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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视野下知识产权私权价值及其反思 
——兼评《信息封建主义》

于  韵** 

【摘  要】信息封建主义阐释了 TRIPS 协议的制定过程，强调了私权化的知识产权本质上是维护发达

国家和跨国公司垄断利益的工具，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市场竞争秩序。然而，信息封建主义理

论也忽略了知识产权制度在吸引外国投资、激励产业创新方面的现实作用。全球化视野下的知识产权利益

平衡需要清晰界定知识产权的私权边界，给予累积性创新一定的政策缓和。此外，顺应“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价值理念，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治理，推动国际知识产权秩序朝着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关键字】 信息封建主义；知识产权；私权；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引言

《信息封建主义》生动描绘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下简称 TRIPS 协议）的产生过程，强

调 TRIPS 协议是产业组织和利益集团推动的结果，当前全球知识产权的私权扩张运动会把我们带回到中世

纪般的封建主义时代。[1] 信息封建主义下，产权的重新分配导致作为公共财物的知识转移到私人企业手中，

将技术垄断提升到全球化的高度。信息封建主义的学说充分反映了达沃豪斯和布雷斯韦特教授对于知识

产权私权化的思考，两位学者认为私有化的产权体制阻碍创新累积，损害市场竞争，偏离了知识产权制度促

进社会福利的初衷。针对信息封建主义，梁志文将其归类于西方政治标签，通过建立社会公众熟悉的经验

模型，促使全球知识产权制度作出适度的调整。[2] 此外，严永和等认为信息封建主义理论并未提出有效的改

革方案。[3] 整体而言，信息封建主义的观点对现有全球化视野下的知识产权私权扩张提出了批判，提醒公众

应当警惕垄断权带来的危害。

从西方知识产权政治学理论出发，“思想圈地运动”到“信息封建主义”，本质上都是对知识产权私权

边界的反思，呼唤知识产权法律对于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的关怀。由于中国并未参与 TRIPS 协议谈判，

知识产权私权化的历史叙事并未影响中国法律的理论构造。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逐

步从知识产权制度抵制者转变为拥护者，在短短三十年内完成了知识产权领域的法治构建。然而，2018 年 
3 月，美国贸易代表（USTR）依据 1974 年《美国贸易法案》第 301 条规定启动“301 调查”，认定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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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澳 ] 彼得·达沃豪斯、约翰·布雷斯维特 :《信息封建主义》, 刘雪涛译 ,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 页。

[2]　参见梁志文：《政治学理论中的隐喻在知识产权制度调适中的运用》，《政治与法律》2010 年第 7 期。

[3]　参见严永和：《“信息封建主义”说的主要贡献、不足与完善——与彼得·达沃豪斯及约翰·布雷斯韦特教授商榷》，《暨南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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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创新等领域的实践、政策和做法不合理或具有歧视性，开启新一轮中美知识产权争

端。在此之后，美国频繁对中国通讯企业发动技术禁令，限制创新成果的自由流动。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

背景下，如何理解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如何平衡知识产权私权价值和公有领域成为问题的关键。本文旨

在重新思考知识产权的私权特征，从工具论视角重新理解中国语境下的知识产权私权定位，以人类命运共

同体为导向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

二、知识产权私权化的演变

信息封建主义的贡献在于揭示了知识产权私权化的根本目的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说服外部主体接受

利益集团主导的高标准知识产权制度。从历史发展来看，知识产权制度经历了行业垄断下的私权向资本主

义财产权嬗变的历史过程。[4] 在利益集团诉求下，知识产权是私权的观念在无形中被不断强化。

（一）行业垄断下的私权

知识产权私权化的变革在版权制度演进中最为明显。从版权的历史来看，英国的图书印刷和生产起源

于伦敦书籍出版商公会。这家伦敦出版商试图排斥苏格兰印刷商的市场竞争，向英国王室申请特许状以便

在英国享有独家的图书贸易权利。当时，英国王室出于对言论自由和出版审查的考虑，授予行业协会一定

期限内的垄断特权。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出现以及资产阶级力量的上升，这种特权制度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议。

这时，出版商公会为了维持其垄断权便希望英国立法机关能够以法律的形式授予作品创作者以印刷和重印

其作品复制件的权利，然后只要这些出版商能够说服作者将其权利转让给他们，他们就可以继续享有垄断

权。最终，他们成功说服了英国议会于 1710 年通过了《安娜女王法》。[5] 尽管《安娜女王法》已经具有了著

作权法的基本框架和理念，但其实际产生的目的并非鼓励知识创新，仍然是出于印刷商排挤竞争获得垄断

利益的需要。实际上，作者长期以来都没有独立行使版权的机会，因为出版商控制传播媒介并截取了大部

分的版权利益。版权制度的产生与其说是为了解决创新激励的问题，不如说是维护工业生产的需要。具言

之，版权制度实质上是人为设计的法律制度，从诞生开始就带有某些政治目的：维护出版行业的垄断利益。

（二）全球贸易下的私权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受到贸易赤字威胁和美元升值的压力，美国政府开始主动调整贸易政策。[6] 在这

