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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思考
冯晓青

内容提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包括知识产
权法治建设的要求。作为部门法理学范畴的知识产权法理学，是推进我国知识产权法治建设的重要理
论武器。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具有自身特点和丰富内容。其中，知识产权法理学的内涵与定
位、知识产权政策与发展、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和法典化、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理性与价值追求、知识
产权法律制度之有效运行、知识产权制度变革与发展、知识产权文化等尤为重要。中国特色知识产权
法理学是当代中国知识产权法理论研究重大课题，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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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has entered a new era, and new requiremen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including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aw in 
relation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jurisprudence, as a branch of jurisprudence,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weapon for advancing Chi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ule of law.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rich content. Among them are the connotation and 
position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jurispruden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and development, systematization and 
codific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rationality and value pursui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egal system, effective 
oper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egal system,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culture.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jurisprud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major topic in contemporary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 China, and it is worthy of further study.

Key Words: new era;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ellectual property jurispruden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and policy;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当前，随着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我国经济社

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特别是在当前知识产权国际化乃至全球化时代，知识产权也已成为影响国

际政治经济贸易关系的重要因素。2020年1月，中美经贸协定第一阶段的达成就涉及大量的知识产权

保护条款。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为知识产权法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近些年来，我国知

识产权法学者围绕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就的探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我国知识产权法研究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提高理论水平。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部门法的成

熟最终需要进入部门法理学的境界。就我国知识产权法理论研究而言，同样如此。本文不揣疏浅，对

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基本问题进行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

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说，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需要面向社会现实需要。作为

部门法理学研究，也需要立足于现实国情并服务于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方法论和理论指导。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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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研究，亦不例外。我国知识产权法理研究应当立足于中国特色，在立足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充分

地借鉴其他国家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经验，及时把握知识产权国际化、全球化的新进展。同时，我国

知识产权法理应当为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提出逻辑自

洽、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能够更好地为我国知识产权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以及知识产

权战略的有效运行提供理论指导与方法论。

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涉及知识产权法方法论和多学科研究。当前，

适合我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尤其以利益平衡理论a和激励理论b富有生命力。但是，在新时

代这两种理论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变革的动力。例如，围绕知识产权保护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关系，

出现了很多新的特点，尤其是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产生了诸多新的保护客体，需要重构知识产权法

的利益平衡机制。又如，关于知识产权法的理论，过去更强调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和知识产权保护，对

于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公共领域问题比较忽视，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合理边界的研究也比较缺乏。在激励

理论方面，在新时代伴随着我国知识产权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实施，以及产学研高度融合的

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如何更好地发挥知识产权制度作为激励创新机制的功能和作用，在实现知识产

权制度所追求的公平正义价值取向的基础之上如何更好地实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创新激励的目标，需

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知识产权法多学科研究方面，迄今为止，我国知识产权法理论研究仍然大有

发展的空间。例如，在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一些新兴、交叉学科领域研究还不够；以知识产权法的政治

学分析、国际政治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为例，国外在这些方面已经有多年的研究和关注c，而

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少。又如，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理论、知识产权管理理论、国际知识产权

战略、知识产权政策学、知识产权思想史、知识产权纯粹法理学、知识产权伦理学、知识产权社会

学、知识产权经济学、西方知识产权思想史等方面研究，也需要大力加强。实际上，中国特色知识产

权法理的研究意义，不仅是在多学科研究方面，在新时代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过程中，知识产权制度越来越重要，也愈来愈需要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理论体系。这不仅对

于提高我国整体的知识产权理论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更好地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促进我

国科技文化创新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下将从多个层面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

权法理的研究内容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同仁。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的内涵与定位：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内涵之一

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首先需要明确其基本内涵和定位。本文认为，新时代中国

特色知识产权法理，是指我国在处于新时代环境下，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

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现实，就知识产权立法、司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法律文化，以及知

识产权政策和法律、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实施与运行等问题从理论层面进行深入研究而最终形成的关于

知识产权法的基本精神与学理。从逻辑上说，知识产权法理属于广义的法理学范畴，具有部门法理学

性质。d但其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立足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及其运行，同时在知识产权国际化

环境下兼及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与全球治理，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和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及其理论依

a 参见冯晓青著：《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b 参见罗娇著：《创新激励论——对专利法激励理论的一种认知模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周贺微著：《著作权法之

激励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c See Peter Bankia, Policy and Politics Behi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21 Fordham Int'l L.J. 445 (1997); Amy Kapczynski, The Access to 
Knowledge Mobilization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117 Yale L.J. 804 (2008).
d 与知识产权法理相关的概念还有“知识产权法哲学”或者“知识产权哲学”概念。严格地说，这两个概念不是等同的概念，研究

