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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rcular economy, as a new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eds the support of system.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rsuits the value of “balance of interests” to ensure th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ircular economy, and to provide legal protection for the recycling economy through
concept and system innovation. The West should not only, from the positive perspective, explore
concrete measures for us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develop circular economy, but also, from the
opposite perspective, try hard to abolish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in
the development of circular economy, from which it can achieve the functional coupling of the IP
system innovation and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of circular economy as well as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and the organic development between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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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制度支撑。知识产权以“利益平衡”为价值追求，保证了循
环经济发展的方向，通过理念和制度创新为循环经济提供法治保障。西部地区不仅应从正面角度，探寻
利用知识产权发展循环经济的具体措施，还应从反面视角努力革除循环经济发展中的知识产权体制机制
障碍，以实现知识产权制度创新和西部循环经济发展的功能耦合，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和有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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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循环经济与知识产权
1.1. 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按照清洁生产的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将经
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1]。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
种生态经济，体现经济活动“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改变“资源–产品–废物”
线性发展方式，让物质在闭路系统中不断循环利用，彰显了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而没有真正的废物。
循环经济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3R 原则)为核心，不仅强调资源的有限开发，而且注重资源多次、
循环使用，从开发、生产到产后治理全方位、多层级的对资源进行交叉补充利用。因此循环经济的核心
内涵是循环，指经济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资源在国民经济再生产体系中各个环节的不断循环利用(包括消
费与使用) [2]。

1.2.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是以信息为调整对象的开放权利群。信息具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双重属性，一方面根
据洛克的劳动价值说，私人创造的信息由私人享有控制权，另一方面根据信息的共享性和可复制性的特
点，信息可以在多人多地多时实现共享使用，导致了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因此知识产权既是知识财产
私有的法律形态，同时又是知识利益分享的法律工具[3]。再者知识产品传播的边际成本小，容易滋生搭
便车问题，导致信息生产者的积极性降低，造成负外部性，进而导致“公地悲剧”，使社会的信息供求
产生失衡。鉴于消费者对信息量的需要，社会有必要明确知识财产的权利归属，以建立知识创造的激励
机制[4]，对财产权的法律保护有其创造有效使用资源的诱因[5]。
可见，循环经济与知识产权本质上是契合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2.1. 以利益平衡为价值追求
循环经济以“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观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为指导，将人视为整个环境
的一部分，并将经济系统内嵌入自然系统之中，从对环境的征服转向与环境的协调。其旨在制约市场主
体——“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造成的生产结果负外部化的行为，从而实现个体利益与公共利
益、个体利益与代际利益平衡的核心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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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知识产权由于信息的双重属性，为了防止信息生产者垄断信息，同时为了阻止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搭
便车”现象，利益平衡一直是其追求的价值目标，知识产权法中的诸多原则和具体规则背后，都影射了协
调和解决知识产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利益冲突的思路[6]。比如专利的强制许可制度，就是基于平衡权利人
对技术的控制和社会对技术的应用而设计的，从而协调私益和公共健康、社会技术进步等公益间的冲突。
1.2.2. 以创新为发展杠杆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高效利用的新经济发展方式，对创新有较高的要求。从末端治理到生态中心
伦理观的建立，从超前消费观到绿色消费观的转变，从传统产业的循环改造、高新技术的发展到清洁生
产工艺的提升，循环经济无一不以理念上、技术上的创新为依托。
而知识产权以保护知识产品为目标，通过配置一系列的权利给予知识产品生产者获得回报的机会，
从而刺激知识产品生产者的再度创造。同时通过利益平衡机制，对权利人的权利进行限制，确保社会公
众对信息的需求，保证后续创新源源不断。
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的知识产权，为循环经济提供了制度支撑，以相同的价值追求保证了循环经济
发展的方向，通过理念、科技创新为循环经济提供了发展手段。2013 年国务院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战
略及近期行动计划》，指出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且创新
能力不足。根据中国知识产权指数报告，2008 年至 2013 年区域中国知识产权指数排名的情况看，前十
名全是东部经济发达的省份，西部地区只有重庆在 2009 年和 2013 年挤进前十，而后十位全是西部地区
城市。1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正步入东部末端治理的老路子，因此西部地区发展循环经济应该根据地区特点，
充分探寻利用知识产权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措施。

