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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原则在知识产权侵权救济中的适用
张广良

内容提要：知识产权法应落实《民法总则》创立的绿色原则。侵害知识产权行为成立，但判令侵
权人承担停止侵害、销毁侵权产品等法律责任将造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从而不利于绿色发展的，若
有知识产权规则可循，则司法机关应依规则不判令侵权人承担前述责任；否则，则应依据绿色原则，
对权利人享有的停止侵害、销毁侵权产品等请求权予以限制，以维护绿色发展利益。

关 键 词：绿色原则  民法总则  知识产权  侵权救济  侵权责任   

Abstract: The green principle created by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vil Law should be practicabl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Where the infrin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s established, however, if the infringer 
assuming legal liabilities of cessation of infringement and destruction of infringing products may lead to waste of 
resources or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consequently go against green development, and there a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ules to follow, the judicial organs shall not order the infringer to assume the aforementioned liabilities 
according to such rules. Otherwise, the claims by right holders to desist from infringement and destroy infringing 
products should be deni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reen principle, to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green development.

Key Words: green principle;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vil law;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medies for 
infringement; liability of infringement

引 言

《民法总则》创立的绿色原则，①顺应了保护资源、维护环境的现实需要，符合我国是人口大

国、需要长期处理好人与资源生态的矛盾的国情，②落实了党中央关于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

绿色原则宣示了民事主体的环境保护义务，全面开启环境资源保护的民法通道，③对我国民事权

利的获取、行使及救济产生重大影响，包括知识产权法在内的民法各部门法均应落实绿色原则。绿色

原则追求的是公共利益；而知识产权法保护和促进科技、文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最终价值目标

亦体现出保护公共利益的宗旨，其中涵盖着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④知识产权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早为

国际社会所关注，例如2009年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即为“提倡绿色创新”。生态危机的出现以及生态

文明的倡导，使知识产权与环境保护两个独立体系发生耦合，知识产权制度生态化重构乃大势所趋。⑤

鉴于知识产权制度生态化重构乃一宏大命题，⑥本文仅聚焦绿色原则在知识产权侵权救济中的适用问

作者简介：张广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知识产权局软科学研究项目“《民法总则》绿色原则在知识产权侵权救济中的适用研究”（项目编号：

SS18-A-08）之研究成果。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9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

态环境。”此条被称为“绿色原则”。

② 参见李适时主编、张荣顺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683页。

③ 同注释②，第31-32页。

④ 参见黄莎：《论我国知识产权法生态化的正当性》，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6期，第99页。

⑤ 参见万志前、郑友德：《知识产权制度生态化重构初探》，载《法学评论》2010年第1期，第44页。

⑥ 有学者建议我国应从确立授予专利权环境性标准、基于环境保护的强制许可、知识产权成果的环境影响评价、侵权判断和救济的

环境因素考量以及推行生态专利共享模式等方面，对知识产权制度加以生态化重构。同注释⑤，第4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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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本文探讨的停止侵害仅限民事侵权责任方式，不包括诉前行为保全等临时性救济。

⑧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穗中法民三知初字第581号民事判决书。

⑨ 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闽知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三终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

⑩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1）深福法知民初字第1081、1082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深

中法知民终字第290、291号民事判决书。

⑪ 二审法院认为，广大小区业主的利益体现了社会公共利益。

⑫ 参见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盐民三初字第0001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苏民三终字第0115号民

事判决书。

⑬ 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宁民三初字第223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苏知民终字第0019号民

事判决书。

题。具体而言，探索在侵权成立但需保护绿色原则所体现的绿色发展利益的情形下，如何限制适用

停止侵害⑦、销毁侵权产品等法律责任的问题。

涉及环境保护、资源浪费因素（以下统称“环保因素”）的知识产权侵权救济案件和绿色原则

适用息息相关。首先，本文梳理相关司法实践并以此作为绿色原则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适用的背

景，其后探讨绿色原则在知识产权侵权救济中适用的必要性，最后提出绿色原则适用于此类案件的

基本规则。

一、绿色原则在知识产权侵权救济中适用之背景

绿色原则创设前，在侵权成立但若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行为、销毁侵权产品将破坏环境或浪费资源

的案件中，司法机关主要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节约公共资源、维护业已形成的社会经济秩序、