的内容和定位也不完全相同。从一般意义上的法理学或者法哲学的概念来说也是如此。当然，这一问题即使在法理学界也存在一定争议，

因为也有将两者等同的观点。《不列颠百科全书》即将法哲学解释为系统研究法律的概念和理论，旨在帮助人们理解法律的概念、渊源

以及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关于知识产权法哲学或者知识产权哲学问题的研究，参见[澳]彼得.德霍斯著：《知识财产法哲学》，周林

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冯晓青著：《知识产权法哲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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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同时，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也属于广义的知识产权法理学的范畴，因此一般意义上的关

于知识产权法理研究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也能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提供理论养分和启发。

当然，反过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研究也能够丰富和发展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法理。从

这个角度而言，深入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也能够为世界知识产权法理研究贡献独特的

中国力量。

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的基本概念出发，本文认为，应当把握以下基本定位和内涵：

其一，立足于中国特色。相较于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法制度而言，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历史并不长，

不过也有数百年之久。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10年颁布的《大清著作权律》等知

识产权法律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历史看，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

度真正的春天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之初。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创新

能力的提升，知识产权法制建设日臻完善。e在当代知识产权保护国际环境之下，我国知识产权法律

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需要遵循共同的国际规则。首先，必须建立在立足于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妥善处理

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其中，本土化是前提和基础，国际化是在本土化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和发

展，是我国为加入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大家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为改革开放提供良好的法

律环境与制度环境之所需。这里的所谓本土化，其关键之处就在于中国特色。当然，中国特色可以从

不同层面、不同学科、不同视野进行解读。从政治的角度而言，中国特色的根本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本文所探讨的知识产权法理而言，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产权法学理

论与基本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产权法学理论基本精神并不排除几百年来形成的关于知识产权

法律制度的基本理论、原理的适用（如关于知识产权是私权的概念、关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追求公共

利益目标的原理）。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需要将这些成果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知识产权

法律制度的实践中。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研究方面，如何把握并立足于中国特色，则是需要进一步深入

思考的问题。本文认为，以下几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具体制度的

构建，应当在兼顾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要求的前提下，与我国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与

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背景相适应（我国近些年来参加了几乎所有的重要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公约）。总

体上，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具有较高的水平，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是一

个高标准、高水平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但即使这样，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我国仍然存在一定的自

主决策的空间。在满足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我国确立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具体的

制度架构无疑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现实国情的需要。（2）知识产权保护在具体策略和方式方面，应与

中国现实国情相适应。自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逐步建立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以来，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一直实行行政处理与司法保护的“两条途径、协调处理”的机制，其中知识产权行政处理就是非常具

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具体策略和方式。近些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专门法律制度的修改均对知

识产权行政执法问题有重要改革。基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知识产权案件数量日益飙升以及传

统文化观念的影响等现实，知识产权行政处理制度还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存在并发挥其独特的不可替代

的作用。当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发展，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及其实施中，如何对待知识

产权行政处理机制，包括如何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机制有效地衔接和协调，是值得重视的问题。（3）
在知识产权文化意识和社会观念方面，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实施应当立足于本土文化，并根据知识

产权制度的发展规律和要求，进行现代化改造。如下文所讨论的，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建设离不

开社会公众较强的知识产权观念和意识。而知识产权观念和意识的培养，需要剔除我国几千年以来形

成的私权观念淡薄等传统文化中的不利因素。我国知识产权文化的构建也离不开我国的现实国情。关

e 参见吴汉东：《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变迁的基本面向》，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第108-125页、第206-207页；冯晓青：

《中国70年知识产权制度回顾及理论思考》，载《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6期，第25-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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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知识产权制度现代化和知识产权文化构建等问题，下面还将予以述及。（4）在指导思想方面，马

克思主义理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研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知识产权

本身属于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f尽管在马克思时代并没有发达的知识产权制

度，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原理指导研究现实中的知识产权问题。g

其二，适应新时代要求。根据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我们

可以看到，近些年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建设和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与有效实

施。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

保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当前我国正在

制定面向2035年的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纲要。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纲要将是在2008年6月5日国务院发布的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有效实施十多年基础之上进一步推动我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战略性

举措。我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需要，旨在使我国由知识产权大

国变为知识产权强国，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方面全方位提升知识产权能力，大幅度提

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而做出重要贡献。无疑，新

时代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有效运行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更宽广的舞台。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知识产权法理研究显然应当立足于新时代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知识

产权制度的完善，知识产权战略有效实施提出的新需求、新目标和新任务。在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一方面会有更多的机遇；另一方面也会遇到更多的挑战，特别是国际环境变幻莫测。新时代我国

知识产权制度的构建与有效运行，同样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研究而

言，也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现实需求与未来变革的需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区之间知

识产权保护水平的不平衡状况和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在现代化进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困难和困境，对知

识产权保护制度实施提供具有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和理论指引。

其三，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应当植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土壤，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来看，其本身是科学技术和

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两者缺一不可。其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基

础和可能。例如，当代专利权的客体有不断扩展的趋向，而专利权客体的扩展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