2. 西部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不足
中国西部地区占地面积大，地理环境复杂多样，资源丰富，其中能源资源种类齐全、储量丰富，民
俗文化和自然风光绚烂多姿。西部同时也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虽经历经西部大开发，经济条件呈现快速
增长，对全国经济贡献进一步增大，2 但仍以粗放型发展为主，显现出依靠工业化实现追赶的特征。循环
经济以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为特征，对改变西部产业结构，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作用。西部发
展循环经济至今已有很多年，生态环境有一定改善，3 但总体上仍呈现以下的特点：

2.1. 循环经济发展理念薄弱
循环经济理念的普及程度严重影响循环经济发展的水平，不仅在宏观上影响政策的制定、企业的发
展方向和公众的消费观念，还在司法层面影响某些案件的知识产权侵权认定。循环经济理念虽然在中国
已经普及，但是不同地区的人群对循环经济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仍然有很大的差别。西部地区部分企业对
发展循环经济不够重视，盲目追求经济利益，对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不积极承担；政府部门过分强
调经济发展指标，忽视环境的承受能力；公众缺乏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游离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宏观
框架之外。

2.2. 废弃物回收利用率不高
废弃物回收利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不改变资源使用形式的零件级回收，比如啤酒瓶的回收利用，
1

CIPI 知识产权指数报告，http://www.focus-ip-index.com/class.php?classid=63，2014 年 5 月 20 日访问。
2012 年西部地区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13914.64 亿元，净增加 12642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12.48%，增速虽然比上
年下降 1.55 个百分点，但仍分别比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快 3.18 和 1.54 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2.16 个百分点，
http://www.china.com.cn/zhibo/2013-07/21/content_29427219.htm，2014 年 5 月 24 日访问。
3
比如曾经面临着资源枯竭、资源循环利用率低、污染物排放量大三重压力的贵阳已经建成中国首个循环经济生态城市。
http://news.qq.com/a/20050707/001444.htm，2014 年 4 月 30 日访问。
2

35

论知识产权与循环经济发展的耦合——以西部发展为例

此种形式的回收利用可能会涉及知识产权的商标、专利侵权纠纷 4；一种是材料级回收利用方式，即通过
高温熔铸等形式，使资源回复最初形态的再利用方式。不管是哪种形式的回收利用方式，目前西部的回
收利用率都不高，而且回收体系处于多元化的无序状态，主要是个体自发的市场化回收分类体系[7]。这
种现状的产生一是由于废弃物回收获利太小，人们意愿不高，以四川德阳为例，2013 年，德阳市交警部
门通报的数据显示德阳全市应当报废车辆数目超过 2.6 万辆，但全市 2 家有资质的正规报废汽车拆解企
业，仅回收拆解了 2000 余辆。5 二是回收利用技术有待发展。依据国家知识产权专利统计数据，生态保
护和环境治理业属于低密度专利产业，2008 至 2012 年仅有 2.29 件/万人。6 三是回收利用产业遭遇知识
产权障碍。在零件级回收利用中，部分废弃物完全可以直接或经过适当翻修更新后重新利用。在这种情
况下，如果原废弃物上有专利权或有商标标识，这种利用方式就会侵犯了原产品生产者的商标权和专利
权。

2.3. 工业化追赶趋势依然明显
2012 年西部地区三次产业的比例为 12.6：50.9：36.5，三次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分别为：第一产业
6.38%；第三产业 33.24%；第二产业 60.38%；总体来看，第一产业的比重仍较高，第三产业发展仍有限，
第二产业比重还在 50%以上，依靠工业化实现追赶的特征依然明显。7 工业化虽然对西部经济的发展起了
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产生的环境污染、资源消耗大等问题反过来也制约了西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西
部有步东部工业化发展道路之嫌。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
整产业结构是关键。产业结构调整不仅要求调整三次产业的比重，还强调根据各地区资源优势发挥相关
产业的促进作用。