侵权产品具有一定的公益性等为由，拒绝给予权利人相应的救济措施。

（一）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考量

在侵权行为成立的情形下，若受诉法院认为判令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或者销毁侵权产品的责任有违

社会公共利益的，可限制此种民事责任的适用。各地法院自2004年晶艺公司与广州白云机场、三鑫公

司专利侵权案⑧后，在裁判专利权、著作权侵权纠纷中陆续作出一些典型判例。

晶艺公司与广州白云机场、三鑫公司专利侵权案中，受诉法院认为，三鑫公司未经原告许可，在

广州新白云机场航站楼玻璃幕墙工程的设计、施工当中制造、销售、使用原告的专利产品，两被告侵

犯了涉案专利权，应当停止侵害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考虑到机场特殊性，判令停止使用侵权产

品不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因此白云机场可继续使用，但应适当支付使用费。晶源公司与富士化水、华

阳公司专利侵权案⑨为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终审的案件。在该案中，被告制造、使用了与涉案专利方法

相配套的烟气脱硫专利装置而被认定侵权。但考虑到火力发电厂配备烟气脱硫设施符合环境保护的基

本国策和国家产业政策，且供电情况直接影响地方的经济和民生，受诉法院平衡权利人利益与社会公

众利益，对原告的停止侵害诉讼请求未予支持，而是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相应的使用费。

在侵害著作权案件中，奥雅公司与长城家俱公司侵权案⑩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受诉法院认定，长

城家俱公司未经许可购买被控侵权墙纸使用于其承包施工的楼盘内，侵犯了原告美术作品的著作权。

但鉴于涉案楼盘已开始向公众销售，销毁被控侵权产品将会影响广大小区业主的利益，⑪造成社会资

源的浪费，且判令长城家俱公司赔偿经济损失的金额已经使原告获得了有效的权利救济，故对原告要

求被告销毁被控侵权产品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在南京雕塑与曹丿中学等侵权案⑫中，受诉法院采取

了相同的裁判思路。

（二）基于节约公共资源考量

在燎原公司与宇通公司专利侵权案⑬中，受诉法院认定101国道某段路两边使用的、被告生产的

路灯侵犯了原告“道路灯灯头（和平鸽）”外观设计专利权，但鉴于被控侵权产品业已安装使用，路

灯的物权已发生转移，予以拆除将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因此，对原告要求被告拆除侵权路灯的诉讼

请求未予支持，但在确定赔偿金额上适当考虑了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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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征诉纺织出版社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⑭中，受诉法院认定，纺织出版社出版的《冰鉴全鉴》

中使用了原告《领导者必备》一书6243字的内容，构成侵权，但考虑到涉案内容在《冰鉴全鉴》中所

占比例较小，为节约社会资源，通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形式已可给原告相应的救济，故对原告有

关将侵权图书从市场上召回销毁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

（三）基于维护业已形成的社会经济秩序考量

在英特莱公司与金隅公司等专利侵权案⑮中，受诉法院认定侵权成立，但驳回原告要求被告金隅

公司停止使用涉案侵权产品（防火卷帘）的诉求，理由是金隅公司不知道涉案产品系侵权产品，能证

明有合法来源，且鉴于侵权产品已经实际安装使用，如果判决停止使用，将会对所处建筑物的防火安

全带来不利影响，同时亦不利于维护已经形成的社会经济秩序。

（四）基于侵权物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考量

在海洋所与烟台环境办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⑯中，受诉法院认定涉案有孔虫石雕构成侵权，被告

烟台环境办应承担拆除侵权雕塑的责任。但鉴于被告烟台环境办主观上没有过错，为获得侵权雕塑支

付了相应对价，且该雕塑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如判令拆除将造成较大的社会资源浪费，故将烟台环境

办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变更为消除影响和支付合理使用费。

二、绿色原则在知识产权侵权救济中适用之必要

前文分析的案件均发生在绿色原则创设前，受诉法院主要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避免社会资源或

公共资源浪费之公序良俗原则为依据，在侵权成立的情形下，不判令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或者销毁侵权产

品的责任。在绿色原则已经创设的当下，司法机关在处理类似纠纷且确有必要时⑰应统一适用此原则。

（一）绿色原则是直接彰显环境公共利益价值的基本原则

“公序良俗”一词虽首次出现在《民法总则》中，但通说认为，“公序良俗”与《民法通则》

第7条中的“社会公德”“社会公共利益”等概念在性质和作用上相当，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最高人民法院也早在相关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中使用“公序良俗”这一表述。在《民法总则》

