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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法国是世界科技强国之一，科研与创新体系完善。法国国立科研机构是科研的主力军，创造了大

量的知识产权。专利作为保护科研工作中知识产权的一种突出形式，其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影响，

为法国科技可持续发展的保驾护航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旨在从法国国立科研机构的角度介绍法

国知识产权政策，尤其是对职务发明的权属认定和利益分配的优点进行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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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现行知识产权权属及利益分配政策简析

颜　涛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北京　100088）

法国作为世界科技强国，拥有长期的科研历史

和完善的科研体系构架。二战之后，法国建立了目

前的科研体系构架，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类似，是

以国家为主导的科研体系。法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建

立知识产权体系的的国家之一，法国的专利制度最

早可以追溯到 1791 年。现行的《法国知识产权法典》

（“Le code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颁布

于 1992 年 7 月 1 日，汇编法国当时分散的 23 个与

知识产权有关的立法，开创了知识产权法典化的先

河。

根据 2018 年官方数据统计，法国每年在科研

和发展上投入维持稳定增长，2018 年达 608 亿美

元 [1]；法国科研人员数量大、平均科研能力强，迄

今已获得 11 个菲尔兹奖（国际杰出数学发现奖获

得者数量世界排名第二），63 个诺贝尔奖（获得

者数量世界排名第四），法国已注册的科研申请占

6.5%，排名世界第四；科学出版方面，法国占世

界科学出版物的 3.2%，排名世界第七；值得关注

的是，根据 2018 年欧洲专利局的统计数据，法国

向欧专局提交的专利申请和在法国工业产权局提交

的专利申请总数位居欧洲第二。

根据 2019 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法国连续两

年维持第 16 位 [2]。专利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突出

形式，其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影响，为法国

科技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其作用举足轻重。一方

面，这体现了法国政府对知识产权相当重视，与其

相关的立法也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产业界和科研

人员对于知识产权规则的充分遵循，保障了相关法

令的顺利推行。

1　法国科研机构概况

法国的科研机构可以分为公共科研机构和企

业或私营科研机构两类 [3]。

通常，公共科研机构负责承担法国国家政府主

导和支持的科研活动。根据所承担的科研活动、项

目任务的不同，可以将法国的公共科研机构主体分

为科技型、工贸型和管理型其中科技型研究机构承

担各领域的科学研究、传播科学知识和研究成果，

以及为研究开展培训；工贸型研究机构的管理制度

与企业类似；管理型研究机构主要进行管理相关的

研究。公共科研机构的科研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拨

款，也可通过机构创收、公共利益机构的基金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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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作为补充。目前法国约有 10 万研究人员从事公