个过程中，以辉瑞总裁埃德蒙·普拉达和 IBM 总裁约翰·欧宝为代表的利益相关方开始游说知识产权的

全球保护，试图将贸易赤字归结于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强调知识产权私权化与美国全球竞争力

的动态联系，说服美国政府推动知识产权全球化。1985 年，美国政府正式将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贸易挂钩，

国会重启了《1974 年贸易法案》中的 301 条款以打击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国家，并且试图在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 WIPO 之外建立独立的知识产权论坛。美国学者戈林建议在《关贸总协定》（以下简称 GATT）中进行

多边谈判，形成以贸易为基础的知识产权规则，“通过提供更有预见性的论坛，提高争端解决的有效性，强

制执行解决盗版问题”[7]。

1986 年 2 月，在美国贸易代表的推动下，知识产权纠纷被纳入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议事日程。在极短的

时间内，美国贸易代表确定了知识产权私权保护体系的三个关键部分：（1）版权、专利和商标保护的最低标

[4]　参见吴汉东 :《关于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再认识——兼评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社会科学》2005 年第 10 期。

[5]　吴伟光：《著作权法》，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 页。

[6]　参见 [ 美 ] 道格拉斯·欧文：《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 200 年》，中信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93-619 页。数据显示：在 1979 年
到 1984 年之间，美国贸易赤字从 363 亿美元增长到 1485 亿美元。

[7]　See�Gorlin�J.�J.,�GATT-A�View�From�the�United�States,�5�Canadi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view, 1985,�p.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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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2）执行机制；（3）争端解决机制。这种将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捆绑的做法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

不满，由印度和巴西领导的所谓发展中国家“十国集团”强烈反对将知识产权纳入 TRIPS 协议。与此同时，

美国通过 301 条款和普惠制向外国政府进行施压。1989 年，美国因巴西拒绝修改国内知识产权法律，对巴

西药品、纸质产品和消费性电子产品进口征收 100% 的报复性关税（总额达 3900 万美元）；1990 年，美国

将韩国列入特别 301 条款中的“重点国家”，并威胁对韩国发动特别 301 条款调查，逼迫韩国提升对于美国

电影产业的版权保护。[8] 发展中国家逐渐意识到 WIPO 的论坛选择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只能在 TRIPS 协定

和 301 条款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不接受谈判，或者谈判没有进展，美国贸易代表可能会自行确定什么是适

当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并依据 301 条款或者特别 301 条款采取单边报复措施，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更为不

利。最终在 1994 年，主要的发展中国家都签字接受了 TRIPS 下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TRIPS 协定的序言部分明确规定了知识产权属于私权，强调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任何成员国都不能采取

歧视政策。在全球贸易的体系下，所有国家都需要按照 TRIPS 协议履行知识产权的私权保护任务。在这个

过程中，TRIPS 的设计者努力将私权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且确保 TRIPS 能够执行。知识产权私权化话语

的背后逻辑是知识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发达国家希望将创造性劳动纳入全球贸易体系，以保护本国的政治

经济利益。讽刺的是，今天大力推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美国在历史上一直抵制知识产权制度。整个 19
世纪，美国都不愿意加入《伯尔尼公约》，宁愿外国作者得到很少的保护或者得不到保护，以维护本国出版

商的垄断利益。直至 1989 年，美国才开始寻求加入《伯尔尼公约》，根本原因是意识到本土庞大的软件业

将帮助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出口国。

事实上，在知识产权法的发展历程中，知识产权一直站在自由贸易的对立面。正是由于英国王室过于

轻易地授予垄断权才导致贸易秩序的破坏，引起议会和新兴资产阶级的不满，最终诞生了《安娜法令》。按

照当时的观点，知识产权限制了货物在市场中的自由流动，抑制了知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然而，从 20
世纪后期开始，以自由贸易为由反对知识产权的观点发生了转变，知识产权成为了促进全球贸易的基石，各

国都必须建立知识产权法以适应国际贸易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知识产权逐步成为权利人维护自身垄断

利益的工具，成为贸易谈判和政治斗争的手段，成为国家利益和技术优势的延伸。

三、知识产权私权化的弊端

然而，发展中国家开始主动接受知识产权制度的时候，很快会发现私权化的知识产权制度带来的弊端。

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初期，各国可以根据自身发展的政策调整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并进行独

特的立法设计。比如，WIPO 制度允许成员国根据本国发展情况决定是否对于药品授予专利保护。但是，

在 TRIPS 的环境下，过度私权化的知识产权制度直接影响了其他国家的法治建设，知识产权扩张带来了政

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问题。

（一）国家发展的停滞

知识产权的不断扩张阻碍了发展中国家获取知识、技术和其他的一些关键发展资源的能力。在 TRIPS
协议下，一个国家或地区已经无法遵循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发展路径，通过模仿学习提升本土创新

