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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陸「外商投資法」
立法看台商智慧財產權保護
◆文

陳彥文

海峽兩岸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律師

在歷經近 40 年每年以 10% 經濟成長速度

包括美國在內西方國家的知識產權，是引起此

崛起的中國大陸，近年來已面臨成長遲緩的新

次美中貿易戰爭的重要導火線。因此在國際壓

常態，甚至經濟下行的壓力迫在眉睫，使北京

力下，「外商投資法」立法後迄今，中國大陸

決定再度推出吸引外資的手段，即加大市場開

對於知識產權保護從政策面、立法面、執行面

放的力度並提出保障外商投資的相關舉措。其

到司法保護，陸續公布相關舉措，期望增強外

中，「外商投資法」於今（2019）年 3 月經大

界對中國大陸落實知識產權保護的信心。本文

陸人大通過，於明（2020）年 1 月 1 日生效，

擬從上述舉措看大陸對台商智慧財產權的保

這部取代原外資三法的新法律在前述加大市場

護，分別說明：

開放的力度與外商投資保障方面，有了總則性
的涵蓋與說明，其中有關知識產權（智慧財產
權，下同）的保護成為了外界關注的亮點。
一般認為，美國指控中國大陸長期用低廉
成本（如強制技術轉讓）或通過剽竊手段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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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資法」及實施條例（草案）中
的知識產權保護
「外商投資法」將知識產權和技術合作作
為重要內容予以規範。為了加強對外商投資合

至第 23 條及「外商投資法實施條例」（草

中重點加強對商標「惡意申請」和「囤積行為」

案）第 23 條至第 26 條規定：

的規制，也就是從源頭上予以制止，對於不以

一、對外國投資者的投資（包括知識產

使用為目的的註冊申請（即俗稱商標蟑螂），

權投資）的保護、外國投資者在中國

商標局在審查階段可以直接予以駁回。如果商

境內的知識產權許可使用費等自由匯

標局在審查階段沒有發現，予以初步審定了，

入匯出。

其他人發現以後，可以提出異議，在異議環節

二、保護外國投資者和外商投資企業的知
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和相關
權利人的合法權益；對知識產權侵權

也可以不予核准註冊。即便後面註冊了以後，
也可以通過無效的程序予以解決。
同時修改時還規定，對惡意註冊的申請人，

行為，嚴格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除了商標被駁回、被無效之外，還可以給予警

三、建立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

告和罰款等行政處罰。加大對侵犯商標專用權

推動建立知識產權快速協同保護機

行為的懲罰力度，提高侵權的懲罰性賠償和法

制，健全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決機

定賠償額。另正在審議的「專利法」修正案也

制和知識產權維權援助機制，加大對

將通過加大執法力度，規定懲罰性賠償等措施，

外國投資者和外商投資企業知識產權

大幅提高違法成本。

的保護力度。
四、鼓勵在外商投資過程中基於自願原則
和商務邏輯開展技術合作。技術合作
的條件由投資各方遵循公平原則平等
協商確定。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
得利用行政手段強制轉讓技術。
五、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對於履行職責
過程中知悉的外國投資者、外商投資
企業的商業秘密，應當依法予以保
密，不得洩露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大陸人大 3 次審議「外商投資法」的
立法過程，對知識產權和技術合作條款相
當關注。首先，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嚴格
知識產權侵權責任的追究，增加「對知識
產權侵權行為，嚴格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的相關表述；其次，增加關於商業秘密保
護的規定，使知識產權保護的條款更加豐
富完善。第三，將技術合作條文內容從知
識產權保護條文轉移到技術轉讓條文，符
合法律邏輯和實務上需要（兩者本質上有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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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3 日大陸人大也通過「商標法」修正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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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權益的保護，「外商投資法」第 21 條

習近平在國際場合就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
宣示
今年 4 月 26 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第二
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強調，全
面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大力強化執法，
加強對外國知識產權人合法權益的保護，杜絕
強制技術轉讓，完善商業秘密保護，嚴厲打擊
知識產權侵權行為。觀其主要內容，係為表達
中共重申中國大陸落實前述「外商投資法」知
識產權保護的決心。

就知識產權保護執法面的組織調整
大陸在此次國務院機構改革中，重新組建
國家知識產權局。將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管理
的職責、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商標管理職
責、國家品質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的原產地地理
標誌管理職責整合，重新組建國家知識產權局，
並由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管理。在知識產權
保護方面明確商標、專利執法工作由市場監管
部門承擔綜合執法。國家知識產權局負責全大
陸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建設，指導專利、商標執

