方法，将同类社会生活或同一主题的法律规范编排在一起，具言之，即在知识产权项下将程序法

与实体法规范糅合起来进行编排。“从属性上看，基本法表现出混合法的特性，即是组织法，又

是管理法，还是保护法，更是促进法。”这是一种公私法规范混合的“综合法典”，也即中国版

的“统一知识产权法典”。@6该学说主张，我国知识产权基本法，既不宜照搬日本、韩国的“公法

式模式”，也不宜采取法国的“法典式模式”，“而应采取公私法融合，为各知识产权单行法制

定上位法的立法模式。”@7

本文认为，我国知识产权基本法应为以公法为主旨的综合性法律规范体系，具有以下基本属

性：（1）基础性。知识产权基本法设定立法宗旨，概括价值目标，提供一般行为规范等，从而形成

整个知识产权领域包括私权和公权运行的共同法律基础。基础性的制度功能主要表现为各类主体共

同遵循的基本原则。（2）统领性。知识产权基本法在知识产权制度体系中具有最高位阶，它既是知

识产权公共政策的法律表现，对政策运行产生“范式”引领作用；同时，具有涵盖知识产权单行法

的共同价值和共同规范，形成上位法指引和法律补充适用功能。（3）综合性。知识产权基本法与知

识产权单行法都是以综合性法律规范、多样性法律措施为主要特征的专门法律。在私法领域，知识

产权单行法多设有行政确权、行政管理、行政处罚及刑事制裁等公法规范，但其私法与公法规范相

综合的特点，并不影响该类法律作为民法体系构成的本质属性；同理，知识产权基本法也含有权利

利用及相互冲突、权利保护及纠纷处理等规范，但这些并不会改变这一法律的公法主旨。从上述基

本特征出发，我们可以将知识产权法概称为知识产权治理的调控法、知识产权发展的促进法、知识

产权事务的管理法和知识财产权益的保护法。

（二）知识产权基本法与其他规范形式的关系

在广义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中，@8知识产权基本法具有自身品性与独立地位，与各种知识产权

规范形式产生广泛联系，并形成相互协调和补充的法律关系。

1. 知识产权基本法与民事基本法

两部法律概为调整与知识产权有关社会关系的基础性法律，但调整对象及其调整方法有所区

别，因此分别归类于公法与私法领域。在我国，作为民事基本法的《民法典》，全面规范民事关

系，在知识产权领域发挥着基础规范作用，指引、调整、规范各类主体的具体实践。民法法典化，

使得知识产权基础性法律有了明确的规范边界，知识产权基本法可以形成自己的立法宗旨，构建与

民事基本法有别的法律框架。概言之，知识产权基本法应该规定该法自有的规范内容，也可以规定

《民法典》尚未涉及的规范内容，例如，《民法典》强调知识产权的民事权利属性并提供私权保

护，知识产权基本法则可从综合法律的特性出发，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对这一民事权利提供

@5 曹新明、戚建刚：《民法典施行后的我国知识产权基础性法律》，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研究基地：《信息速递》，2020年9月30日。

@6 董涛、马一德：《论统一知识产权基础性法律制定的构想》，载《江海学刊》2020年第2期，第165-172页。

@7 房绍坤、宋红松等：《知识产权基本法框架体系研究》，载《专利法研究》2014年版。

@8 知识产权制度是知识产权规范存在形式和基本构成的总和。从其类别来讲，包括可辨识的正式制度，如法律规范、政策规章；也

包括难以辨识的非正式制度，如道德习俗、观念文化等。上述不同制度类型，具有调整社会关系和服务社会需要的功能。参见[美]舒尔

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载[美]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年版，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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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保护；同时建立知识产权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实现知识产权事务的“多元共治”。

2. 知识产权基本法与知识产权单行法

两种法律是为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立法指引，其规范对后者具有补充适用

功能。诸如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概为单行法的专门立法模式。如前所述，我国《民法典》