2.4. 忽视消费环节的重要作用
循环经济是一个全局性的概念，不仅关注生产领域，对产品流通和终端消费方面也施以同等的注意。
可以说，消费领域是循环经济整个过程的最终端，通过终端消费者消费符合循环经济理念的产品，对循
环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导向和促进作用。但是西部循环经济的发展一直强调资源在生产部门的多次、
循环利用，包括三个层面：企业内部的物质循环——小循环、企业之间的物质循环——中循环、企业和
社会之间的物质循环——大循环，却忽略了消费过程的作用。西部现阶段体现了以实物消费为主的消费
观，注重当代人的消费体验忽视下一代人的消费需要，这种浪费的消费观刺激了生产，促使资源的消耗，
不利于循环经济的建设。近来发改委颁布的《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就把推广绿色消费模
式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倡导节约、绿色、循环的消费理念，鼓励购买标有环保产品标志
的产品，从国家的层面加大对消费的关注。
可见西部循环经济的发展受到了观念、技术、产业结构等因素影响，而知识产权对文化的发展、技
术的创造都体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利用知识产权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一是
推动观念、制度、科技创新，调整产业结构；二是普及循环经济理念、引导消费群体建立绿色消费意识。
2010 年在古城西安召开的西部大开发知识产权座谈会中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甘绍宁提出：“将加大对
于西部地区知识产权工作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整合资源，加大倾斜，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为
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知识产权方面的强有力支撑和服务。”8
4