确立绿色原则之前，绿色原则所代表的环境道德、环境公共秩序、环境公共利益为公序良俗原则所覆

盖。“在传统民法资源内回应生态环境保护需求，可以将生态环境保护解释为公序良俗原则，尤其是

公共秩序的内涵。”⑲即使是力推绿色原则写入《民法总则》的学者也认为，“环境保护、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可以由公序良俗基本原则所延展”“可以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道德作为现代社会公序良俗的

基本内容”。⑳因此，在《民法总则》编纂过程中，许多学者反对将绿色原则确立为民法基本原则，

主张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的立法目标能够通过公序良俗原则加以实现。㉑

公序良俗原则与绿色原则的确存在密切联系：一是我国法律通过列举的方式肯定了环境是一种公

共利益，绿色原则脱胎于公序良俗原则；二是两原则均有解决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协调作用，

只不过绿色原则协调的是个人利益与环境公共利益的冲突。

⑭ 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2）朝民初字第20196号民事判决书。

⑮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民（知）初字第7243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民（知）终字第

1040号民事判决书。

⑯ 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青民三初字第145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鲁民三终字第33号民事

判决书。

⑰ 本文认为，在绿色原则创设之前，有些案件中依据知识产权制度中默示许可规则，就可解决侵权成立但不用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或

销毁侵权产品的问题，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实无必要。同样，在绿色原则确定后，只有在知识产权规则不清、缺失或导致严重不公时，

才应适用绿色原则，发挥其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解释、修正和补漏功能。详见下文。

⑱ 参见于飞：《认真地对待〈民法总则〉第一章“基本规定”》，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第82页。

⑲ 同注释⑱，第83页。

⑳ 吕忠梅、窦海阳：《民法典“绿色化”与环境法典的调适》，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4期，第864页；吕忠梅：《如何“绿化”

民法典》，载《法学》2003年第9期，第105页。

㉑ 参见侯国跃、刘玖林：《民法典绿色原则：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展开》，载《求是学刊》 2019年第1期，第109-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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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公序良俗原则不能取代绿色原则。首先，环境公益需获得特殊重视与保护。㉒一个问题的

现实重要性越高，其在体系中的独立倾向就会越显著，㉓所以在《民法总则》的制订过程中，绿色原

则最终未被公序良俗原则吸收。其次，公序良俗原则无法完全覆盖绿色原则。公序良俗原则与绿色

原则的适用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功能上，公序良俗原则倾向于对法律行为进行“内容审

查”，而绿色原则倾向于对权利进行“行使审查”，权利的行使不受法律保护并不影响权利的存在；

二是领域上，公序良俗原则主要适用于非市场交易领域，而绿色原则倾向于适用市场交易领域；三是

标准上，公序良俗原则的设立标准是低标准，即不违反最低的道德规范，而绿色原则追求高环境道德

标准，即要有利于保护或改善环境质量的行为规范；四是效果上，违反公序良俗的法律行为无效，而

违背绿色原则的法律后果并非必然无效，亦可能是法律行为有效但需承担违约或侵权责任；五是正当

性上，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本身不具有正当性，而违反绿色原则的行为本身（如生产、经营、生活等

行为）往往具有一定正当性、非责难性，绿色原则更应注重利益衡平与对权利行使方式的限制。㉔总

之，绿色原则不同于公序良俗原则，是具有特定的适用领域、标准与功能的新型基本原则，体现了高

标准的价值追求。㉕

在绿色原则未确定时，对于涉及环保因素的案件，法院通常采用公序良俗原则，来解释民事活动

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正当性。前文介绍的知识产权案件，基本适用公序良俗原则予以裁

判。在绿色原则确立后，生态环境保护成为民法体系目的解释的一个价值要素，构成一种特殊的整体

限制。㉖故在司法活动中，若需适用基本原则以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之目的，法官直接引用绿色