能力和经济活力。参考信息封建主义的观点，发达国家形成有效的卡特尔阻碍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技术选择，

通过扩大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垄断范围，建立了对外贸易的知识产权壁垒。有学者指出，“如果发展中国家

[8]　《1988 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案》包含了“超级 301”条款：根据该条款，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需要确定“重点国家”的贸易壁垒和

政策扭曲，如果这些做法没有在 3 年内取消的话，贸易代表办公室会采取报复措施。



· 122 ·

法治研究 2020年第1期  总第15期

的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不当，那么就无法实现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差距。”[9] 早期的美国正是通过拒绝

加入《伯尔尼公约》保障外国版权作品在美国境内的传播推广，通过“先发明制度”限制了国民待遇在美国

的使用，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的经济霸主。但是，在 TRIPS 体系中，私人利益团体将主要服务于跨国企业知

识产权标准的全球化，一国的法律制度设计受到极大程度地限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知识差距

进一步极大，世界经济的不平等性将更趋严重。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TRIPS 事实上未能发挥促进技术发

展的作用，反而形成了技术壁垒。

这点在中国的语境下体现得尤其明显。从 21 世纪开始，中国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试图摆脱发

达国家的技术依赖，从低附加值的国际分工逐步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分工进军，这个过程却频繁遭到了美国

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技术阻碍，当国内新兴企业准备开战专利战略、打造自主品牌的时候，美欧跨国企业已

经完成了专利布局。特别是在软件芯片、生物科技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国内创新者面临着严重的专

利丛林限制。例如，微软公司长期掌握着服务器和办公软件的核心专利，中国企业至今无法通过开发或者

销售竞争产品而获得市场利益。换言之，知识产权私权体系扩张加剧了国际产业分工的制约，其他国家被

锁定在价值链条的低端。从早期的“DVD 专利收费”到“高通垄断高价”再到最近的“中兴通讯禁令”，知

识产权制度成为贸易保护的合法工具，成为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向上攀登的阶梯。

中美之间贸易争端更是暴露出这一问题：在 1990 年代，美国《特别 301 报告》中列出关税报复的清单

主要包括纺织品、服装和电子产品，多集中于日用品领域；而 2018 年发布的《特别 301 报告》，美方针对的

是信息和通信技术、航天航空、机器人、医药、机械等知识产权密集型产品。[10] 沈国兵直言，“美国通过预

设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来遏制中国在创新发明和高科技领域的发展”[11]。尽管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逆

差逐年上升，但其在知识产权领域呈现的却是顺差，数据显示 2017 年美国对外许可知识产权净收入金额接

近 800 亿美元。[12] 在全球化过程中，掌握核心专利及拥有版权的美国跨国公司不仅收获巨额的商业利润，

还从战略上遏制了中国关键产业在未来的创新空间。

（二）公共利益的限缩

理论上 TRIPS 协议下的知识产权制度为公有领域留出了足够空间。[13] 知识产权制度中包含了保护期

限、权利期限、强制许可等制度来限制知识的专有性。但是，受垄断利益驱动，知识产权市场主体拥有不断

扩张私权范围的动力，而 TRIPS 规则本身并没有具体的制度限制。在跨国企业的推动下，知识产权的客体

范围拓展到基因技术与计算机科学领域，DNA、算法规则以及程序代码等都成为了私有财产的对象，这使

得跨国公司赚得盆满钵满，而其中牺牲的公共利益却无人关切。由于公共利益缺乏有效的代表，私权神圣

的观点却被行业组织以及产业集团视为圭臬，这就导致在立法过程中知识产权扩张以及强保护的意见更容

易被接纳。当传统知识、生物基因以及动植物品种都可以被认定为知识产权客体的时候，社会公众接触和

利用信息资源的权利受到限制。美国学者 Sunder 批判道，“知识产权制度的私权基础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文化的功能，却使盗用其生物资源和传统知识成为可能”。[14] 印度活动家 Vandana Shiva 则将此类非

[9]　[ 美 ] 罗伯特·夏皮罗：《下一轮全球趋势》，刘纯毅译，中信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6 页。 
[10]　参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18 年特别 301 报告》, 网址：https/us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Press/Reports20l8%20Special%20

301.pdf, 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6 月 15 日。

[11]　沈国兵：《“美国利益优先”战略背景下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风险及中国对策》，《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5 期。

[12]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在 2018 年 4 月 24 日的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2017 年中国对外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

费达到 286 亿美元，逆差超过 200 亿美元。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18-04-24/doc-ifzqvvsa4609380.shtml；最后访问时间：

2019 年 8 月 10 日。

[13]　参见 TRIPS 协定第 8 条：在制定或修改其法律和法规时，各成员可采用对保护公共健康和营养，促进对其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

至关重要部门的公共利益所必需的措施，只要此类措施与本协定的规定相一致。

[14]　See�Chander�A.,�Sunder�M.,�The�Romance�of�The�Public�Domain,�92�California Law Review, 2004,�p.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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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和非补偿性地利用大众资源和传统知识的行为称为“生物盗版”。达沃豪斯更是作出生动比喻，“公共