共科研工作。

作为法国科技创新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

的企业和私营科研机构的研发支出主要来源于自主

筹集方式，目前约有 18 万研究人员在企业和私营

科研机构从事科研，领域主要集中于汽车、航空、

医药、电子科技、信息技术与服务等法国主要产业

领域 [4]。

2　知识产权管理政策

2.1　法律相关规定

在法国，国立科研机构与科研人员的雇用和

服务关系，是通过签定合同确定。通常合同分为两

类，即固定期限工作合同（CDD）和无固定期限合

同（CDI）。

根据法国知识产权法规定，员工在履行合同期

间，在从事与其实际职责相对应工作时所产生的发

明创造，其权利属于雇主。对于与员工所从事工作

无关的其他发明，权利属于员工；然而，当员工在

从事其职责期间或在企业的业务领域内或通过企业

提供的数据而做出其他发明时，根据国家法令，雇

主有权利享有与保护其员工发明的专利相关的全部

或部分权利 [5]。

做出发明的员工应当在完成发明之后，及时

通知其雇主，而雇主则在规定的条款和期限内确

认收到发明。员工和雇主也必须相互沟通有关发

明的所有有用信息，必要时通过声明明确发明的

归属问题，以避免在发明后续的应用过程中出现

相关纠纷。

2.2　相关补贴和利润分配

无论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签署的是固定期限

工作合同还是无固定期限合同，都要遵循知识产

权法的相关规定 [6]。根据第 2005-1217 号法令，

法国国立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作为发明人，依法

享有发明专利奖励和由于发明所获得产品的利润

奖金。奖金按年度支付，并且可在年度内提前兑现。

如果一项发明具有多个共同发明人，则在首次给

付奖金之前，根据各自对发明的贡献确定各自的

贡献系数。

对于发明专利奖，总额是固定的，额度由负责

制定预算、实施公共管理职能和研究管理职能的部

门联合确定。这笔奖金分两期支付。第一次给付（占

奖金总额的 20％）在首次提交专利申请后一年内

完成，第二次给付在签署专利许可证或授予转让许

可证的合同时完成。根据 2005 年 9 月 26 日颁布的

第 2005-1217 号法令，授予发明人个人的专利奖奖

金总额为 3 000 欧元，也就是说第一次给付的额度

为 600 欧元，而第二次给付 2 400 欧元。

对于每个发明利润奖金的计算相对复杂，但是

根据实际应用情况，效果还是不错的。根据 1996 年

10 月颁布的法令（2001 年 2 月修订），应当基于

发明所涉产品的税前收入，扣除相关的费用，并乘

以代表有关代理人发明的贡献系数 [7]。该贡献系数

的确定，又基于总利润的总价值。简单来说，基于

一项发明的估值，小于等于 6 万欧元的利润部分，

发明人和所属机构分别可获得 50% 和 50%，大于

6 万欧元的利润部分，发明人和所属机构则分别可

获得 25% 和 75%。

3　法国知识产权权属及利益分配政策的特点

在法国知识产权权属以及相关利益分配问题

上，法国现行的做法运行相对稳定，主要有以下几

个特点：

（1）有法可依。法国现行法律和法令均针对

相关问题制定规定和要求，例如法国知识产权法第

611-7、 611-12 条款，实施细则第 611-14-1 条款

以及 1996 年和 2005 年法令明确了权属归属流程、

个人发明奖励、发明利益分配办法等。并且相关法

令也经历了多次修订和再颁布，以与时俱进地根据

经济发展形势进行调整。

（2）有理可循。根据法律规定，对于国立科

研机构的科研人员的发明，也并不是一刀切。相反，

根据实际发明涉及的领域、内容、基础和过程，通

过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的共同判断，确定归属并出

具相关证明。

（3）权责明晰。以专利和商标为例，实践中，

法国工业产权局（INPI）主管专利审批授权，但在

专利权属确定中，其角色相对淡化。无论是初始确

定或者后期维权，基本上与法国工业产权局都没有

太多的联系，初始确权由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共同

进行，如有纠纷则诉诸司法程序。关于利润分配，

也是类似管理模式。

·创新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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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润分配比例科学。对于利润分配的原

则，发明人获得利润奖金的分配比例，在德国为

30％，在美国为 28.3％，在以色列为 40％。而法

国采取了分层分级的不同比例，即做到了既有效鼓

励发明人付出创造性劳动，又避免将后期利润过多

地分配给个人，有效地控制利润走向。

4　借鉴意义

我 国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公 布 的 数 据 显 示，

2018 年，我国共授权国内发明专利 34.6 万件，其

中职务发明专利 32.3 万件，占比达到 93.3%，职

务发明已经成为我国专利申请的主要力量 [8]。近年

来，我国职务发明专利申请量快速增长，随之而来

的职务发明权利归属、奖励和报酬的划分等问题也

日益突出。

目前我国对于职务发明的奖酬规定，遵循现

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章“对职务发明创造的

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奖励和报酬”中第七十六、

七十七和七十八条的规定，主要强调“约定优先”

原则。而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操作困难。

目前，我国各种不同的单位主体在职务发明方

面处于不同的阶段、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但无论是

高校、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还是包括国有企业、

中小型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种经营主体，都存

在各种具有共性和个性的问题，也都需要进行引导。

比如在约定时，雇佣关系的双方地位并不能真正做

到完全平等，而可能使得在关于职务发明的权属确

认、发明人的奖酬方式和数额等等问题的处理上，

并不能够做到真正的公平和双方满意。对于此类共

性的问题，就需要能够从创新激励与成果的运用角

度出发，进一步细化、明确相关法令制度或规范要

求。

第一，要细化对职务发明技术成果界定的现有

管理规范，明确对工作职责、工作单位所提供的物

质技术条件的相关约定，避免管理制度和实际工作

脱节，明晰职务发明的权属，从而易于界定职务发

明和非职务发明。我国现行《专利法》第六条规定：

“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

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基于

此，则需要对“执行本单位任务”进一步明确定义，

对“主要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制定量化标

准。

第二，要严格规范化执行奖励报酬规定，避

免出现奖酬金额基准难以确认、奖酬计算方法不

合理的问题，提高可操作性，同时建立严格完善

的后期约束保障机制以确保在出现报酬争议的情

况下具有相关的解决途径。以法国现行制度为例，

在明确计算基准的基础上，根据后期利润情况，

分台阶、分阶段实现奖酬兑现，使得相关政策落地，

既明确易执行，又平衡单位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

系。

第三，要建立关于职务发明的相关配套制度。

一套好的配套制度，不仅可以有效地保护职务发明，

而且可以通过制度规范和落实激励科研人员从事职

务发明。可以注意到，法国对于职务发明的确定，

通常是所涉科研机构和个人相互沟通协调的过程。

而往往与个人沟通协调的是所涉科研机构负责知识

产权的相关行政部门，该部门根据国家立法、机构

实施规范，与个人共同研究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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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f French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Interest Distribution Policy  

YAN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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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ance is one of the worl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iants, holding an excellent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ystem. The French n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are the main for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have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s a prominent for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atents bring direct economic benefits and indirect effects,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renc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introduces French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ench n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of the ownership and benefit 
distribution of employee inventions in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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