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

韩美 FTA 及对韩国知识产权法的可能影响
杨 达
（厦门大学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韩美 FTA 的知识产权部分主要涉及著作权、商标权和专利权。就韩美 FTA 中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几点最具代表性的争议进

行简单分析，并阐明这些规定对韩国知识产权法可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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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著作权部分

础在与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缔结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按照美

（一）韩美 FTA 中美国在著作权领域的要求

国的要求延长了著作权保护期限。现在轮到韩国，美国跟韩国

（1）著作权保护期限延长 20 年；
（2）加强技术性保护措施；

也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很多人把美国的著作权法也被称为“米

（3）把暂时储藏认定为著作权的一种；
（4）强化在线服务提供者

老鼠法”。其原因是 1928 年第一次登场的米老鼠，原本是到

的责任；
（5）限制图书馆著作使用；
（6）即使没有权利者的起诉

2004 年其著作权将会期满，但根据美国著作权期限延长的法

也可处罚著作权侵害行为；（7）加强对著作权侵害行为的约束

律，它的寿命可延长至 2024 年。从 1928 年到 2024 年将近有

并易化权利救济等。这些要求无疑都是为了扩大美国文化资本

100 年，米老鼠的“长寿”可以说是拜美国著作权法所赐。现行著

或媒体，软件企业的利润。如延长著作权保护期限会延长作者

作权法的 50 年期限已足够长。如果按照美国的要求将著作权

专有利益期限，临时储藏的认证和技术性保护措施等会使控制

保护期限延长至 70 年无疑是给那些以著作权盈利的企业再保

一切关于作品的行为并扩大许可使用费。

障 20 年的利润。制定著作权保护期限的目的是在限定的期限

（二）著作权保护期限的延长
目前，国际条约上要求的著作权保护期限是作者死后 50

内给予专有权利的同时，在期限到期之后将作品还原给公共领
域，与公共利益协调发展。将著作权的保护期限延长至 70，
会造

年。韩国著作权法也是如此。但是美国在 1998 年通过了将著

成让著作权变为持久性权利的结果。

作权保护期限延长至作者死后 70 年的著作权法，且以此法为基

（三）在线服务提供者的责任

这样有利于解决我国房地产相关税制现状中的一些问题，如解

场价、租金水平等市场信息输入到计算机中，建立一个计算机

决城乡边界地带区分确认难的问题，公平城乡间企业的税负，

估价模型；然后把每一业主的房产信息输入到计算机估价模型

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中，估价模型便自动计算得出估价结果。每一个批量评估单位

3．计税依据。以评估价值为计税依据是我国物业税税基的

都建立一个估价模型，以保证估价模型的适用性。此外评估机

最佳选择。如前所述，以评估价值为计税依据有许多好处。但

构应进行适当的检查，对偏差大的评估结果进行修正。这样的

是我国现在的评估制度不完善，有待合理规范和加强建设，培

评估方法能有效控制评估成本，并且能保证评估结果的正确和

养大批评估人员。

公正。

4．税率。如前所述，对土地和房屋分开课税，土地税率适用

2．
评估周期的确定。评估周期的确定应考虑房地产价值变

高税率，房屋适用低税率，采用“双轨制”的比例税率是最佳选

动速度，也要考虑评估成本。评估周期越短，计税依据越接近于

择。税率还应体现类型差异，根据房产的用途不同，对住宅用、

市场价值，
但评估成本也会越高。国外的评估周期多为一年、三

商业用、商住两用等房地产应实行不同的税率，一般来讲，经营

年、五年。根据我国国情，建议对市区的房地产每三年评估一

性房产的适用税率应高于生活性房产。另外，为降低一般居民

次，对郊区、乡镇、农村地区的房地产每五年评估一次。评估周

税负水平，又能抑制投机，对家庭的第一套房屋适用优惠的低

期的区别对待是因为市区房地产的价值速度高于其他地区，这

税率，
第二套以上的房屋适用高税率。借鉴国外经验，一是要保

样可保证计税依据接近市场价值，又能控制评估成本，提高评

证平均税负水平较低，遵循“低税率”原则；二是加强地方政府

估效率。

权限，使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实情在中央规定的税率变动范
围内灵活确定税率。
（二）评估体系的建立
1．评估方法的确定。在评估方法上，
应采用批量评估法，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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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环境下作品是以电子通讯网和线上服务为流通媒

可实施强制许可。而韩国专利法 106 条规定，国家处于非常时

介的。其中，有获得作者的许可并合法利用的情形，也有未获得

期（处于国防目的有必要时，为公共利益有必要以非商业性方

作者的许可并非法流通的情形。此时，在线服务的提供商应知

式使用）时，107 条规定，符合一定条件时可以重新要求对专利

道这 种违法 流通的事 实，理由 是他们这 些线上服 务提供 者

实施强制许可。这与美国的要求相差甚远，如依照美国要求的

（OSP） 在提供作品流通的线上服务当中获取经济利益，因此

上述三种情形，关于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的范围将大幅度缩

OSP 对著作权侵害应负起一定的责任。
但如果太过强化 OSP 的

小。这也可以说是公共政策的失败。不仅如此，如韩方接受美

责任必然会导致信息网络流通的活跃性。因此，一方面是为了

方的要求，
（1）通过多哈部长级会议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确

保障信息的疏通；另一方面也为了保障作者的权益，各国的著
作权法规定都采取限制 OSP 法律责任的规定。

认的为了医药品出口而实施的强制许可将会变得无用武之地。
（2）当专利权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充分履行其义务时也无法用强