利益就像被个人私利的狂风卷走的一片枯叶”。[15] 提出“知识产权私权公权化”的冯晓青教授则认为，“知

识产权私权化理论片面强调知识产权的私权部分，忽略知识信息本身具有的公共商品属性以及公共保障职

能”[16]。

第一，专利权的扩张限制公众对于药品的获取，威胁公共健康。专利药品的垄断有助于药品企业维持

高额的要价，保障新药研发者在先的研发投入，但是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人民对于疾病药品的接触和救济。

比如，在 1991 年之前，巴西、印度、智利等发展中国家考虑公共健康因素，一直拒绝给予药品专利权保护，

确保社会大众采购必需药品。但是，在 TRIPS 协定之后，20 年垄断保护成为了全球统一标准，导致了美国

药品生产商有能力控制全球范围内的药品发放，廉价仿制药的生产大幅收缩。这种情形下，生产药品的当

事人可能需要付出刑事责任的代价，放任药品出售的国家更可能会被列入特别 301 条款中的观察名单或者

面临冗长和复杂的知识产权国际仲裁。[17]

第二，版权的扩张制约公众对于作品的接触，威胁公共文化。版权制度保证了市场主体在文化创造中

获取收益的权利，也成为利益集团控制文化资源的工具。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出版业、电影业和软件业

逐步联合形成政治上的利益集团，将盗版行为等同于盗窃、瘟疫、流行病，大力游说要求制定新的立法保护

措施，限制数字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传播。在这个过程中，图书馆和教育机构的利益受到极大地减损，公民的

文化表达和社会参与机会进一步缩减。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这种观点提供支持，“公共领域是处于

市民社会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公民在其中可以自由地表达”。私

权的过度膨胀导致公共领域的部分限缩，社会公民接触和利用信息能力下降。在网络时代，这一问题并没

有得到解决。特别是技术措施的出现，传媒行业巨头、互联网平台运用完美无缺的技术措施控制着内容的

分享传播，社会公众使用、接触作品仍然需要事前许可，朋友间的分享行为也会被认定为非法，知识公共领

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压迫。

（三）市场竞争的损害

从私权本质出发，权利人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的使用行为。表面上看，这是对于在先权利的尊重，

但可能会限制后续的创新行为，加剧了信息封建主义的特征。例如，计算机软件初始阶段，大多数公司都

会主动公布源代码，程序员可以自由使用和复制软件代码。而到 1980 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软件公司要求

程序员签订保密协议，将计算机程序作为知识产权寻求垄断保护，打破了软件代码的共享环境。然而，学者

的调查研究却说明，自 1980 年代信息产权保护制度建立以来，计算机软件行业的开发研究速度实质上降低

了，软件创新并没有从私权制度中获利。更有学者批判道，“现代的知识产权制度只顾及大企业的垄断利益，

牺牲初创企业、中心企业或者独立创新者的发展机会”。[18]

知识产权价值在于鼓励创新，“给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针对的是创新性智力成果。然而，部分知

识产权权利人会将私权扩展到非创新的领域，凭借合法垄断进一步谋求竞争优势地位，比如在商业模式、

DNA 分子等领域申请专利。全球范围内的专利流氓、版权流氓出现更是加剧这一趋势，大量低质量的知识

产品进入市场，恶化市场环境，损害市场利益。达沃豪斯指出，各地专利局过于依赖专利申请费用，盲目追

[15]　同注 [1]，彼得·达沃豪斯、约翰·布雷斯维特书，第 210 页。

[16]　参见冯晓青、刘淑华：《试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及其公权化趋向》，《中国法学》2004 年第 1 期。

[17]　See�Gilead�Sciences�Inc.�V.�Ukraine,�Settlement�Agreement.该案中，由于乌拉圭批准其国内制药公司研发吉利德科学公司专利药品

的仿制药，吉利德科学公司主张乌克兰侵犯了其专利权投资要求国际仲裁，乌克兰政府被迫与吉利德科学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

这也导致乌克兰近十年多次进入美国《特别 301 报告》的“优先观察名单”。

[18]　参见 [ 美 ] 苏珊·K. 塞尔：《私权、公法——知识产权的全球化》，董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3-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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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专利申请的数量，成为“专利战略游戏”的工具。[19] 对于真正从事发明创造的市场主体而言，无论是支付

许可费还是在现有低质量专利上进行改进，都需要增进额外的创新成本。

四、知识产权私权化的价值：从工具论视角

知识产权私权化的制度功能依赖于国家政治文化与社会经济基础。[20] 知识产权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

家和发达国家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并不相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知识产权制度的价值在于吸引外国直接

投资，促进国际技术转移；而对于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制度能够对国民经济增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以

中国为例，中国在 1980 年代初建立知识产权私权体系的主要目的是吸引外国技术和投资，而随着技术进

步，中国政府和企业正在重新认识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信息封建主义”理论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私权制度

