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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TO 中的知识产权

　　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成为 WTO 的正

式成员。我们将面临着加入 WTO 和初见端倪的知

识经济、新经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多重机遇和多重

挑战。WTO 和知识经济、新经济、经济全球化是密

切相关的。从一定意义上讲 ,世界贸易组织本身是

知识经济、新经济、经济全球化的产物 ,反过来又大

大地推进了知识经济、新经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知识产权问题与知识经济、新经济、经济全球化

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在 WTO 中也占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 ,因此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

11 知识产权纳入 WTO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WTO 是一个协调世界各国国际贸易的组织 ,其

前身是关贸总协定 ( GATT) 。作为 GATT 来讲 ,主

要协调的是货物贸易 ,而 WTO 协调的内容除了货

物贸易以外 ,还包括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

产权。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 ,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

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大 ,将其纳入 WTO 协调不难理

解。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把知识产权纳入 WTO 呢 ?

这个问题确实有些令人费解。有人说 ,把知识产权

纳入 WTO 是发达国家出于维护它们自身利益的需

要而强烈要求的结果 ,是发达国家强加给其他成员

的一个苦果。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 ,这种说法不

无道理。但是 ,更全面地来看 ,应该说知识产权纳入

WTO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

使用基础之上的经济。换言之 ,知识经济时代是“以

知识 (智力) 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 (消

费) 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知识、信息是经济

长期增长的首要因素 ,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先

导作用。知识要想成为资源 ,其前提条件是必须首

先承认知识是有价值的 ,而且应该从法律上给予承

认和保护。如果知识的价值得不到承认和保护 ,就

谈不上作为资源投入经济运行 ,知识经济更是无从

谈起。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就是承认和保护知识价值

的法律制度 ,其对于发展知识经济的重要意义是不

言自明的。可以说 ,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就

不可能有知识经济。

新经济的核心是“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理论创

新、观念创新、知识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等。

没有创新 ,就谈不上什么新经济。而知识产权法律

制度实质上是一种鼓励和保护创新的制度。创新是

产生知识产权的必要条件之一。一项发明创造取得

专利权的实质条件包括新颖性和创造性 ,作品要想

获得版权必须具备独创性 (或称原创性) ,商标设计

要想通过注册取得商标权必须具有新颖性和显著性

(又称区别性) ,构成商业秘密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

件也是新颖性 (又称非公知性) ,都与“创”和“新”有

关。特别是专利法律制度 ,实质上就是从产权角度

对发明创造进行激励的制度。创新成果需要知识产

权的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的完善反过来又大大激励

和推动了创新 ,成为技术创新导致科技进步的关键。

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也主要是通过知

识产权法律制度和其他相关法律制度的保护而得以

实现的。创新的过程就是不断完善和发展知识产权

制度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 ( Globalization) 也是当前讨论的一

个热点问题。一般地说 ,经济全球化是指在世界经

济大市场中通过国际分工 ,不断提高资源配置的效

率 ,使商品、服务、生产要素和信息在国际间流动的

规模不断扩大 ,各国间的经济发展互相依赖、互相关

联的程度呈现日益加深的趋势。这个趋势的特点

是 :在全世界范围内 ,各国的经济发展不再仅仅局限

于各个国家 ,在世界范围内 ,国际分工日趋明显 ,通

过国际分工不断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使商品、服

务、生产要素和信息在国际间的流动规模不断扩大 ,

各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世界成为一个大市场 ,各

国都成为这个大市场的组成部分 ,互相之间密不可

分 ,所以各国间经济发展互相依赖、互相关联的程度

日益加深。这是一个总的发展趋势 ,也就是说 ,我们

今天来讨论世界贸易组织问题 ,讨论知识经济、新经

济问题 ,都涉及到一个经济全球化的问题 ,不能和经

济全球化截然割裂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经济全

球化也是知识经济、新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 ,知识经

济、新经济发展的结果必将是经济全球化 ,这也是毫

无疑问的。

WTO 成立之时 ,恰逢知识经济、新经济、经济全

球化开始发展之时。在 WTO 中纳入知识产权恰好

迎合了这一历史发展的潮流 ,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21 知识产权是 WTO 的三大支柱之一

WTO 的前身关贸总协定最初主要是针对着货

物贸易的。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为了促使经济的

尽快复苏和发展 ,作为某些发达国家 ,也就是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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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感觉到要发展经济 ,首先遇到的

一个问题就是各国贸易壁垒的问题 ;而这个贸易壁

垒当时主要是针对着有形商品 ,也就是我们平常讲

的货物贸易。所以当时搞了一个关贸总协定 ,提倡

自由贸易 ,取消关税壁垒 ,以促进经济发展。

什么时候才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呢 ? 关贸总协

定曾先后进行了 8 轮会谈 ,不断修订完善有关的协

议。知识产权问题是在第 7 轮谈判中提出的 ,到

1986 年 9 月开始的第 8 轮谈判 ,才第 1 次把与贸易

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正式纳入。经过 7 年多的反复

讨论 ,达成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即

TRIPs) ,作为整个第 8 轮谈判 ,也就是乌拉圭回合

一揽子协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提交大会通过。

在 WTO 当中一共设置了三个理事会 ,即“货物

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和“与贸易有关的

知识产权理事会 (简称为 TRIPs 理事会)”; 而在

WTO 直接领导的常设机构当中 ,也设立了一个“知

识产权与投资部”。这充分表明 ,知识产权与国际贸

易已经结为一体 ,成为国际贸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 ,并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一起构成 WTO 的