比如日本的再生墨盒案。
参见“报废机动车市场：蛋糕虽大吃来不易”，http://roll.sohu.com/20140520/n399768118.shtml，2014 年 5 月 20 日访问。
6
《中国区域产业专利密集度统计报告 2013 年》http://www.sipo.gov.cn/tjxx/yjcg/zgqycyzlmjdtjbg.pdf，2014 年 6 月 1 日访问。
7
《中国西部发展报告(2013)》，http://www.china.com.cn/zhibo/2013-07/21/content_29427219.htm，2014 年 6 月 5 日访问。
8
《知识产权助力西部跨越式发展》，http://www.sipo.gov.cn/mtjj/2010/201008/t20100813 531221.html，2014 年 5 月 29 日访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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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知识产权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措施
3.1. 利用知识产权积极推进循环经济的建设
3.1.1. 利用版权机制提升发展循环经济的意识
循环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循环经济文化的建设，文化领域的繁荣与版权制度有着密切关系。西部地区
文化发展水平总体上比较低，因此应积极利用版权的法定许可、合理使用制度向西部地区传播循环经济
发展的文化，加强西部发展循环经济的思想认识；积极利用版权制度转译文化成果，开化民风。同时积
极提倡绿色消费观，倡导节约、理性的消费观念，从生产和消费环节全方面进行循环经济发展的教育。
思想认识的强化一是有利于调动全社会参与到循环经济建设中来，二是在废弃物回收利用的侵权判断中
提高一般消费者的注意程度，弱化废弃物回收中的知识产权障碍问题。
3.1.2. 利用专利制度促进循环技术的创新
循环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技术支撑，而专利制度可以有效的刺激技术创新的产生。西部地区专利技术
发展缓慢，创新程度不足，远不能满足循环经济对于技术的需求。具体来说，利用专利制度促进西部循
环经济的发展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第一，开通绿色专利申请的快速审查通道。目前韩国、美国、
日本等国家皆开通了对绿色专利申请的快速审查通道，此举大大缩短绿色专利的审查周期，加快绿色专
利的权利取得速度，促进绿色专利的转化与应用。第二，进行标准化生产。应当把符合循环经济发展规
划的专利纳入循环经济技术标准中，利用专利默示许可制度广泛推行，借助这一制度即可以使其他企业
利用专利解决资源高消耗问题，又可以使权利人获利。
第三，建立集群产业区专利池。循环经济的重要实践方式是建立工业生态园区，工业生态园区有三
种类型：行业化的工业生态园区、跨行业的工业生态园区和专业化的资源再生利用工业园区。产业集群
是生产链上的各厂家的区域集合，可以建立行业化的工业生态园区，增强行业的持续竞争优势。将产业
集群与生态园区结合，利用产业集群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利用生态园区促使资源循环利用。区域经济的
竞争力取决于该区域产业的比较优势，而产业集群经济是产业比较优势的重要载体。集群依靠无形规则
等软制度和近距离等方便条件，可以频繁接触、进行网络化的集体学习[8]，产业集群的这种知识供应链
和知识共享对于集群产业进行创新，推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相当重要。基于集群产业的契约机制建立专
利池，对知识创新进行保护，并约定知识的共享和使用方式，对于知识成果的转移、转化有激励作用，
并能维持创新者与产业集群的持续创新能力。因此，基于共享建立的专利池，可以推动循环经济高新技
术的发展。
3.1.3. 利用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西部不仅有丰富的矿产、能源资源，还有丰富的民俗文化和纯天然的自然条件。调整西部地区经济
发展的三次产业结构，除了要利用技术创新改变和提升传统行业外，还要积极利用知识产权其他制度来
充分挖掘地区民俗、自然风情发展第三产业，构建循环经济发展的合理产业结构。第一，发展西部文化
产业。西部地区有很多优秀的民歌、传说等文学资源，将这些优秀的文学资源转化成知识产权产品，利
用知识产权的许可使用和权利群发展文化产业链，刺激文化产业的繁荣，转变传统的资源依赖型产业结
构，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效益[9]。第二，注册地理标志。西部地区较为知名的地理标志产品有 300 多
种[10]，而截至 2011 年 12 月止，依据中国地理标志网公布的信息，西部地区取得地理标志注册的仅有
81 种，很多资源尚待开发。由于地理标志受特定的人文因素、自然因素影响，发展地理标志产品的产业
链可以推动企业维护西部地区的特殊地理条件，促进资源的长久持续利用。第三，开发传统知识。西部
地区有很多历史文化古迹、优秀的民族文化成果、特色的医药知识，虽然目前的国际法或国内法领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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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对传统知识的保护范式，但是开发利用传统知识，利用知识产权对其进行保存和介绍，比如对传统
宗教仪式描述的作品，不仅能带动西部地区传统知识开发产业的发展，调整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促进
循环经济的发展，还能保存传统知识的存在环境，促进无形财产领域的循环发展。
3.1.4. 利用商业标识制度指引消费者理性消费
循环经济贯穿生产、消费整个过程，忽视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建立健全的循环经济结构。因此在消费
领域要对消费者的消费观进行指引。商业标识的导向作用体现在特定的环境标志、证明商标、集体商标
具有某种文化、地理或心理特征，比如绿色食品标志、中国能效标识等，而当前吸引消费者注意从而使
商品在拥挤的市场购物中心脱颖而出的技巧是体现了或者赋予了商标的一种令消费者震惊或引导消费者
对抗一些事情的价值[11]。所以商标标志可以帮助终端消费者在具有不同环境影响的商品中作出选择，并
进而通过消费者的理性消费逆向诱导企业改变生产态度，避免企业以资本的逻辑进行营利活动，对于环
境保护关心不够。