采取链接式方法规定知识产权，实质上是“去法典化”的立法选择。在知识产权单行法长期分设

的情形下，构造各法域共同适用的“一般规定”，以统一、协调相关法律的差异、矛盾以至冲突，

可由知识产权基本法来承担。“一般规定”既是各知识产权法抽象取来的共同规范，也是知识产权

法区别于其他财产法的特别规范，其条款内容主要涉及权利的行使、利用和保护，这些也是未来知

识产权基本法需要考虑的立法重点。例如，正当行使权利，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原则；统一

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救济措施以及执法权限；协调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制定涉外知识产权规则

等，对现有知识产权法律领域进行价值补充、制度完善和规范修正，以适应知识产权法律发展的现

代化、系统化、协调化的实际需求。

3. 知识产权基本法与知识产权公共政策

两种规范方式具有不同的制度属性，但都属于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的重要构成。公共政策是现代

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形式，包括政策规划、政策执行、政策评价等规章制度。在一国知识产权制度

体系中，公共政策与专门法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知识产权

公共政策基于其类型的不同，或是对法律建构和实施提出目标要求（总政策）；或是作为法律规范

的制度补充（基本政策），或是在法律之外发挥协调支撑作用（关联政策、支撑政策）。就相互关

系而言，知识产权基本法是政策法治化的基本形态和重要基石。其“总政策”中有关知识产权问题

的长期性政策目标和全局性政策安排，“基本政策”和“支撑政策”中的涉及方向与方面、区域与

领域、体制与机制的主要政策措施，@9都可以以法律规范形式写入知识产权基本法，以保证上述重

要政策规范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同时，知识产权基本法是政策规范化的指引和依据。在知识产权制

度体系中，总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统摄与被统摄的关系，可以通过立法活动转化为法治与政策的关

系，即承认知识产权基本法对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统摄地位，后者不能违反法律的基本要求。强调

知识产权基本法对于相关公共政策的规制作用，在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保证政策的规范性、防止

政府权力的任意性。

四、价值构成：知识产权基本法因何而立

知识产权基本法既具有一般价值的构成要素，也有着其专门法的价值内容，是价值理性与工

具理性的统一体，包括正义（伦理理性）、效率（经济理性）、秩序（社会理性）。#0法的价值

研究，既是立法活动的需要，也是法律实施的需要。从严格意义上说，立法活动是在一定法价值

观指导下的国家行为。知识产权基本法的构造，就是解决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中的重要问

题，实现知识产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理想目标；同时，法价值还是法律实施活动的指引，

同一法律规定在不同法价值指导下具有不同的法律后果，知识产权基本法的任务之一就是为行政

执法和司法提供共同的价值基础；此外，法价值也是全民守法的思想条件。法律仅靠强制是不可

能维持长久的。长期以来，社会成员或是对知识产权法律移植的排斥，或是存有知识产权观念异

化和行为偏差，这就使得法律现实价值与法律理想价值之间产生重大差距。通过知识产权基本法

@9 参见吴汉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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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页。

#0 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法价值的中国语境解读》，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4期，第1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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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定与实施，有助于凝聚知识产权法治价值共信，即寻求社会共识，形成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

价值追求。#1

中国知识产权法已经走过三十余年的立法进程。但是，知识产权各单行法“缺少一套明确

的、统领性的价值体系作为指引”，“难以构建一套体系完善、位阶明晰、内部和谐的规范体

系”，#2因而招致一些学者的批评。就知识产权法律发展而言，立法者的任务使命是发现、选择和

确认各单行法的共同价值理念，并在知识产权基本法中进行相应原则规范表达和具体制度设计。#3

知识产权法律价值的精神实质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即法律不仅要体现立法者的价值目标

追求，更要反映价值构成中所蕴含的社会客观规律。诠释法的价值构成，构建法律认知取向和评价

立场，这是知识产权基本法价值实践的重要任务。

（一）正义价值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4实现正义是创设知识产权制度的第一目标。正义是伦理理

性，即知识产权基本法的正义观念和体现正义的法律规范，都是以其相应的道德伦理为基础的。总

的说来，知识产权基于智力创造活动而产生，因而符合权利正义；国家对知识产权给予保护，体现

了应有的社会正义。正义价值的法律实现，在立法文件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目标的正义。