三大支柱。

31 知识产权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种主

要形式和竞争手段

知识产权贸易 ,狭义的理解是指以知识产权为

标的的贸易 ,主要包括知识产权许可、知识产权转让

等内容 ;广义的理解还应包括知识产权产品贸易。

以知识产权转让、许可为主要形式的无形商品

贸易发展迅速。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 ,国际间技

术贸易总额 1965 年为 30 亿美元 ,1975 年为 110 亿

美元 ,1985 年为 500 亿美元 ,90 年代已超过 1000 亿

美元。1995 年仅信息技术产品出口贸易为 5950 亿

美元 ,超过了农产品贸易。除了技术贸易以外 ,以商

标许可、商号许可、商业秘密许可、版权许可等形式

为主要内容的其他知识产权贸易 ,也有飞速的发展 ,

并成为知识经济条件下 ,实现企业发展虚拟化的主

要方式。

美国把版权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中一个单独的产

业来看待。美国所说的版权产业包括四类 :第一类

是核心类的版权产业 ,其特征是创造有版权的作品

或者受版权保护的物质产品 ,主要对享有版权的作

品进行再创作、复制、生产和传播。如报刊书籍出版

业、电台和电视台广播业、录音节目制作及影视磁带

出版业、电影制作、戏剧创作演出、广告业 ,还有计算

机软件开发和数据处理等信息产业。第二类 ,属于

部分的版权产业 ,就是说有一部分物质产品是有版

权的。第三类 ,发行类产业 ,是指对有版权的作品进

行批发和零售。第四类 ,与版权有关的产业 ,指在生

产销售过程中 ,要用到或部分用到与版权有关的材

料。如计算机产业、收音机、电视机、录音音响设备

等。1996 年 ,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创造了 2784 亿美

元 (按 1997 年美元的可比价格计算为 3249 亿美元)

的产值 ,在国民经济产值中占 3165 % ,同 1995 年相

比 ,增长 315 %。1997 年 ,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创造了

3484 亿美元的产值 ,在国民经济产值中占 413 % ,同

1996 年相比 ,增长 712 %。1977 年到 1997 年 ,核心

版权业的净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增长率为

241 % ,年平均增长率为 613 % ,是同期美国经济总

增长率 (217 %) 的 213 倍。1996 年 ,全部版权产业

为美国经济创造了 4339 亿美元 (按 1997 年美元的

可比价格计算为 4938 亿美元) 的产值 ,占国民经济

总产值的 6132 % ,比 1995 年增长了 413 %。1997

年 ,全部版权产业为美国经济创造了 5293 亿美元产

值 ,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 6153 % ,比 1996 年增长了

712 %。1977 年到 1997 年 ,全部版权业的净产值在

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增长率为 205 %。美国核心版权

业就业人数占全美各行业就业人数的比例 ,从 1977

年的 116 %(150 万人) ,增加到 1996 年的 218 %(350

万人) ,1997 年的 219 % (380 万人) ;整个版权业的

就业人数占全美就业人数的比例 ,1977 年为 313 %

(300 万人) ,1996 年为 512 % (650 万人) ,1997 年为

513 %(690 万人) 。从出口看 ,1996 年核心版权业的

出口额是 60118 亿美元 ,比 1995 年增长了 1313 % ,

居美国各行业的第一位 ,超过了汽车及配件 (598 亿

美元) 、农产品、航天业、计算机业 (37613 亿美元) 等

等 ;1997 年为 66815 亿美元 , 比 1996 年增长了

1111 % ,仍居各业之首。这样看来 ,美国版权业特别

是核心版权业成为了美国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就

业人数最多、出口最多的产业 ,在美国占了很重要的

比重。①

41 TRIPs 是 WTO 中最重要的协议之一

世界贸易组织 ( WTO) 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

权协议》(Agreement on Trade2Related aspects of Intel2
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简称 TRIPs) ,是 1993 年 12 月

15 日通过 ,1994 年 4 月 15 日正式签署 ,199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的 ,是关贸总协定 ( GATT) 第 8 轮谈判

(乌拉圭回合谈判) 所通过的一揽子协议之一 ,也是

所有 WTO 成员必须遵守和执行的协议之一。从整

体上看 , TRIPs 可以说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

保护领域中涉及面广、保护水平高、保护力度大、制

约力强的一个国际公约 ,因此受到各国和各个关税

独立区的高度重视。TRIPs 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占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 ,有必要对其作一专门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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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数据来自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 ( IIPA) 1998 年、
1999 年年度报告 ,参见《著作权》2000 年第 4 期 :《美国经济中的
版权业 :1999 年综合经营报告》刘跃伟/ 译 ,许超/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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