韩国的著作权法规定在以下三种情形下可以限制 OSP 的

制许可进行规范。
（3）如没有得到专利权人的许可，
除非国家到

责任：不能在技术上提供有效支持；知道侵害事实并立即中断

了非常时期，也无法从公共利益出发使用其发明。考虑到在韩

服务；
根据权利者的告知而中断服务。此时，
OSP 不承担根据权

国强制许可的对象主要是医药品。因此，这可能也会引起医药

利人的要求提供侵害人个人信息的义务。如果应权利人的要求

品相关的专利问题。

提供了侵害人的个人信息，反而是构成违法行为。但是美国通

（二）关于因审查迟延而延长专利权期限的问题

过 FTA 要求，
当权利人告知 OSP 时即使没有告知自己权利人的

依据韩国专利法采用登记制，即取得专利权要经过授权机

身份，OSP 应配合权利人的要求，向权利人提供侵害人的个人

关的审查，审查合格者予以登记授权。而美国专利法规定当专

信息。但这明显会造成很多问题。

利权授权机关在审查阶段如进行了长时间的审查，那么相应的

（四）加强处罚力度、废止亲告罪

延长专利权的存续期间，一般延迟的时间规定为三年。在韩美

在美国贸易代表（USTR）的报告里一直是把韩国列为优先

FTA 中美方要求采用美国国内专利法规定的方式，但延迟的时

监视对象并在此前不断要求加强对知识产权法的执行。因著作

间缩短为两年。不管是两年还是三年，如通过韩美 FTA 将美国

权是私人的权利，韩国的立法为了尊重个人的意愿而设置成亲

这一套制度直接引入到韩国，在韩国会产生大量专利权将延迟

告罪（指受害人告诉（控告与上诉的简称）的才构成犯罪，受害

其权利期限的结果。在美国，审查官员每年处理的案件有 70 多

人不告诉的情况下即使司法机关知道侵害事实的发生也不予

件，但在韩国这个数字是 350 多件，是美国的五倍。因此为了保

处理）。所以权利者没有要求处罚时，国家机关无需出面处罚使

证高质量的审查，也为了减少不充实的专利权的可能，应避免

用者。一方面也许有时权利人很愿意使用人使用其作品；另一

采用美方的要求。

方面在公共利益的角度上分析，此类的使用如对知识经济产业

四、争端解决规定和非违反之诉

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力，那么在没有违反权利人的意愿的情况

在韩美 FTA 谈判过程中美国一再要求即使没有违反 FTA

下，全社会更应该积极的使用这些资料。再次强调，在没有违反

知识产权协定，侵害协定中所期待的利益或造成此利益无效都

权利人意愿的情况下，使用其作品是对社会的发展只会有好

要展开争端解决程序。这跟当一方当事国违反协定而展开的程

处，而没有害处。考虑到这些，如接受美国废止亲告罪的要求，

序不同，可称为非违反之诉。

无视权利人的意愿，
处罚使用者是不合理的。
二、
商标法部分

根据 WTO 规定在以下两种情形下允许提起为争端解决的
申诉。
（1）有明显违反 GATT 规范的行为。
（2）虽然缔约国没有

商标保护对象的扩大：声音、气味。美国跟澳大利亚缔结的

违反 GATT，但侵害其他缔约国期待利益时。但是 2005 年在香

FTA 中把声音和味道加进商标的种类之中，并且跟韩国的 FTA

港进行的 WTO 部长级会议中 WTO 成员国取得合意，根据

当中也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即把声音和气味归入到商标法保护

TRIPs 协定第 64 条知识产权法不适用非违反之诉。在 TRIPs 理

对象。就商标的构成要素而言，韩国的商标法规定的商标种类

事会也只有美国坚持 TRIPs 协定应适用非违反之诉。在全世界

跟中国相同，即为文字商标、图形商标、立体商标、颜色组合商

范围内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不认同适用非违反之诉，其他发达国

标和组合商标。声音和气味等非形象商标，并非以视觉感受存

家因无法预期非违反之诉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影响而不主张适

在，而是借助于音响、气味等非形象事物，以听觉、嗅觉感知其

用。美国这种单方面的坚持并想破坏其他国家政策的意图反映

识别性的商标。这些不具备固定化载体，法律难以提供有效地

在跟协商力较弱的国家缔结的 FTA 中。对于韩国来说，美国主

保护，
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包括韩国很少有受到专用权保护。

张的恶性要求“非违反之诉”有可能将适用于本国知识产权领

三、
专利法部分
（一）关于限制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
在韩国，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是指无关于专利权人的意
向，第三者也可使用专利发明的情形。美国主张仅在三种情形

域，因此反对声音如此之强烈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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