新「商標法」及「專利法」（草案）中的
知識產權保護

法工作，制定專利、商標侵權判斷標準，同時

「外商投資法」通過後 1 個月，2019 年 4

和無效等行政裁決職責，期望對知識產權行政

明確承擔商標、專利、積體電路布圖設計複審
執法的機制更加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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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知識產權保護司法面的變革
按中國大陸司法審判機構整體分工設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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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以及三大訴訟法的具體規定，有關知識產
權的刑事、民事以及行政案件在法院內部過去
一直是由刑事、民事和行政審判庭分別審理的。
這種「三審分立」的架構相對淡化對知識產權
案件程序特異性的關注。鑒於知識產權法律保
護自身的特殊屬性，普通審判模式難以有效解
決知識產權糾紛，因而「知識產權專門化審理
模式」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
發展趨勢。
2008 年大陸「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明
確「設置統一受理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
案件的專門知識產權法庭」，推開知識產權「三
審合一」模式序幕。目前，大陸最高人民法院
以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中
級人民法院、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的基層人民法
院都已經實行或正全面推進「三合一」審判。

合理減輕外方當事人的訴訟負擔。依法加強保
護商業秘密、合理分配舉證責任，加大民事保
護和刑事保護力度。依法集中、統一審理專利
無效與侵權上訴案件，進一步提升審判質效。
充分尊重知識產權的市場價值，積極運用懲罰
性賠償，加大對惡意侵權行為、重複侵權行為
的打擊力度。進一步完善技術調查官制度，加
強技術類案件的多元事實查明機制建設。加強
涉及標準必要專利的案件審理，保障公平競爭
市場秩序。充分發揮知識產權案件多元化調解
的作用，實質性解決糾紛。進一步統一知識產
權案件訴訟證據和司法裁判標準，適時公布有
關司法解釋，發佈指導性案例，持續提升知識
產權司法審判工作規範化、科學化、國際化水
準。此項工作由大陸最高人民法院負責。
二、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機制 :
建立健全知識產權快速協同保護和信用聯
合懲戒機制，持續推進知識產權糾紛仲裁調解

「優化營商條例」就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定

工作，構建完善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

大陸國務院於今年 10 月 8 日制訂「優化營

完善註冊商標撤銷程式。健全地理標誌保護制

商條例」，堪稱今年最重磅級的招商文件，其核

度。完善電子商務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完善電

心在於建立一個市場化、法治化及效率化的經營

子商務平台專利侵權判定通知、移除規 則，完

環境，藉以提升外界對中國大陸的投資意願。

善電子商務領域專利執法維權協作調度機制。

此條例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定為：建立

積極運用標準化方法，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此

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推動建立知識

項工作由大陸商務部、市場監管總局、知識產

產權快速協同保護機制，健全知識產權糾紛多

權局、各省級人民政府按職責分工負責。

元化解決機制和知識產權維權援助機制，加大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強
化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見》就知識產權保護
的說明

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持續深化商標註冊、
專利申請便利化改革，提高商標註冊、專利申
請審查效率等。

大陸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
工作的意見」就知識產權保護的說明
大陸國務院於今年 11 月 7 日公告「關於

11 月 24 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
廳公布「關於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見」，明
確要求牢固樹立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的
理念，不斷改革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綜合

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意見」，對知識產

運用法律、行政、經濟、技術、社會治理手段

權保護有以下 2 點工作說明：

強化保護，促進保護能力和水準整體提升。力

一、發揮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重要作用 :
充分發揮財產保全、證據保全、行為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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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對證據形式要件的要求，適用事實推定，

爭到 2022 年，侵權易發多發現象得到有效遏
制，權利人維權「舉證難、週期長、成本高、

的制度效能，提高知識產權司法救濟的及時性

賠償低」的情況明顯改觀。至 2025 年，知識產

和便利性。優化涉及外商投資企業知識產權案

權保護社會滿意度達到並保持較高水準，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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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的營商環境更加優化，知識產權制度激勵
創新的基本保障作用得到更加有效發揮。
化知識產權保護，從政策面到執行面均有具體
作為，但相關成效仍有待後續觀察。以下就上
述大陸對知識產權保護的相關舉措對台商經營
提出建議：

一、杜絕行政機關強制技術轉讓的不合理要求：
技術合作的條件應由投資各方遵循公平原
則平等以合同形式協商確定，台商應嚴拒行政
機關以行政手段要求強制轉讓技術。

三、勇於打擊商標蟑螂：
在「商標法」修法通過後對於「傍名牌」
及惡意搶註商標的商標蟑螂，應積極對其商標
提出異議或申請宣告無效。

四、瞭解大陸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
和知識產權維權援助機制：
大陸過去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常有多頭馬車
及權責不清的情形，在此次的改革中，對於糾
紛解決及維權機制有明確的要求，台商應多認
識知識產權保護的程序面，以維權益。

五、積極運用懲罰性賠償制度：
此次改革加大對惡意侵權行為、重複侵權行

二、多利用行政而非司法管道保護知識產權：

為的打擊力度，多份文件均提到要建立「懲罰性

大陸知識產權保護管道包括行政手段及司

賠償制度」，這有別於以往維權僅能就受損害部

法手段，通過行政執法更能及時、迅速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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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大陸在國際壓力下的確有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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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有效提升，保護體系更加完善，尊重知識

分求償，對於侵權者必有一定威嚇作用。

保護知識產權，這是大陸有別於國際知識產權
保護的一大特色（如當年 IPAD 商標案通過北
京西城工商分局的行政執法，迫使 IPAD 全面
在大陸下架）。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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