原则即可，无需再考虑公序良俗原则。■■

（二）绿色原则的适用可使案件裁判逻辑更周延

绿色原则确立前，在裁判涉及环保因素的知识产权纠纷时，有些法院在认定侵权成立却不判令被

告停止侵害或者销毁侵权产品时，除公序良俗原则之外还考量其他因素，导致在裁判逻辑上的不周延。

在英特莱公司与金隅公司等专利侵权案■■中，法院将有利于维护已经形成的社会经济秩序作为是

否判令停止侵害的考量因素，这一裁判逻辑值得商榷。社会经济秩序是指宏观的、动态的、有序的、

平衡的社会经济活动状态。在侵犯知识产权纠纷中，侵权产品的停止使用或者销毁仅仅对该产品的使

用者与销售者、制造者间的交易产生影响，而不会对已经形成的社会经济秩序造成影响。知识产权侵

权行为的本质是未经权利人许可实施专利，或者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用他人作品、注册商标的行为，一

方面侵害了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破坏了只有获得许可方可实施他人知识产权的基本价值所体

现的社会经济秩序，此亦为侵犯知识产权罪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法理基础。■■因此，

停止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或者销毁侵权产品，恰恰是为了恢复已被破坏的社会经济秩序。以维护已形成

的社会经济秩序作为不适用停止侵害或者销毁侵权产品的理由，显然难以成立。

在海洋所与烟台环境办等著作权侵权案■■中，受诉法院将侵权雕塑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故拆

除将造成社会资源的较大浪费作为不判令拆除的理由。在知识产权法中，除了合理使用、法定许可、

描述性标识的正当使用、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行为等对知识产权予以明确限制的法律规定之外，使用

㉒ 参见蔡守秋、张毅：《论民法总则中绿色原则的价值与功能》，载《区域环境资源综合整治和合作治理法律问题研究——2017年
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集》，第910页。

㉓ 同注释⑱，第83页
㉔ 同注释㉒，第908-909页。

㉕ 同注释㉒，第908-909页。

㉖ 参见龙卫球：《民法与环境保护法形成新型“链接”关系》，载《检察日报》2017年6月13日第3版。

■■ 参见陈镜先：《民法总则绿色原则的研究》，载《法制与社会》2017年第6期（下），第16页。

■■ 同注释⑮。

■■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章。

■■ 同注释⑯。

ChaoXing



.14 .

·2020年第1期

■■ 有学者认为，包括绿色原则在内的基本原则都不是裁判规范，不能充任司法三段论中的大前提。参见注释■■，第78页；有学者

认为，绿色原则是裁判性原则，可以为具体司法实践提供指引。参见吴喜梅、张永真、张杰：《一个绿色条款效用何其大?——〈民法总

则〉第9条的立法过程及其效用分析》，载《中国生态文明》2018年第4期，第31页。

■■ 例如，在梁兔儿诉石楼县林业局恢复原状纠纷案中，270亩荒山已经种植刺槐，如果依照传统民法理念适用“恢复原状”的责任

承担方式，270亩刺槐将毁之一旦，造成资源浪费。法院最终认定原告要求恢复原状的诉求与绿色原则相悖，不予支持，并判决被告通过

赔偿损失等方式承担侵权责任。参见山西省石楼县人民法院（2017）晋1126民初188号民事判决书。

■■ 王利明著：《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 韩世远：《民法基本原则：体系结构、规范功能与应用发展》，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6期，第16页。

■■ 参见单平基：《“绿色原则”对〈民法典〉“物权编”的辐射效应》，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第 86 页。

■■ 例如，《德国著作权法》第101条第1款。

■■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16〕1号），第25条第1款。

■■ 同注释⑩。

行为的社会公益性对停止侵害、销毁侵权产品等法律责任的适用均不应产生影响。因此，此案的判理

也值得推敲。

若法院在裁判前述两起案件时，绿色原则已被创制，则法院可基于绿色原则，认定侵权产品的销

毁将不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从而解决了法律适用逻辑难以自洽的问题。

三、绿色原则在知识产权侵权救济中适用之规则

（一）绿色原则适用的基本准则

绿色原则是否具有可裁判性，存在认识分歧■■，但已有法院对其进行了适用■■。基于民法基本原则

的价值和功能，绿色原则不能代替具体法律规范，■■即在存在具体法律规则的情形下，一般不必援引基

本原则，以避免向一般条款逃逸；但在特定情形下，应审慎发挥基本原则的修正功能。■■因此，在现行

法缺乏相应的具体规范时，法院可直接适用绿色原则裁判案件。此准则同样适用于涉及环保因素的知

识产权侵权救济案件。绿色原则所蕴含法律理念的实现，亟需私法规则的支撑，以避免因规则空缺而

成为政治性的修辞话语。■■下文探讨绿色原则在涉及环保因素知识产权侵权救济中的具体适用规则。

（二）涉及环保因素但不应适用绿色原则的情形

在某些侵权成立的知识产权案件中，若判令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或者销毁侵权产品的法律责任则造