在吸引投资、促进交易方面的价值，低估了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在开放创新时代的适应能力。

（一）开放技术市场，吸引外国投资

在全球贸易框架体系之下，知识产权制度是一个国家拓展国际市场最有力的工具，很多跨国公司进入

外国市场，都会要求被投资国家拥有完善的产权制度环境。西方经济学者实证研究也证明知识产权法律保

护可以增加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刺激外资企业在 R&D 领域更多的投入。[21]Gould 等利用实证研究

证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的国家比保护水平低的国家拥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

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22] 对寻求经济发展的国家而言，知识产权制度意义在于激励技术转让，而非激励

技术创新，保护知识产权带来的整体收益显然超过由此向发达国家转移的财富价值。此外，还有部分国家

同意 TRIPS 规则是为了迎合本国农业和纺织品的贸易需要。[23]

1978 年，美国在《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提出了增加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在中国掀起了知识产权保护

的讨论。郑成思认为，“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如果没有知识产权制度，根本无法引入国外的资金和技

术”[24]。为了吸引国外的技术，中国于 1982 年颁布《商标法》，1984 年颁布《专利法》，1990 年颁布《著作权

法》，完成了知识产权法律框架的初步构建。1990 年代初期，在美国 301 调查压力下，中国对知识产权法律

作出针对性的修改：取消不授予专利权的规定，将发明专利权的保护期限由 15 年提高到 20 年，还特别调

整了强制许可的条件和范围。此外，为了解决美国特别 301 报告中提出的问题，中国加强了知识产权执法

力度，努力遏制知识产权盗版，并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进行刑事处理，表明中国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

决心，增加外商投资者的信心。[25]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逐步形成了适应全球贸易规则的知识产权体系。

（二）激励产业创新，促进市场交易

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以创新型国家为目标，有效的知识

产权保护体系对于一国的价值也逐步提升。2008 年，中国政府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随后逐步发

[19]　同注 [1]，彼得·达沃豪斯、约翰·布雷斯维特书，第 210 页。

[20]　[ 美 ] 安守廉：《窃书为雅罪 : 中华文化中的知识产权法》，李琛译，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9 页。

[21]　See�Lee,�Jeong-Yeon,�&�Edwin�Mansfield,�Intellectual�Property�Protection�and�US�Foreign�Direct�Investment,�78(2)�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6,�pp.181-186.

[22]　See�Gould,�David�M.,�&�William�C.�G.,�The�Role�of�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in�Economic�Growth,�48(2)�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6,�pp.323-350.

[23]　乌拉圭在回合谈判过程包含农业、服务业、服装业、自然资源产品等。发展中国家在其他领域提出要求主张，就必然需要在知识

产权领域做出让步。比如：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在知识产权和投资领域让步的原因是美国承诺废除《多种纤维

协定》。

[24]　参见郑成思 :《试论我国建立专利制度的必要性》，《法学研究》1980 年第 6 期。

[25]　参见曹文泽：《中国知识产权法制四十年：历程、特征与展望》，《法学》2018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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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推进计划，以提高国家竞争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重大的战略突破，形成“保护私权、尊重创新”的共

识。同时，中国发展思路也从“以市场换技术”转向到“以制度换创新”，从低成本制造业工厂逐步成为全

球科技创新中心。2018 年，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第 17 位，这一排名彰显了中国在创新领域取得的

显著进步。[26]

从国家战略的视角，“保护私权”不仅仅限于对个体创新活动的激励，而是从工具论视角强调知识私

有对于产业创新和技术发展的价值，私权制度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促进创新政策目标的最优手段。[27] 正如张

平所言，“知识产权制度并非简单的保护‘私权’，而是在维护‘私权’的同时促进产业发展和谋取国家利

益”。[28] 这种情况下，知识产权需要脱离“天赋人权”的理念，置于国家发展战略实现的体系下。著名知识

产权法学者黑庭格指出，“版权的目的绝不是为了给予作者回报，法律这样做是为了实现它的最终目的——

促使作者将其创造的天才的产品公诸于世”。[29] 正是因为知识产权制度存在，现代创新者可以大胆的公开

原创性的智力成果，不再需要严格的保密措施。Mark Lemely 观点更为直接，“知识产权是政府对自由市场

进行规制所创手段，服务于社会实用目的——鼓励创新”[30]。知识产权需要保护的是社会创新体系，这个体

系的背后是国家经济产业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知识产权的立法、司法和执法都是为了维护良好的创

新环境，从创新型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进行制度安排。

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视角，知识产权价值在于完善产权交易，降低交易成本，初始产权分配并不重要，交

易双方会自愿达成合意。但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自发形成信息交易市场存在市场失灵，明确的产权保

护才是信息交易的前提。只有确立知识产品所有人的主体产权，才能建立起有序的产品交易、分配市场，产

权是市场交易的基础。然而，知识公有化的处理方式会阻碍知识产品的交易和投资，破坏信息领域的稀缺

性。观察中国知识产权的法制建设可以发现，尽管我们拥有璀璨的文学艺术作品和先进的印刷技术，但是

由于缺乏作品交易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并未诞生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进入