直接的联系，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可以受到专利权保护的新型客体。不仅如此，科

学技术的发展还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实施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手段。例如，人们耳熟能详的现代信息网

络技术的发展，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在网络空间实现利益提供了极大便利。与此同时，知识产权制度

的建立和发展反过来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建立的激励机制和利益协

调机制，大大促进了技术创新活动。再从市场经济因素来看，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之所以是市场经济的

产物，是因为只有在市场经济土壤中受知识产权保护的知识产品才能够通过市场流转的形式充分实现

其经济社会价值。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权，知识产权价值的实现离不开较为成熟的市场环境，特别是当

代的市场经济环境。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不仅使人们在观念上形成了知识产权的私权观念和市场

观念，而且使知识产权人和其他相关主体真正能够借助于市场机制各取所需。可以认为，市场成熟度

越高，知识产权的价值就越能体现和实现。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

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与健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培育与发展，

一方面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另一方面也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制

定和有效实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h在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的背

f 参见冯晓青：《马克思理论与知识产权——研读〈知识产权哲学〉之体会》，载《电子知识产权》2003年第12期，第56-58页。

g 参见乔磊：《基于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的知识产权研究》，东北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

h 从这里也可以总结与反思，为何建国以来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迟滞不前。本文认为，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

因是长期的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经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建设缺乏市场经济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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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的研究应当深深扎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发展的实际和

现实需要，倡导建立市场导向的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在知识产权相关法

律制度的构建和改革方面，充分重视当事人意思自治，利用市场机制优化配置市场资源，提升市场机

制在推进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功能。

其四，利于创新发展。创新发展无疑是当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在这方面，知识产

权法律制度作为激励创新、保护创新成果以及促进创新成果有效利用的法律制度和激励机制，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i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作为一种激励创新的机制，在当前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背景之下，在驱动我国创新发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和产业转型升级，使我国摆脱

粗放型经营进入集约型经营、经济增长模式由要素驱动跃升为创新驱动的转变中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

用。虽然在知识产权法理研究中，有少部分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与激励创新无关，但我们不得

不看到的是，当代国内外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经济社会发展都是在知识产权制度的运转之下所实现

的。从党和国家关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阐述与政策构建来看，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逐步定位于激励创

新的重要制度机制和法律保障机制。从近些年来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有效实施来看，其对于我国经济

社会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升的重要作用，是不能否认的。在当代，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之中，

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在极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创新能力的提升。无疑，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创

新能力的提升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付出艰苦的努力。无论如何，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

完善和有效运行在促进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整个国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

功能和作用。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论述中即有体现。j在新时代，围绕

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创新能力，作为激励创新基本法律制度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如何有效地发挥

其作用，并通过修改完善的形式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要求，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相应地，中国特

色知识产权法理研究也不能不关注这一问题，并应当为此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操作范式。

其五，面向知识产权法之现代化。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说，法律的现代化问题一直是其研究的重

要内容之一。在法理学上，法律现代化是伴随社会变迁与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从传统到现代的演进过

程。法律现代化反映了社会发展和法律制度规范功能与作用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社会发展对法律制度

的影响以及法律制定和完善对于社会关系调整、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的作用。从各国法律现代化进程

看，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不过大致存在国家（政府）推动与社会推动等方式。知识产权法作为法

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同样存在法律现代化的问题。特别是，知识产权法与国家经济、科技、文化发展

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通过研究知识产权法的现代化问题，研究知识产权法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与时俱进中的变迁和规律，对于探索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法治道路，不断完善我国知

识产权法治、提高我国知识产权战略运用水平，最终服务于大幅度提高我国的创新能力和国家竞争

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本文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在针对知识产权法的现代

化方面，需要注重以下问题的研究：（1）现代技术，尤其是信息网络、生物遗传工程、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挑战与对策；（2）知识产权专门修改与完善，应以法

律现代化为重要指针；（3）我国知识产权法现代化演进中如何与我国传统文化、传统社会相衔接；

（4）我国知识产权法在现代化演进中如何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相契合等。

其六，面向知识产权之全球治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在研究领域和范围上，并非

仅限于知识产权的国内法律保护，而应当具有开放视野。这是因为，当代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一

种高度国际化的制度。知识产权国际化趋势早在19世纪末期即显端倪，并随着20世纪以来的百余年发

展而不断深入。到21世纪的今天，则向更高程度和更高水平发展，大有知识产权全球化趋势。当代的

i 参见冯晓青著：《技术创新与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第228-251页。

j 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强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是完善产

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



.8 .