3.2. 革除废弃物回收利用的知识产权障碍
废弃物回收利用是循环经济发展实践的一种重要方式，我国回收利用行业发展起步晚，产业发展还
不健全，大多数企业在回收的基础上擅自进行再生产和再销售 9，因此废弃物回收利用遭遇知识产权障碍
在我国比较明显。且经过翻修、革新后的再生产品通常都比原产品性能低，当其进入市场流通时，如果
缺乏产品回收信息的披露，很可能会对消费者的权益产生影响。因此可以从以下方面来打消遇到的知识
产权障碍问题。
3.2.1. 完善包含知识产权人在内的再制造生产者延伸责任机制
生产者延伸责任(EPR)是将生产者对其产品所负担的责任延伸到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12]，通过强制
性或鼓励性政策实现产品的环境负外部性效应内部化的过程，是生产者对自己的产品在生产、流通、回
收整个环节的一种对环境的责任。德国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生产者责任组织制度(DSD)。DSD 是一个提供
包装废物回收利用服务的公司，基本定位是代为履行 EPR，与项目中的所有参与者——生产者、销售者、
废物管理产业、地方政府公平合作。它接受企业的委托，组织收运者对企业的包装废弃物进行回收和分
类，然后分送到相应的资源再利用厂家进行循环利用，能直接回收的则送返制造商[13]。
生产者延伸责任规定了生产者对于自己生产的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义务；DSD 模式将生产者、回收
利用公司纳入谈判整个过程，由生产者与回收利用公司签订合同对废弃的包装物进行处理，生产者加入
DSD 自由，并且从一开始就明确知道整个包装废物的循环利用过程，把知识产权侵权问题消于无形。我
国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已于 2009 年施行，其第 15 条已经建立了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规定“生产列
入强制回收名录的产品或者包装物的企业，必须对废弃的产品或者包装物负责回收”，或者委托第三方
回收利用。在西部循环经济发展中，可以借鉴德国的 DSD 委托运行模式，引导专利产品生产者与回收利
用公司就专利产品的回收利用签订专利许可合同，专利权人提供权利使用的正当性基础和技术支持，回
收利用公司支付许可费。专利授权许可费用不仅保障了专利权利人即制造商的权益，而且还实现了与专
利相关的供应链成员能有效地分享供应链利润[14]。不仅不会损害废弃物回收利用行业的发展，相反有权
利人的技术支撑，回收利用企业能更好的的进行技术创新，促进产品的循环利用。
3.2.2. 在商标法中引入“说明真实情况”原则
在废弃物回收利用中，对于能直接进行利用或者经过翻修后再利用的商品，国外依据生产者延伸责
9

如果原产品有专利权，对产品的翻修、革新就会涉及到专利产品的制造问题，进而产生侵权；而对回收产品商标标识的移除或替
换，则涉及商标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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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通常是由原产家进行，而我国很多企业是自行回收，自行翻修后再擅自销售，原产家通常都不知情。
因此经过回收再制造后的废弃物的二次销售，在我国就涉及了两个生产者。再制造生产者通常会把附着
的原产品的商标标识消除贴上自己的商标标示或者在原商标的基础上贴上自己的商标，或者是在无商标
标示的情形下销售，在这些情况下由于切断了商品与原生产者的联系，通常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使消
费者对生产者产生混淆，这样就涉及商标侵权问题。在美国，通常适用“说明真实情况”原则来判定商
标侵权，即只要他人对于商标的使用没有欺骗公众，商标所有人就无权加以禁止[15]。因此修理后的产品
要附加适当标志说明产品的修理情况。但是如果涉及到再制造问题商标侵权判断就不受此限——即如果
经销商对商品进行了“实质性改变”，那么商品本身就不再是原来的真品[16]，此时即使说明真实情况也
不能避免侵权。
因此，参照此规则，西部地区的回收利用企业在回收利用时，需要定位自己的运行方针，如果涉及
到再制造问题，应同原产家取得商标使用许可，并在再制造产品上“说明真实情况”，比如取得注册的
循环商品证明商标。商标使用许可可以消除回收利用的知识产权障碍，说明真实情况保护消费者的知情
权，促进理性消费。

4. 结语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知识产权与循环经济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充分利用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来发展循环经济，并在此过程中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本身，可谓理论联系实
际的典范，收到的也将是知识产权理论创新和西部循环经济发展的双丰收，因此可谓“一石二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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