市场经济体系，知识产权制度才逐步发挥价值。换言之，知识产权制度和市场经济是交相呼应的，市场经济

是实现知识产权的基础，知识产权也是完善市场经济的依靠。

五、知识产权制度的利益平衡

（一）知识公有化的制度局限

信息封建主义学者提出民主化产权的观念，主张知识作为全人类的公共财产，鼓励知识的分享和传播。

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从古希腊的哲学家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知识的私权性并非创新的源泉，知

识的公共性才能创造社会价值，知识产权对于创造性生产活动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31] 在达沃豪斯和布雷

斯韦特教授之外，美国学者莱斯格提出“自由文化”的观念，批判利益集团操纵法律和技术禁锢文化的行

为，鼓励网络空间的开放共享，主张开放源代码和自由软件运动。[32]

毫无疑问，“公有领域”对知识创造的重要意义，但是知识公有化的理论低估了跨国公司等商业团体

[26]　See�Soumitra�Dutta,�Bruno�Lanvin,�&�Sacha�Wunsch-Vincent� (Eds.),�Global� Innovation�Index�2018:�Energizing� the�World�with�
Innovation. Ithaca, Fontainebleau and Geneva: Cornell University, INSEAD and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2018.

[27]　朱冬：《知识产权的私权形式与工具本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8 年第 3 期。

[28]　张平：《市场主导下的知识产权制度正当性再思考》，《中国法律评论》2019 年第 3 期。

[29]　See Edwin C. Hettinger,�Justifying�Intellectual�Property, 18(1)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1989,�pp.31-52.
[30]　See�Mark�Lemley,�Faith-Based�Intellectual�Property,62�UCLA Law Review�2016,�p.1328.
[31]　同注 [1] ，彼得·达沃豪斯、约翰·布雷斯维特书，第 220 页。

[32]　[ 美 ] 劳伦斯·莱斯格：《免费文化：创意产业的未来》，王师译，中信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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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知识生产的贡献，存在忽视“公地悲剧”的风险。正如严永和所言，在基础科学和网络版权等特定

领域实现“知识公共化”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对于大部分领域的创新资源而言，如果没有经济利益的激

励则无法实现足够的创新和发展，过度的“搭便车”行为反而会损害公共利益。[33]Kitch 等学者从前景理论

给出解释，知识产权私权价值在于其可以解决市场化问题，有利于专利后续开发以及商业化利用，确保发明

者有公开创造性发明的动力。[34] 对于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知识产权制度蕴含着的垄断力量和超额利润保

证给予市场主体充分的激励。从工具论视角可以发现，产权制度对于吸引外国投资和激励社会创新具有重

要意义。

事实上，“知识产权全球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国际贸易与知识产权保护捆绑已经成为大部分国

家认可的价值观念。单一国家或者地区不可能脱离知识产权私权体系，不可能躲避全球竞争带来的挑战，

多数国家也认可产权保护带来的创新和市场利益大于智力成果垄断可能造成的公共利益损害。总的来说，

私权扩张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不可阻挡的趋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需要与国际通行规则

相适应。尽管我们并不能量化说明知识产权制度本身到底促成多少数量的智力成果或者多大程度的技术

创新，但是知识产权制度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已经得到证明。中国的发展历程说明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

离不开知识产权制度，解决知识产权私权化的弊端不可能依赖于知识公有的体系。随着中国进一步地对外

开放，知识产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

此外，国内外政治实践也证明公有制度在解决激励效应的问题上存在困难。虽然有学者主张通过政府

资助奖励克服私有产权的弊端，鼓励公立大学、研究机构作为国家技术创新基地，[35] 然而，公立研究机构可

能存在腐败和低效的现实问题，没有足够动力参与技术转化应用，政府奖励、补贴优惠政策多大程度上能够

促进文化科技创新同样值得怀疑。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体系下，脱离了市场需求的激励政策没有应用前景，

无法实现刺激技术发展的价值目标。具言之，“知识私有”和“知识共有”之间并非完全对立的关系，单纯

地追求知识专有或者知识共享都无法保障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如何解决其中的利益均衡才是关键。[36]

（二）累积性创新的政策缓和

在中国的语境下，自主创新更大程度是一种政策性语言。中国政府试图强调摆脱外国的技术依赖，增

强国际技术市场的竞争力，这并不等于完全摆脱在先的技术发明。[37] 现实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创新行为几

乎是不可能的，开放创新才是产业发展的内生驱动力。没有复制和模仿，许多对社会有价值的信息就得不

到传递和学习，之后的技术进步就不可能实现。创新实质上是建立在既有的创新之上，大多数技术进步都

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完成的。[38]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知识流动速度加快，技术创新进程逐步从封