即知识产权基本法的宗旨在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全社会创新活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在这里，立法宗旨表现了法律所追求的发展目标、道德价值和社会秩序；二是法律制度的正义。就

整个知识产权法而言，正义价值的制度实现，包括权利界定（即在无形的知识资源之上确定产权边

界，以体现国家统一法则来维系知识产权的权利状态）和权利保护（即国家通过法律强制力，以保

障权利人行使自己的权利）。关于正义价值的法律实现路径，知识产权基本法有着自己的基本功

能，即没有权利产生和形成的相关私法制度，更多是权利保护的原则立场和制度措施。诸如“鼓励

创新”“严格保护”等基本原则以及“大保护格局”“一体化保护制度”，表现了知识产权基本法

所独有的制度正义。

（二）效率价值

效率是法律经济学的核心思想。知识产权制度担负着实现知识资源有效配置，促进知识财富

不断增长的使命。可以说，效率是经济理性，即效率是知识产权法律构造的经济动因，其产权保

护、利用和限制的三大制度安排，形成了促进知识创造、知识公开和知识利用的有效机制。效率

价值以及价值实现的制度安排，归根结底是知识经济关系的反映和要求。从立法要义来说，只有

反映客观规律性的东西才是正确的，还市场经济法律以其自身规定的本性，这是市场经济法律的

第一要义。#5在知识产权领域，效率价值的私法追求，即是在保护创造者权利的基础上，寻求智力

成果的创造者、传播者、使用者三者的利益平衡，使权利配置达致合理和有效的均衡状态。#6在知

识产权基本法的语境下，效率价值的法律实践，则有着不同的目标要求及其实现路径。以国家名

义出现的政府，不是知识商品关系的参与者，而是公共政策制定者、知识市场的监督者和创新发

展战略的指挥者，其主体任务是提供制度产品、营造市场环境、促进产权利用和转化。知识产权

#1 关于社会共识与法治价值共信的论述，可参见周光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寻求和凝聚社会共识》，载《法制与社会发

展》2014年第5期，第11-13页。

#2 同注释@6。

#3 法理学者大抵认为，“法的价值体系，可以蕴含在法律制度之中”。参见卓泽渊著：《法的价值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

#4 沈宗灵：《法、正义、利益》，载《中外法学》1993年第5期，第1-10页。

#5 江平：《罗马法精神与当代中国立法》，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第7页。

#6 参见[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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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设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立法目的），强调“维护公共利益”“鼓励公平

竞争”“推动协调发展”的行为准则（基本原则）以及“促进知识产权的创造和转化运用”的政

策协同（政府责任规范）等，使得效率原则有着与私法领域不同的立法表达和制度设计。

（三）秩序价值

法律秩序是指法律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连续性以及法律规范之间的相互妥协性。#7秩序

价值的要义是妥当性或者说有序性，属于社会理性的范畴。社会理性要求法律制度设计提供社会

活动的共同基础，反映社会系统的规范追求，昭示人们行为的规范方式。知识产品（即知识产权

客体）具有非物质性特点，其本身不可能被自然占有和有形控制，需要法律对知识产权形态作出

“纯粹法律占有”#8的制度确认。在私法领域，秩序价值的实现表现为权利确认、权利利用和权

利保护等一系列有序性的权利安排。而在公法领域，秩序价值实现更多依赖于政府履行知识产权

环境治理的法律责任。在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中，有三个具支柱作用的要素，即制度、行为和信

念。#9就知识产权环境治理而言，上述要素表现为提供制度产品和行为规范的法律政策环境，形塑

行为样态和交易方式的市场环境，养成法治价值共信和创新价值共识的文化环境，以此形成知识

产权运行的社会秩序。

上述法律价值取向，是法律世界一般认可的知识产权法律价值构成。当下中国知识产权法律

价值体系构建，既是国际社会共同价值的采用，也有本土特殊价值的生成，其中人本主义和和谐

发展应是一种新的法价值观。人本主义是知识产权法律的最高价值。中国的人本主义从“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而来。所谓人本主义是二十一世纪的人文主义，以人权保障为最高理念，体