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法院理应对此种救济措施予以限制。不过，若已有相应知识产权规则可以

解决此问题时，则法院不应适用绿色原则。

知识产权制度中的默示许可规则，在许多情形下可以解决侵权成立但法院可不判令被告停止侵害

或者销毁侵权产品的问题。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默示许可规则是指某些不具有过错的侵权者，若

已就侵权产品（作品）向权利人承担了充分损害赔偿责任后，则其使用行为应被视为已经获得了权利

人的许可，从而可以继续使用。默示许可理论在某些国家知识产权法中有明确规定。■■在我国专利侵

权司法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亦吸收了默示许可规则，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

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侵权产品，且举证证明该产品合法来源并已支付该产品的合理对价的，对

于权利人请求停止使用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在侵犯著作权、商标权的案件中，人民法院可参照

执行此项司法解释。

虽然包含默示许可的专利侵权司法解释于2016年颁布施行，但此前一些涉及环保因素的知识产权

案件中，受诉法院已将默示许可理论作为不判令善意使用者停止侵害行为或销毁侵权产品的依据之

一。例如，在前述奥雅公司与长城家俱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被告长城家俱公司不知道其购买

的墙纸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故受诉法院以其赔偿经济损失的金额已足以使原告获得了有效救济为裁

决理由之一，驳回原告关于全部销毁被控侵权产品的诉讼请求。法院驳回此诉讼请求的理由之二为销

毁将影响小区业主的利益、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即基于公序良俗原则。在依据默示许可规则，已经

可以解决问题的情形下，法院大可不必再援引公序良俗原则。试想若长城家俱公司仅为小区的一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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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贴了墙纸，在其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下，并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但依据默示许可规则，该公司

同样不应承担销毁的责任。

前文提及的广州白云机场案■■、华阳公司案■■以及宇通公司案■■，均涉及侵犯产品专利权，故在侵

权人已对专利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下，其使用行为应视为获得了专利权的授权，可以继续使用。

因此，前述案件的受诉法院无需援引公序良俗原则作为不判令停止使用或者销毁的依据。在绿色原则

创设后，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时同样无需将绿色原则作为裁判的依据。否则，只要停止某些产品的使用

或销毁，就认定将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不利于环保发展，将造成绿色原则适用的泛滥。

（三）涉及环保因素并应适用绿色原则的情形

在涉及环保因素的案件中，若判令停止侵害行为或者销毁侵权产品将造成浪费资源、破坏环境，

且无具体的知识产权规则可以遵循时，则法院应适用绿色原则。

在前述华阳公司案■■中，涉案专利为“曝气法海水烟气脱硫方法及一种曝气装置”，包括方法技

术方案和产品技术方案，被告对原告方法技术方案也实施了侵权行为。由于对方法专利不存在默示许

可规则，因此并无据以判令被告不承担停止侵害的知识产权规则。但如果责令被告停止使用专利方法

又将对环境造成污染，故受诉法院依据公序良俗原则作出了判决。在绿色原则创设后，法院在审理类

似案件时，应依据绿色原则驳回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使用专利方法的诉讼请求。

再如，在建筑物侵犯著作权的案件中，一些国家著作权法规定，对于已经建成的建筑物，不判令

清除、销毁■■或者改建■■，避免资源浪费为其立法本意之一。我国著作权法并无此规则，因此在某些

涉及建筑物侵权的案件中，著作权人要求对侵权建筑物予以改建的诉讼请求得到了支持。■■在我国注

重绿色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若侵权建筑物的拆除、改建将产生大量的建筑垃圾而破坏环境时，则法院

可依据绿色原则驳回著作权人要求拆除或者改建的诉讼请求。■■

在有些案件中，为了保护绿色发展利益，即使被告未以绿色原则作为抗辩事由，主张其不应承

担停止侵害或者销毁侵权产品的诉讼请求，法院也可主动援引绿色原则，对原告获得救济的权利予

以限制。例如，在英特莱公司与华坤公司等专利侵权案■■中，一审法院认定华坤公司在某建筑物内

使用的防火卷帘构成侵权，并判令停止侵害行为。二审法院则以被控侵权产品已经实际安装使用，

拆卸将破坏巨大且成本过高等为由，撤销一审法院关于华坤公司停止使用侵权产品的判项。再审法

院认为，在华坤公司并未提出上诉，在二审及再审诉讼中亦未举证证明判令其停止使用涉案侵犯专

利权产品会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下，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相关判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