闭创新向开放创新模式转变，过度地知识产权保护反而会延缓创新速度。

如何平衡自由使用和创新激励？信息封建主义理论过度关注于知识产权制度本身，而忽略了知识产权

范围对于社会创新和公共利益的重要价值。事实上，在 TRIPS 协议下一些知识产权法律上的基本问题已经

有了明确结论，比如时间期限和强制许可，学术讨论对于日常运作几乎没有影响，真正能够实现利益平衡的

是知识产权范围。[39] 以专利为例，专利范围实质上是由专利局和法院共同决定的。在专利申请阶段，专利

[33]　参见前注 [3]，严永和文。

[34]　See�Kitch�E.�W.,�The�Nature�and�Function�of�the�Patent�System,20(2)�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1977,�pp.265-290.
[35]　参见李斯特 :《创新与知识私有的矛盾》，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 年第 1 期。

[36]　参见王守文、宋林洁：《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知识产权异质均衡保护研究》，《知识产权》2018 年第 1 期。

[37]　参见何华 :《中美知识产权认知差异研究》,《科研管理》2019 年第 3 期。

[38]　See�Scotchmer�Suzanne,�Standing�On�The�Shoulders�of�Giants:�Cumulative�Research�and�The�Patent�Law,5(1)�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1,�pp.29-41.

[39]　See�Robert�Merges,�Nelson�R.�R.,�On�The�Complex�Economics�of�Patent�Scope,�90(4)�Columbia Law Review�1990,�pp.83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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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享有关于专利范围的自由裁量权利。在专利授予之后，在诉讼环节中，权利人和被诉侵权人往往会对专

利权利要求的范围进行深入讨论，现有法律规则和证据裁判都给法官留下丰富的裁判空间。比如对商业方

法可专利性的问题，立法上并没有明确承认或者排除，但是司法实践中对于新业态新技术智力成果创造性

的理解实际上决定了商业方法专利的生死。[40]

本文认为，知识产权范围判断应当格外慎重，赋予初始发明人更广泛的范围并不会给该领域带来有效

的促进未来的创新，反而可能导致初始权利人垄断后续的技术发展。知识产权法律应当适当降低对初始权

利人的激励，确保充分竞争的市场。在开放创新的时代，先驱者协调能力所带来的效率收益可能会因失去

对基本发明改进的竞争而被抵消。权利人没有这种能力和意愿完全控制创新，反而可能会限制后续产业的

发展。比如生物医药领域、数字通信领域，前沿性专利的范围应当受到部分限制。当然，由于技术路线不确

定性，我们很难要求审查员在初始阶段完成全部的技术边界勘测。这实际上需要专利局和法院共同配合：

从专利局角度，应当严格控制授权标准，确保充分公开的范围，提高专利质量，防止专利流氓跑马圈地的行

为；从法院角度，重视创造性标准的判断，慎重使用等同侵权、专利禁令。

在版权法的语境下，累积创新的政策缓和主要体现在著作权的例外和限制，特别是合理使用的司法裁

判。作者的权利范围在完成作品的一刹那已经确定了，但是后续创新者使用作品的限度实际上交由法院来

限制的。法院不能仅仅关注创作者个人的权利保护，还应当考虑在后创新者对于作品使用行为所能够带来

的社会价值，给予转化性使用行为、评论作品的行为更充分的空间，完善社会整体的创新环境。

根本上，应当以最大程度促进创新为标准，结合产业发展实践，设立合理的发展目标。适当调整知识

产权的私权范围，使知识产权保护在充分保障权利人利益的同时，平衡在后创新者的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利

益。如德国马普所 2014 年发布的《专利保护宣言》所说，“主权国家应该保持制定与本国技术能力以及社会、

文化和经济需求和优先发展方向相匹配的专利制度的自由裁量权”。具言之，TRIPS 协定仅仅确立了知识

产权私权保护的框架，但是私权保护范围和程度应当交给各成员国结合自身发展情况进行合理确定。

（三）公平、合理的国际知识产权秩序

信息封建主义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平、合理国际知识产权秩序的缺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之间丧失了平等协商的可能性。美国借助贸易霸权压制了发展中国家的抵抗。观察 TRIPS 协议的谈判过

程可以发现，协议从美国和欧洲开始，再涵盖日本、加拿大形成小组，再传递到知识产权友好国家与 10 个

特定的发展中国家形成“10+10”的组合。表面上看所有的国家都得到公平合理的协商机会，但实际是直到

主要文本成为既成事实之前，大部分国家并不清楚具体文本内容，以及协议背后的价值意义。[41] 在 TRIPS
协议之后，美国陆续提出《反假冒贸易协定》（ACTA）、《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进一步提高知识

产权的保护水平，通过私权扩张以维护美国的产业利益。有学者研究总结，“在新技术发展下，美国不断寻

求更高水平的超 TRIPS 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42] 近期，特朗普政府发起的 301 调查更是直接以关税

手段强迫他国改变创新发展政策，进一步背离了公平、合理国际知识产权秩序。

从道格拉斯·诺斯理论出发，公平、合理的产权体系应当建立在：第一，代表性，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