现了以人为本位、以权利为本位的私权理念。$0在知识产权法律价值的话语中，法律目标在于通

过对个体、群体以及社会公众的权益保护，以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法价值理念在私法制

度设计中被概括为保护私人权利与促进知识传播的二元立论宗旨，表现为创造者、传播者、使

用者的多元权利结构；而和谐发展是知识产权法律的终极价值。中国的和谐发展源于“协调发

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和谐是一种配合适当、协调有序的法治理想状态，包括

人的和谐、社会的和谐、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自然的和平共存与进步。$1和谐发展是知识

产权基本法的崇高追求，即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在创造、运用和保护的知识产权运

行系统中，统筹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使知

识产权制度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处于和谐共存、良性互动的状态。这是对知识产权所形成的新

的认知取向和评价立场。概言之，它是衡量法治价值体系实现效果的准则和标准，是统筹知识产

权法治系统运行的指引和遵循。

总之，确立人本主义与和谐发展的价值观，是对正义、效率、秩序等传统法律价值的超越和发

展，是对中国知识产权法律精神的挖掘和升华，分别具有私法和公法的价值目标意义。就知识产权

基本法而言，正义、效率、秩序的价值取向以及和谐发展的价值目标，既涉及对知识产权法治体系

的现实认知和评价，也包括对知识产权法治体系的理想追求和选择。考察法律价值取向、目标及其

实现路径，意在说明知识产权基本法的立法宗旨、规范构成及其应然效果，为知识产权法律建设寻

#7 参见李龙主编：《良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

#8 [德]康德著：《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8页。

#9 叶本乾：《路径—制度—能力：现代国家构建维度和建构有限国家研究》，载《党政研究》2014年第2期。

$0 屈茂辉：《中国民法典的基本理念》，载《求索》2002年第5期，第38-39页。

$1 参见王岩云：《作为法价值的“和谐”涵义初探》，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4期，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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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科学的发展方向。

五、内容框架：知识产权基本法是何样态

在《民法典》时代，制定一部知识产权基本法，是“去法典化”后基础性法律的立法选择，即

对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建构中的重大的基础性问题进行规定，将知识产权从部门管理事项提升到国家

治理事务的高度并进行法律确认；同时，也是寻求各单行法共同价值及规范的制度安排，即对现行

知识产权法不尽协调，不尽统一的规范进行整合，采取国家调控的方式并以基本法的名义对私权保

护中的紧迫性的重大问题作出规定。可以认为，该法应是知识产权治理活动的根本法，全面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实现法，推进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促进法。知识产权基本法的文本内容，可采取

“总则”与“专章”的结构，现就其核心规范提出学者建议并作简要分析。

（一）知识产权基本法总则

关于“总则”。“总则”作为“一般规定”，是对知识产权基本法的立法取向、价值目标、一

般准则的专门表述。其包括如下主要规范内容。

一是，立法宗旨条款。规定“为了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公平、合理、自由的市场竞争

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该条款包括“立法目的”

和“立法依据”两个事项的规定。“立法目的”叙述全面保护产权，维护竞争环境，促进社会进

步，服务强国建设共四个层次，即在“权利法”之外，彰显其“管理法”“促进法”和“发展法”

之法律属性，表明了该法与民事基本法以及其他知识产权法不同的立法宗旨；“立法依据”强调该

法制定的宪法基础，包括宪法赋予的立法权限和宪法相关规定对相关立法的指引等。

二是，调整对象条款。规定“本法调整因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运用、管理和服务活动产

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该条款是关于知识产权基本法调整范围的专门规定。调整对象是为法律所要

规范的各种社会关系，是任一法律的必备条款。该法调整的是与知识产权事务有关的特定的社会关

系，即主要是公法领域纵向社会关系，以知识产权治理职权和责任为对象特征，同时也包括私法领

域的民事关系，即与上述纵向社会关系相关联的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

三是，基本原则条款。第一，规定（1）“国家保护合法取得的知识产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