·2020年第4期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在形式上具有公平合理性，因为某一国家或地区是否参加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公

约，由其自愿选择。然而，基于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经济、科技、文化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特别是发

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国民待遇原则、对等保护原则为基础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结果在不同

国家地区之间并非能够获得实质性的公平。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利

益冲突与摩擦不断。近些年，中美之间基于知识产权保护所进行的双边谈判，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典

型而已。当前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仍然主要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制定中有

更大的话语权。特别值得警惕的一个现象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领域更多

的是强调知识产权的高标准、高水平的保护，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所希望的相对较低的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知识产权独占主义思想，乃至知识霸权的思想仍然阴魂不散。从知识产权法

理学的角度来说，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理论能够很好地指引知识产权国内制度的有效实施。在国际

层面，至今为止，却尚未形成一种广为接受的能够更好地协调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中各个地区之间的利

益关系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理论体系。不仅如此，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制定方面缺乏广泛的民主性，

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权和话语权极大地受到发达国家的限制。针对当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现实情况和

利益冲突，本文认为特别需要构建一种适合于平等互利、创新发展，合作共赢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新

理念、新思想和新理论，彻底根除在当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的独占主义思想、知识霸权理念，彻底

剔除旧有的、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当代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余孽”。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立足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现实，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的问题如何解决显得日益重要。

众所周知，我国是拥有人口最多的、面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我国经济、科技实力的极大

提升，以及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能力的提高，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产权大国。

尽管目前我国还不是知识产权强国，但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知识产

权国际保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些年来，我国参加了大量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国际公约，认真

履行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义务，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步树立了负责任的知识

产权大国形象。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我国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同样需要以先进的理论武器为

指导，探讨符合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新理念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理论与原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

法理自然也应当关注当代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问题，针对当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存在的问题和现实情

况，提出富有建设性和适应性的先进理念、理论体系。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先进理念就可以很好地运用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领域。k无疑，引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对

知识产权全球治理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国提出具有自身特色并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

新理念和实践范式。

三、知识产权政策与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内涵之二

知识产权政策与发展是知识产权法理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具有特定

的政策导向。我国特定时期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需要服务于相应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文化创

新。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来说，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范畴，需要适应经济基础。

从知识产权相关政策导向方面入手，可以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价值功能和基本定位有更深刻的认识

和理解。就当前我国的知识产权法理研究而言，在知识产权政策与发展的研究和探讨方面，需要基于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到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启动的新的历史

使命。知识产权政策是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和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内涵之一，对于保障我国知识产权制度

的有效实施，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知识产

权政策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从效力层级看，可以包括中央、地方的知识产权政策；从知识产权战略

k 在国际法领域，国际法学者已有初步探讨。参见张辉：《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社会基础理论的当代发展》，载《中国社会科

学》2018年第5期，第37-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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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的角度来看，可以包括涉及知识产权创造、知识产权运用、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管理相关政

策；从其涉及的内容来看，可以体现在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创新政策、文化政策、科技政策、经济贸易

政策、教育政策等。近些年来，为了有效地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制度，我国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大量涉

及知识产权的相关政策。其中，2008年6月5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就是我国知识

产权国家政策的核心体现。它深刻地表明，知识产权在当代已经成为国家战略。随着新时代建设社会

主义强国宏伟目标的提出，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呼之欲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知识产权政策构建

与发展具有新的定位和历史使命。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完善国家

治理体系，更好地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功能和作用。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综合利用政治、经济、文

化、政策法律等方面的手段、资源和优势，以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基本目标，以提高人

民福祉为终级愿景。怎样完善国家知识产权政策，尤其是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使之更好

地服务于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就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研

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本文认为，在推进我国知识产权政策研究方面，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重点关注：（1）我国

知识产权政策如何与科技政策、创新政策、产业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经济贸易政策等很好地衔接与

协调？从推动和保障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来讲，我国知识产权政策绝不是孤立

的和单一的，其本身是我国政策体系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和范畴，同时又与国内其他政策具有非常密切

的联系。因此，应当重视和研究知识产权政策在国家政策体系中的定位及其相互作用。（2）我国知

识产权政策如何通过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加以推进实施。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说，政策和法

律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尤其是政策需要通过一定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并加以推行。就我国知

识产权政策而言，同样如此。在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中，其背后均有相应的政策导

向，如何在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中体现并实现这些政策导向，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3）我国知识

产权政策的核心运作机制。其关键点在于充分利用知识产权制度的激励创新、保护创新成果和利益协

调的功能与作用，有效促进我国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最终实现我国由知识产权大国

变为知识产权强国的宏伟目标。

四、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和法典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内涵之三

知识产权被公认为是一种私权，即一种具体的民事权利。相应地，知识产权法属于民法的范畴。

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体系构建中，涉及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知识产权法律内部之间的协调和体

系化建设；第二个层次是知识产权法在民事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尤其是在当代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知识

产权法律制度在民法典中的地位，转换成立法的问题就是知识产权制度是否应在民法典中规范，以及

如果规范，应当如何规范。

第一个问题，主要涉及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体系化、现代化、本土化和国际化问题。本文认

为，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体系化应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各类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本身的

制定和完善。如果知识产权专门法律制度本身残缺不全，就很难再谈体系化的问题。目前，我国的知

识产权法律制度主要体现于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商标法“三足鼎立”，其他以低一层次效力的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等形式体现。知识产权中的有些重要内容需要单独立法。例如，商业秘密是