以纠正。二审法院与再审法院的分歧在于公序良俗原则能否为法院依职权适用。不仅民事主体应遵

守公序良俗原则，人民法院在裁判案件中亦应遵循，在案件裁决结果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即使

当事人未主张适用该原则，人民法院亦应主动适用。绿色原则的适用应遵循同样的规则。相对于公

序良俗原则而言，裁判结果是否将造成环境破坏、资源浪费，更加显而易见。因此，绿色原则创设

■■ 同注释⑧。

■■ 同注释⑨。

■■ 同注释⑬。

■■ 同注释⑨。

■■ 参见《瑞士著作权法》（2017）第63条第2款。

■■ 参见《奧地利著作权法》第83条第3款。

■■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7）二中民初字第01764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8）高民终字第325号民事判

决书。

■■ 在我国现行著作权法未对侵害建筑作品著作权救济方式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法院充分考量权利人、侵权人以及拆除、改建侵

权建筑物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等因素后，对是否作出停止侵害以及如何停止侵害裁决享有自由裁量权。

■■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0）二中民初字第17491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高民终字第869号民事判

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91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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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冯晓青：《知识产权法与公共利益探微》，载《行政法学研究》 2005 年第1期，第49-60 页。

■■  See H. Grosse Ruse-Kh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 New Approaches from EU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 ICTSD’s Programme on IPR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sue Paper No. 29, Sep. 2010, p.3. ，转引自李洁琼：《国际

知识产权制度的当今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影响》，载《知识产权》2016年第12期，第101页。 
■■ 同注释■■，第30-31页。

后，人民法院在处理类似纠纷时，应主动适用此原则，以保障案件的裁判结果符合生态文明建设和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结 语

绿色原则既顺应了保护资源、维护环境的现实需要，又蕴含着维护社会福祉的立法理念。知识产

权制度的根本目的和核心价值也是维护社会福祉。■■知识产权制度不是一个封闭的制度，而应为与经

济、社会、环境、人权等公共利益相结合的平衡制度。■■绿色原则可以指导具体的民事立法，同时因

其具有司法裁判功能，也可以起到弥补法律漏洞的作用。■■在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若判令被告承担

停止侵害、销毁侵权产品责任将造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从而不利于绿色发展的，若有知识产权规

则可循，则司法机关应依据该规则不判令被告承担前述责任，否则应依据绿色原则对原告享有的停止

侵害、销毁侵权产品请求权予以限制。

首届国际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讨会——挑战与因应在京举行

1月18-19日，“首届国际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讨会——挑战与因应”在京举行。研讨会由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

办，北京阳光知识产权与法律发展基金会协办，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

人民法院、英国最高法院、德国最高法院和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等百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要围绕知识产权诉讼的案件管辖、禁诉令、全球费率、禁令、标准必要专利权利

滥用的反垄断法规制以及全球知识产权案件的协调与平衡展开。关于知识产权禁令，法官们区

分了临时禁令与永久性禁令适用的不同条件及其例外，有法官特别指出，除了考虑常见的关键

因素之外，还应该考虑双方重大商业利益的平衡、禁令对企业和产业生存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公

共利益特别是消费者利益的影响；对于禁诉令，法官们主要围绕禁诉令是针对当事人还是针对

域外司法管辖权以及国际司法礼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于全球费率的裁定，不同国家的法院

对此有不同看法，英国司法试图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一个全球费率，德国法院则认为应该尽可能

地促成当事人双方达成一致，而不是由法院对费率作出裁决，也有法官认为，在裁定全球费率

时，应当考虑企业的专利布局、专利强度、产品销售范围、企业真实意思以及权利人与实施人

的合意；对于标准必要专利权滥用的反垄断法规制问题，法官们认为应当在分析相关市场、是

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基础上，对是否构成垄断作出裁决。

此外，各国法官还对2019年各法域值得关注的知识产权判例进行了介绍和讨论。会议的各

项议题得到充分交流，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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