得侵犯”（严格保护原则）；（2）“知识产权的授予、行使和保护，应有效激励创新活动，有助于

成果的利用、转化和传播”（激励创新原则）；（3）“知识产权的取得和行使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法律可以对知识产权的行使予以合理、适当

的限制”（公共利益原则）；（4）“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营、管理和服务活动应当遵守法律，

尊重社会公德，有助于促进公平、合理、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公平竞争原则）；（5）“国家应

当发挥市场在知识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促进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市

场基础原则）；（6）“国家加强中央与地方的知识产权政策协同，促进知识产权部门与其他部门的

知识产权工作的协调发展，推动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各类主体的合作发展”（协调发展

原则）。第二，在立法技术方面，法律基本原则的确立和选取须遵循一系列的标准，即法律性（一

般应具有实在法的渊源，可以从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和司法判例中发现和提取）、统率性（对知识产

权领域的所有法律、政策规范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概括性（对知识产权的法律原理进行抽象概

括而形成的价值判断和法律活动准则）。基本原则精神贯穿于整个法律文本，代表了国家关于知识

产权治理的法律立场和整个社会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价值共信。立法者和决策者在制定规范性文

件时，都须遵守上述原则；在相关法律规范出现漏洞时，上述原则可以作补充适用的法律依据。在

基本原则规范体系中，严格保护原则、激励创新原则、市场基础原则以及协调发展原则，应为政府



试论“民法典时代”的中国知识产权基本法

.15 .

主体在知识产权治理中必须遵循的活动准则；而公共利益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更多是各社会主体

在知识产权取得和行使中不得违反的行为准则。

四是，法律效力条款。第一，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取得的知识产权，受本法保

护。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的知识产权请求在中国境内获得保护的，依照其所属国同

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互惠原则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国

际条约与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第二，关于知识产权法律的效力问题，大抵适用地域性原则（法律属地主义）和国民待遇原则（适

用外国主体），其中后者属于《民法典》第12条“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情形。此处的

法律效力条款，包括两项规则：一是知识产权地域性原则。以法律属地主义为主，根据中国法律取

得的知识产权，受本法保护。同时有例外规定，即外国主体在中国境外取得的知识产权，请求在中

国境内获得保护的，根据国际条约、双边协议或互惠原则办理；二是国际规则与国内法律协调原

则。“一般规定”为国际法高于国内法，遇有两者规定有冲突的，国际规则效力优先；“但书”规

定为例外情形，遇有中国声明保留的条款，该国际规则在中国不发生效力。

（二）知识产权基本法专章

关于“专章”。专章作为基本制度，是知识产权基本法的主要构成，包括主体责任制度、运用

和促进制度、保护制度、涉外关系法律适用制度等，具有直接适用的规范价值。

一是，主体责任条款。主要规定：（1）政府主体。“国家设立知识产权战略委员会，负责制

定和推动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及其行动计划，研究国家知识产权领域重大问题，领导和协调国家

知识产权工作”（机构设置规定）；“国家应加强知识产权与科技、文化、财政、投资、税收、产

业、金融、政府采购、军民融合、人才、教育等领域的政策协同，营造知识产权保护的法治环境，

促进知识产权的创造和转化运用”（政府责任规定）。（2）社会主体。“公共教育机构、研究机构

和事业单位应参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社会活动，在激励知识产权创造、培养知识产权人才、宣传知识

产权文化等方面履行各自的职责”（社会主体责任规定）。（3）企业主体。“企业应充分发挥知

识产权的主体作用，采取措施提高知识产权的创造水平，增进知识产权的运用效益”（企业责任规

定）。在立法体例中，主体是法律关系的第一要素，凡法律关系无论公法关系还是私法关系，在规

范结构方面须有主体要素的存在。与民法上的主体资格不同，知识产权基本法的主体，包括政府、

社会主体和企业，该类主体是为法律实施的主体，不以主体平等为必要。此外，法律关系的内容要

素即法律对主体的赋权和规责也区别于私法规范，对于政府而言，概为职权和职责的规定；对于企

业和其他主体来说，多是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并不含有权利义务对等的私法要素。

二是，创造和运用条款。主要规定：（1）知识产权创造。“强化企业在知识产权创造中的主

体地位。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在知识产权创造中的重要作用。鼓励群众性的发明创造和文