否需要单独立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秘密保护法》，就很值得研究。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需要

与时俱进，各专门法的内容也需要及时修改。现在存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有的法律（如《著作权

法》）修订的过程耗时太长，在如此之长的过程中又会产生很多新的问题。

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现代化，重点还需要关注信息网络、高新科技发展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影

响以及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如何更好地适应信息社会和科技发展的需要。近些年来随着信息网络和高科

技迅猛发展，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遗传工程等技术发展，产生了大量的相关知识产权新

型的客体，对知识产权的创造和运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我国相关知识产权法

律的修订和完善，不能不回应和规范高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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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法理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现代化方面，还必须紧跟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建设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知识产权制度作为商品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产物，应当随着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而与时俱进。

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本土化建设，要立足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尤其是政治、经济、科技、文化

发展状况。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国际化，则应高度关注知识产权国际化，乃至全球化的最新进展，

实现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完满结合。l同时，在知识产权国际化的过程中，需要着重探讨如何不断提高

我国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规则制定和变革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逐步打破西方国家对知识产权国际保

护规则制定的垄断。

第二个问题涉及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典的关系及法典化的问题。法典化是当代知识产权法的一种

重要立法趋势，尤其体现于法国、俄罗斯、越南、蒙古等国家。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问题是当代我国

知识产权立法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也是当前我国民法典制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民法总则》

第123条，在《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三节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确立了知识产权的民事权利法律地位。

然而，在这次民法典分则草案的制定过程中，对于是否应当设立知识产权编有极大的争议。主流的民

法学者似乎不主张在民法典分则草案中设立知识产权编，而大多数知识产权法学者主张设立m，特别

是著名知识产权法学者、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刘春田教授

组织撰写了民法典知识产权编专家建议稿并已正式出版。但是，2019年12月正式公布的《民法典（草

案）》并没有设立知识产权编。迄今为止，在民法典中是否应当规定知识产权制度，以及如果规范应

当如何规范一直存有争议。根据我国民法典最新的立法进展，本次增加知识产权编的可能性不大。然

而，这并不意味着以后我国民法典的修改和完善也不需要规定知识产权编。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十分重

要的民事权利、知识产权制度作为当代一种十分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在当代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越来越重要。未来知识经济发展中我国民法典的修改，如果整体上仍不接纳知识产权制度，就很难谈

得上是一部现代化的民法典。

关于未来我国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走向，本文认为我们不能放弃在民法典的未来变革和修订过程

中增加对知识产权制度的规定以及接纳知识产权编。在这些年间，我国知识产权法学者所要做的事情

是：第一，继续深入研究并提炼知识产权编的专家建议稿。建议以我国主流知识产权法学者为主，广

泛吸收民法等领域相关学者参与，并加强与民法学者的沟通和交流，将民法典中的知识产权编作为重

大知识产权立法课题研究。希望到下次民法典修订时，知识产权编的构架已经非常成熟。第二，也需

要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法典化的独立性问题，加紧研究和制定独立的知识产权法典。在这方面，国外已

经有先例可循。

本次《民法典（草案）》没有规定知识产权编，实际上，本文认为并不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学者对

知识产权法典化的问题关注和研究不够，而主要是认识上的原因。认识上的原因主要体现于：对于将

知识产权制度纳入我国民法典之中的必要性、可行性和迫切性认识不够；过于强调知识产权作为民事

权利的特殊性；过于强调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随着技术发展和立法修改、变动的频繁。实际上，知识产

权作为民事权利的特殊性不应被过于强调，民法典规定知识产权的问题实际上是提炼共同规则。从知

识产权司法实践角度看，实际上是知识产权民事司法裁判法。在民法典中规定知识产权制度有利于民

法现代化和在知识经济发展中更好地发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功能和作用。近些年来我国主流知识产

权法学者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法典化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花费大量精力进行深入研究，且成果具有很

高的研究水平和立法采纳价值。特别是刘春田教授主导的版本较为成熟，可以考虑作为民法典知识产

权编的范本（当然，也需要大力完善）。

l 参见冯晓青：《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变革与发展策略研究》，载《人民论坛》2019年第23期，第110-113页。

m 刘春田：《我国〈民法典〉设立知识产权编的合理性》，载《知识产权》2018年第9期，第8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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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理性与价值追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内涵之四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理性与价值追求的相关研究包括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宗旨、知识产权法的基本精

神、知识产权法的价值取向等。这方面，国内外已有一些研究成果。n大体说来，可以分别作如下

理解。

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宗旨，是知识产权法的立法目的，也是知识产权法基本精神和价值追求的体

现。我国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专门法律第1条一般都被认为是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宗

旨条款。从纯粹法理学的角度而论，知识产权法的立法目的主要体现为充分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人的

合法权益以及实现知识产权立法所追求的社会目标，尤其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文化创新与进步。我