够得到代表；第二，透明性，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够获得充分信息；第三，非支配性，参与讨论一方不能强

迫他方完成交易。[43] 显然，美国通过单边贸易政策（301 条款）和多边论坛转移构建国际知识产权格局并不

[40]　在商业方法专利的问题上，中国和美国的历史演进都可以说明司法裁判的标准更为重要。参见张平、石丹：《商业模式专利保护

的历史演进与制度思考——以中美比较研究为基础》，《知识产权》2018 年第 9 期。

[41]　参见注 [1]，彼得·达沃豪斯、约翰·布雷斯维特书，第 145-178 页。

[42]　王衡、肖震宇：《比较视域下的中美欧自贸协定知识产权规则——兼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规则的发展》，《法学》2019 年第

2 期。

[43]　See Douglass C. North.,�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pp�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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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上述理论。随着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觉醒，现有信息封建主义格局并不如想象般地稳固，

后 TRIPS 时代无论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都有重新构建国际知识产权秩序的愿望。作为全球有影响力

的科技大国、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当作为积极协调者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44]

面对全球化时代的知识产权治理，我们应当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真正为解决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可行的方向，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的合理

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全球协同创新，这是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精神的升华，也是全球治理体系的深

刻重塑。[45] 正如张广良所言，“国家知识产权价值体系应当以人类福利最大化作为目标，同时将公平正义、

创新与和谐发展等多元价值纳入辅助性的架构”。[46] 如果致力于营造开放创新的自由、平等、协作的共同文

化，就需要克服知识财产私有的局限性，建立起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制度和相对平等的国际知识产权关系，

履行事先知情同意和公平、公正分享惠益的要求。具体体现在：平衡知识生产者和知识消费者、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私人利益团体和普通社会公众的利益。相比于美国主导的偏向于权利人的知识产权规则，

中国推动的知识产权规则应当更多地强调公共利益的保护，更充分地保障公共领域的可及性和有效性，更

加平衡的反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总体上观察，中国正在稳步地从双边和多边层面推进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导向的全球知识产权治

理。在双边层面，顺应“一带一路”政策引导，中国已经与沿线近 40 个国家建立知识产权双边合作关系，有

效推动区域的创新发展，促进沿线国家的繁荣进步。[47] 例如，《中国—韩国自贸协定》《中国—瑞士自贸协

定》都重申了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的关系，特别是其中对于遗传资源、民间文艺、传统知识保护的有关规定

均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48] 在多边层面，中国现已加入了 26 个国际知识产权条约，并在积极

推动《北京条约》《马拉喀什条约》缔结。例如，《马拉喀什条约》保障了视障者和阅读障碍者获得无障碍

格式版权作品的权利，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符合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49]

六、结语

信息封建主义的观点突出了知识产权私权特征，说明知识产权私权化本质是以跨国集团的利益作为基

础，维护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垄断利益。过度私权化的知识产权制度会导致国家发展的停滞、损害

公共利益并且限制初创企业的发展。然而，信息封建主义的观点一定程度上也忽略了知识产权私权化对于

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投资、促进市场增长的作用。在全球化的制度背景下，维系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仍然

是大部分国家的共识。

中国应当以最大程度促进创新作为目标，按照当前产业发展、社会构建的合理需求进一步完善知识产

权制度。如果继续按照美国思路不断严格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可能会重蹈信息封建主义的覆辙，不断被跨

国企业和利益集团打压。作为具有创新能力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当站在“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角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平衡私权体系和公共利益的关系，实现代表性、透明性及非支配

性的要求，实现人类福利最大化的目标。

[44]　参见徐元：《中国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的立场与对策》，《国际经济法学刊》2018 年第 4 期。

[45]　参见习近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人民日报》2019 年 8 月 14 日第 6 版。

[46]　参见张广良：《知识产权价值分析 : 以社会公众为视角的私权审视》，《北京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6 期。

[47]　孙迪：《两年来“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成就辉煌》，《中国知识产权报》2018 年 8 月 27 日第 1 版。

[48]　《中国 - 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第 15.17 条；《中国 - 瑞士自贸协定》第 11.9 条。

[49]　参见王迁：《论〈马拉喀什条约〉及对我国著作权立法的影响》，《法学》2013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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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lection�of�Intellectual�Property�Private�Right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Comment�on�“Information�Feudalism”

Yu Yun

Abstract:�The�theory�of�Information�feudalism�explains�the�process�of�TRIPS�agreement,�emphasizing�that�the�
nature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s a tool to safeguard the monopoly interest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multinational�corporations,�which�seriously�damages�the�public�interest,�national�interests�and�market�competition.�
However,� the�theory�of�information�feudalism�ignores�the�value�of�the�intellectual�property�system�in�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stimulating industrial innovation.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in�the�context�of�globalization�requires�a�clear�definition�of�the�boundary�of�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
and�a�certain�policy�easing�for�cumulative�innovation.�In�addition,�in�line�with�“the�community�of�human�destiny”,�
China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governanc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der in a fair and reasonable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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