化创新”。（2）知识产权政策导向。“国家运用财政、金融、投资政策和产业、能源、环境保护

政策，支持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平台技术等成果获得知识产权，并鼓励知识产权的推广运用”。

（3）知识产权风险防范。“国家建立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和应急防范的体制、机制，发布重点领域

的知识产权风险报告，指导和协调开展对重点产业、重点项目的知识产权风险防控”。（4）知识

产权交易市场。“国家培养和发展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引导建立知识产权交易服务体系，推动知

识产权转化运用”。（5）知识产权评价系统。“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知识产权产品

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组织编制知识产权发展规划”。（6）知识产权服务业。“国家引导、鼓

励知识产权分析、交易、评估、管理、咨询等服务业发展，对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实行资质标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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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级分类管理”。（7）国防知识产权。“国家建立和完善国防知识产权制度，加强军用与民用

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调，建立国防知识产权的转化运用机制”。上述条款体现了知识产权基本法

具有的“创新之法”和“发展之法”的制度功能。知识产权创造体现了创新法律价值追求，是创新

发展的内驱动力；而知识产权运用则反映了效率法律价值目标，是创新发展的实现路径，两者同为

创新发展需求的基本法律内涵。主体创造作用、政策扶持导向、风险防控功能等，概从国家治理行

为层面规定了知识产权创造的法律措施；同时，市场培育、分析评价、专业服务以及国防知识产权

等，对国家及各种主体提升知识产权运用效益作出规范要求。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条款仅是概括

性、原则性的描述，作为专门制度的规范性内容，应在正式立法文本中具体表述和作细化规定。

三是，保护条款。主要规定：（1）协同保护机制。“严格依法保护知识产权，推动建立协同

保护机制，统一行政执法标准和司法裁判标准，完善行政执法和司法衔接机制”。（2）司法保

护。“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完善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建设，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体制

机制改革，建立知识产权诉讼制度”。（3）行政保护。“加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推进行政执法

体系建设，提高行政执法能力，统一行政执法标准”。（4）纠纷解决机制。“建立健全和解、调

解、行政裁决、专业仲裁、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等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5）网络环

境治理。“加强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监管体系建设，优化监管

流程，提高监管效率”。（6）新兴客体保护。“健全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制定遗

传资源、传统知识、民间文艺等领域保护办法。”知识产权保护是知识产权基本法的重要构成，

主要规定私法规范未能涉及的双轨保护机制构造、保护体系建设、纠纷多元化解决、网络环境治

理等事项。法律正式文本应对上述规范内容进行具体规定，使其具有可适用性。此外，对于法律

责任的重合、聚合，客体的重叠保护，知识产权与在先权利的关系等，也可在知识产权保护专章

中作出规定。

四是，涉外关系条款。主要规定：（1）国际合作。“国家坚持开放包容、平衡普惠的原则，积

极参与知识产权对外合作和交流，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制公正合理发展。国家建立和完善知识

产权涉外沟通交流机制，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统筹知识产权对外合作交流工作”。（2）国际援

助。“国家加强涉外知识产权风险应急工作，健全跨境维护援助机制，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和机构建

立知识产权涉外风险防控体系并提供境外维护援助服务”。（3）国际贸易调查制度。“国家设立国

际公平贸易调查委员会，负责对知识产权不公平贸易行为和对外贸易中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事项进

行调查”。（4）跨境电商监管。“加强跨境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监管，收集和公布假冒产品来源

地的相关信息，制定跨境电商监管规则。”涉外关系条款，事关国际知识产权事务和涉外知识产权

纠纷的基本规范，多是职权规则、管理规则和程序规则，因此，应为知识产权基本法专门规定。除

上述所列规范内容外，该法还可对涉外知识产权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外国法院知识产权民事判决

的承认和执行等作出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