国也有学者将知识产权立法宗旨概括为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前者主要体现为有效保护知识产权人的

合法权益，后者体现为激励创新、增加社会无形财富以及维护公共利益等。从知识产权法所调整的利

益关系的角度而言，知识产权立法宗旨可以理解为实现充分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与维护社会公众利

益，并在调节两者利益关系基础之上实现两者的利益平衡。

知识产权法的基本精神，按照著名知识产权法学者吴汉东教授的观点，体现为“私权神圣”与

“利益均衡”。o本文笔者对此有同感，同时认为，知识产权法的基本精神还深刻地体现为激励创新

的意旨。如前所述，知识产权法是鼓励、保护创新成果以及促进创新成果运用的基本法律制度。不仅

如此，由于当代技术创新活动深深扎根于市场经济土壤，且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本身是市场机制的产

物、知识产权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充分实现也需要立足于市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需要充分运用市场机

制实现知识产权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知识产权这一专有权利本身也可以视为对市

场专营权的一种体现。这种市场机制与产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又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知识产权

法律制度保护的背后，是产业的发展。在优化相应资源配置、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方面，知识产权法

律制度具有独到的功能和作用。正是基于上述特点，吴汉东教授还将知识产权法称为“创新之法”和

“产业之法”。p由此可见，知识产权法所承载的功能和作用是多方位的。

知识产权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包括公平、正义、自由、效率和创新等。q前面三个目标典型地

体现了法理上对知识产权制度所需要实现的要求，后两者则体现了知识产权制度在经济上的合理性以

及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就公平而言，在知识产权法中也有所体现：主体资格平等，

权利和义务对等，在发生纠纷时诉权平等。正义是所有法律所追求的终极的价值，也是知识产权法所

追求的重要的价值目标。正义其实包含了公平和平等的观念，但其具有更加深刻的内涵。在法律制度

上，正义包括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同时实现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是所有法律制度实施所追求的最高

的、最圆满的状态。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做到同时具备。追求公平和正义是立法的指导原则，更

是司法中指引法官审判最重要的价值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

中都感受到公平和正义。就知识产权法而言，实现正义是知识产权制度的灵魂。r效率价值也是知识

产权制度的重要价值取向，在这方面无论是我国知识产权法理论、知识产权立法，还是知识产权法实

践，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安排、条文设计，充

满了对经济效率和效益的追求。一个不考虑法律效率的制度安排，很难最终实现实质的公平和正义。

最后，制度创新和知识创新也是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价值追求。s如前所述，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是一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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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律构造与移植的文化解释》，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6期，第58页。

p 《知识产权南湖论坛聚焦创新发展与知识产权法治现代化 》，载http://wellan.zuel.edu.cn/2017/0417/c1668a155112/page.htm，最后

访问日期：2020年3月10日。

q 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创新本质与知识创新目标》，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95-108页。

r 参见向波：《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之正义考量》，载《知识产权》2014年第10期，第30-36页。

s 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创新本质与知识创新目标》，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95-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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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激励创新的法律制度。本文认为，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的概念，不仅仅是鼓励创造，还包括对创

造的投资的鼓励，以及对创造性成果商业化的鼓励，通过加强知识产权的运用和保护，建立产学研深

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当前我国正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知识产权制度就是一种创新驱动

的法律机制。

六、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之有效运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内涵之五

一个符合社会发展的制度，其存在的价值在于有效的运行，包括知识产权法在内的法律制度也一

样。法律制度的运行可以从狭义与广义两个层面去理解。狭义上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主要是指立法

的实施、执法与司法及守法活动及其过程。广义上则还包括它和其他制度相互的协同作用，以及在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和功能。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为例，狭义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

运行是指知识产权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相关的活动和过程。广义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运行则

包括更加丰富的内容，如：涉及知识产权制度与技术创新融合的法律运行机制的构建及运行，知识产

权导向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知识产权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现

代化进程中独特功能与作用的发挥，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尤其是当前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到

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战略转型与发展）以及知识产权政策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简言之，只要着力点是

充分利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立足于激励创造和知识产权有效保护、科学管理、充分应用，都可以归

入这一广义的范畴。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无疑是知识产权法面向社会现实需要而实现其调整社会关系的功

能和作用的体现。t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实施为内核。由于知识产权

法律制度服务于特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其有效运行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相关制度的运行相

辅相成的。当前在我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环境下，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有效

运行以知识产权制度的法治化为根本，以知识产权制度本土化和国际化的有效结合为特色，以营造公

平竞争、创新发展的社会环境为重要目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也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

其不仅涉及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涉及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的优化模式，而且涉

及知识产权制度融入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和层面，实现对国家知识产权的有效治理，并最终体现为国家

和产业层面的知识产权能力与核心竞争力。无论如何，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以充分有效地

保护知识产权这一私权为基础，以协调和平衡围绕知识产品产生的各种利益关系为内容，以服务于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创新能力提升为根本。

七、知识产权制度变革与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内涵之六

知识产权制度的变革与发展，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的重要内涵。知识产权制度作

为科学技术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一个与时俱进，随着社会发展和变革而不断完善的法律制度。

知识产权制度的变革与发展，也是知识产权制度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在知识产权的法理上，有

学者将其称之为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论。u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本文认为知识产权制度的变革与发

展，需要着重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大变革和发展的背景之下研究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问题。当前的知识

产权制度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法律制度，知识产权的国内保护和国际保护形成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双层

体系。近些年来，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就是在不断地与国际接轨、国际化过程中而不断

构建的。如前所述，当前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具有新的特点，错综复杂，具有全球保护的趋势。其总的

t 参见胡朝阳：《知识产权制度运行的有效性探析——以创新型国家建设为分析视野》，载《法学论坛》2008年第2期，第92-97
页；朱雪忠、戚昌文：《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运行中的不协调现象初探》，载《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3页。

u 参见吴汉东主编：《中国知识产权理论体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发展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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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体现为，保护范围越来越广，保护内容越来越多，以及保护水平越来越高，在知识产权国际规则

的制定和变革方面，发达国家处于主导地位。而且围绕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南北国家之间存在深刻

的矛盾和冲突。从知识产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一定程度上是旧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

济秩序在当代的延伸。这是因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形式上的平等无法实现在实质上的公平，知识资源

的分配和利用在全球范围内很难实现全球正义。无论如何，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对于

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变革与发展，应给予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

第二，把握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因应技术的发展而对知识产权制度进行及时的变革。知识产

权制度与技术发展向来具有内在的联系。大体说来，一方面，技术发展是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重要因

素，为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如没有印刷传播技术的发展，版权制度的产生就难以想

象；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制度又极大地促进了技术创新，有利于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当前，随着新兴

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保护主体、权利利用、侵权表现等都具有

一些新的表现形式。电子商务法的实施也对知识产权相关问题进行了规范。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变

革，尤其是每一轮知识产权专门法律的修订，必须因应技术的发展，高度重视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影

响。例如，如何规制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与限制的问题，以及在信息网络和电商平台环境之下，如

何保护专利权和商标权的问题，还如网络环境下智慧法院建设的问题等。只有紧跟技术的发展，对技

术发展出现的新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规范，知识产权制度的变革和发展，才能够实现前述的知识产权法

律现代化。

第三，知识产权制度变革与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因应技术发展与时俱进的问题，而且包括知识产权

制度需要随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而不断变革。同时，制度作为市场经济的

产物，知识产权制度的变革与发展也体现为以市场为导向引领知识产权制度的有效实施、充分利用市

场机制促进知识产权的创造和保护。除此之外，知识产权制度的变革与发展还体现为知识产权保护理

念的更新，知识产权保护理念的先进性和前瞻性。

八、知识产权文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内涵之七

文化是一种软实力，一个国家的文化维系着民族发展的血脉。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

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沉淀深厚，博大精深。我国文化建设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特

别是在当代以构建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以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为重要手段。知

识产权文化属于我国文化体系的重要范畴。在新时代，我国知识产权文化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v知

识产权文化，可以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进行理解。知识产权文化涉及知识产权的意识培养、知识产权

知识的普及实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等多方面，是人们关于知识产权的思想、观念、态度、意识、认

识等的总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文化建设，立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尊重知识，尊重和

保护知识产权，崇尚创新为核心内容。

我国知识产权文化建设具有丰富的内容。本文认为，新时代我国知识产权文化建设应着重解决以

下几个问题。

第一，深入普及知识产权知识。拥有基本的知识产权常识，才能够做到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

以及充分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在现实生活中，相当多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侵权

纠纷案件中，当事人对知识产权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和认识，是产生纠纷的重要原因。我国在普法活动

中，将知识产权知识的普及作为重要内容之一非常重要。

第二，不断提高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培养良好的保护和尊重知识产权的观念。意识是行为的先

导，缺少知识产权的意识很难做到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以及有效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v 参见王珍愚、单晓光、许娴：《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与知识产权文化融合问题研究》，载《科学学研究》2015年第12期，第821-
1827页、第1850页。赵志彬：《中国知识产权文化的发展与展望》，载《知识产权》2019年第8期，第28-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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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引导公众正确对待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特别是盗版等相关案件。现实中一些人对盗版等知

识产权侵权行为存在错误的观念和认识，仅从个人利益出发，甚至认为盗版有理。产生这种错误观念

有多方面原因，需要从知识产权知识普及、意识培养、道德素养提高等多方面入手。盗版在某种意义

上对个人“有利”，但其不仅损害权利人的利益，而且会破坏文化秩序，危及产业发展，最终会因摧

毁创新的动力而损害个人利益，因此在知识产权制度上应当是需要严厉打击的侵权行为。包括我国在

内的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假冒、仿冒、盗版、剽窃、抄袭都是予以重点打击的侵权行为。在知

识产权文化建设中，应当弘扬正能量，纠正“窃书不算偷”的认识，树立盗版行为可耻的观念。

第四，加强诚信建设，构建诚信社会。诚信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一个没有诚信

的社会是很可怕的。在知识产权文化建设中，诚信文化建设尤其重要。很多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之

所以发生，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行为人缺乏诚信，故意采取假冒、仿冒等手段实施侵权行为。所

幸的是，近几年，我国知识产权专门立法在不断的修改和完善中已注意到了增加诚信条款的重要性。

如《商标法》2013年修订时就专门增加了商标注册申请和使用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的条款。

第五，创新文化建设。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与创新文化建设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并且如

前所述，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本身是鼓励创新和保护创新成果传播的法律机制与制度激励机制。崇尚创

新，弘扬创新，以创新为荣，以仿冒可耻，是构建创新文化的实质内容。当前，我国在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朝着创新型国家迈进。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离不开知识产权制度的法律保障。创新文

化建设既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软实力保障，也是知识产权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对有效制定和实

施知识产权战略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第六，应注意吸收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成果。文化具有传承性，特别是我国具有的悠久历史文化

传统。w我国传统文化中尽管存在一些不适合于现代社会的内容，但也有很多优秀文化成果。在新时

代构建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文化，离不开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吸收。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

权法律文化的研究，应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理念，应当充分吸收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为

我所用。

余 论

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的研究，前面进行了初步探讨，包括知识产权法理的中国特色

及其在新时代被赋予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的基本内涵，如知识产权法方法论及多学科

研究，尤其是利益平衡理论新发展、激励理论的重构，还有知识产权法部门法理学研究；知识产权法

政策及其走向与新定位，由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到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知识产权制度运行的新起点与价

值整合，如国家治理体系中，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有效运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公平、效率价值与创新

价值的整合；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尤其是

本土化与国际化博弈；中国知识产权文化的塑造，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文化内涵。当然，知识产权法

理内容的丰富性决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也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前面的探讨，只是其中

比较重要的方面。

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研究而言，本文进一步认为，以下几点仍需要强调与重视。

第一，新时代知识产权法理研究是我国部门法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应给予高度的关注。新时代

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的研究，应特别重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及其有效运行在新时代被赋予的新的历

史使命，在充分借鉴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关于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理论、知识产权立法和司法相

关的经验和成果基础之上，必须扎实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法理研究成

果才能够立足中国现实、解决中国现实问题。

w 李志明：《中国知识产权文化发展中的文化冲突及解决方法——以知识产权文化的历史演变为视角》，载《江汉论坛》2013年第

4期，第133-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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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的研究，以构建中国特色知识产权理论体系为基本内容。我

国知识产权的基本理论体系，既包括知识产权基本范式、范畴的构建，基本理论的构建与完善，也包

括知识产权制度的构建与有效运行中涉及到的各种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其涉及理论与实践问题，知识

产权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问题，知识产权政策和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与有效实施，以

及当代国际经济贸易和知识产权国际化、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积极有效运行中的对策等。

第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的研究，应当紧密围绕新时代赋予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及其

有效运行的历史使命，立足于党和国家在新时代赋予知识产权法的政策精神和为深入知识产权战略实

施设定的目标和任务，在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实施背景下，以大幅度提高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

护、管理和服务能力，最终大幅度提升我国知识产权综合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为指针。

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研究也应当为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深入有效实施与解决知识产权法律制

度运行中的各种现实问题提供全面、充分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操作范式，为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服务

于创新激励、协调社会关系及经济社会发展，为我国真正由知识产权大国跃为知识产权强国提供系统

的知识产权法理论武器。

第四，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和瓶颈。在取得成果方

面：一是知识产权学术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关注知识产权法理研究。x二是对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基

本理性，从不同的学科和方法论层面，已经取得一些初步的成果。三是知识产权法理研究越来越关注

实务，关注现实中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希望为知识产权法实务提供理论指导和启发。知识产权法学

本身是一个理论和实务高度结合的学科。即使是知识产权法理论研究，也必须关注实务，尤其是现实

中出现的各种知识产权问题，需要从理论层面进行思考，并提出理论对策和解决方案。但同时也应注

意到，在知识产权法理基本研究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和瓶颈。例如，从跨学科方面对知识产权法理研

究还非常不够，仍有很多空白领域待深入研究。此外，理论界与实务界合作研究也大有发展空间。

总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法理，是当代中国知识产权法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和重要内

容，值得深入研究。  

x 2019年5月，本文笔者应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邀请参加的由法理学者和知识产权学者共同出席的“知识产权及相关权利的法理”

学术研讨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导向。拙文有关观点也受到本次会议启发，感谢胡玉鸿教授、汪习根教授等著名法理学者以及刘春田教

授、吴汉东教授等著名知识产权法学者分享的精彩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