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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保护中的利益平衡
秦天宝
（ 武汉大学 环境法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2）
要：由于传统知识保护问题的国际讨论在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通过国内立法保护本国
利益是各国目前的最佳选择。我国现有立法对传统知识的保护远远不够 ，而其中对生物资源相关传统
摘

知识的保护尤为紧迫。国际社会提出并实践了知识产权、事先知情同意、信息披露等一系列制度，在这
些制度设计当中，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利用者利益与持有者利益之间 、持有者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以
及持有者内部利益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冲突，它们都需要利用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则来调和，采取放松
程序限制、限定保护对象范围、设置强制许可制度等措施，多管齐下，力求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保护立
法能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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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广博的自然物质基础浸润了五千年的悠久历史 ，留给我们很多宝贵的传统知识，西方社会以各
种途径带走我们的生物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传统知识 ，简单改造之后，获得专利制度的保护，给我们的
科学研究、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带来阻碍。1980 年日本以我国 210 个古汉方为基础开发医疗用药，刺
1994 年在其国内的销售额达到 1500 亿日元。 其中，仿我国“六
激了日本“汉方制剂”工业的迅速发展，
［1］
神丸”而开发的“救心丸”的年销售额已超过 1 亿美元 。
在“死藤水案”①等一系列“生物海盗 ”案件之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丰富的国家

开始了艰难的维权之路。但在要不要保护及怎样保护传统知识的问题上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是冲突的，这也是国际社会至今未形成具有约束力的保护传统知识的国际文件的根本原因 。 我国制
定了《中药品种保护条例》、《中医药条例》等一批法律法规。 但这些法律文件都存在效力等级低，保护
措施多是行政保护，保护范围小等问题。因此，应尽快制定新的系统全面保护传统知识的法律法规 。本
文仅在保护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问题上展开论述 。
对于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 ，不论是利用知识产权制度还是《生物多样性公约 》（ 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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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死藤水是一种有着许多医药和宗教用途的植物死藤的树皮制造的祭祀饮料。该植物是亚马孙河流域许多土著人眼里的神圣植

物。1986 年 6 月，美国科学家劳伦·米勒获得了一项美国植物专利，该专利授予他对所谓的死藤品种（ 他称之为“达藤”） 享有独占权。
米勒声称达藤代表一种与死藤不同的新品种，因为花的颜色不同。代表当地 400 多个社区的自治组织 COICA 于 1994 年获悉该专利后，
邀请国际环境法中心代表他们对该专利提出了异议。国际环境法中心提交了详尽的在先技术证据，美国专利局于 1999 年 11 月撤销了
该专利。然而，专利权人的进一步申辩说服了美国专利局改变了其立场，在 2001 年初宣布该专利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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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D”） 中的事先知情同意、专利申请的信息披露等制度，其核心与实质无非是直接或间接地赋予生物
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持有者对传统知识的垄断地位 。在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中，对于这些处于
垄断地位的持有者的权利，是不是要给予必要的限制呢？ 或许对这些制度的限制能够使传统知识保护
的谈判能够有所进展，使这一主题回归理性和共赢。
一、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保护概述
（ 一） 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概念
CBD 中对传统知识的描述是“土著和地方社区体现传统生活方式而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
用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实践”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 以下简称“WIPO”） 中的传统知识则是指“基于传
统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 表演； 发明； 科学发现； 外观设计； 标记、名称和符号； 未公开信息； 和所有其
［2］

他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内产生的基于传统的发明和创造 ” ，“基于传统”指“知识系统、创造、
创新和文化表达一般地从一代传向下一代 ，通常被认为与特别的民族和地域有关 ，并随着环境变化而经
［3］
常地演化” 。

从界定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角度出发 ，CBD 的传统知识概念更合适，本文生物资源相关传统
知识指的是，体现传统生活方式而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相关的代代相传的知识 、创新和实
践。
由于传统知识通常具有集体性，某一区域的人们可能都掌握或知晓该传统知识存在，因此，生物资
源相关传统知识的权利主体应该是其发源地的集体组织 ，对于那些已经找不到发源地而由个人保有的 ，
则可以由该个人享有。本文统称他们为传统知识持有者 。
（ 二） 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保护的概况
1. 国际社会的努力
最早就此问题作出规定的是 CBD，其第 8 条 （ j） 款指出： “依照国家立法，尊重、保存和维持土著和
地方社区体现传统生活方式而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 、创新和实践并促进其广泛
应用，由此等知识、创新和实践的拥有者认可和参与下并鼓励公平地分享因利用此等知识 、创新和实践
而获得的惠益。”此条规定没有直接要求传统知识利用者承担与传统知识持有者分享惠益的义务 ，只是
鼓励这样的惠益分享，并将最终权力交给了“国家立法”。
2000 年 5 月通过的 CBD 第五次缔约国大会第 5 /16 号决议第一次明确地将“事先知情同意 ”概念
适用于传统知识： “获取土著和当地社区的传统知识、创新与实践必须获得这些知识、创新与实践持有
［4］

者的事先知情同意或事先知情认可 。”
CBD 之后成立了“关于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8 条 （ j） 款和相关条款的不限成员名额休会期间特设工
作组”，其任务是制定实施第 8 条（ j） 款和相关条款的工作计划，以及对该条款所涵盖的主题事项的法
［5］

律或其他合适形式的保护提出建议
护形成专门的决议或议定书。

。虽然该工作组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是仍然没有就传统知识的保

WIPO 首先在 1998 年成立了“知识产权与传统知识事实调查团 ”对南亚、南太平洋、阿拉伯国家、东
［6］
南非、西非、美洲等 28 个国家的传统知识情况进行了调查 。接着在 2000 年组织成立了“知识产权和
传统知识、遗传资源及民间文艺政府间委员会 （ IGC） ”，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难以就传统
知识保护达成一致，政府间委员会的努力至今没有什么实质性结果 。
在世界贸易组织内，关于传统知识的争论焦点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 27 条第 3 款 （ b）
项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协调问题，发展中国家通过修改此项规定来保护传统知识的努力至今没有实
现的希望。
世界粮农组织（ 以下简称“FAO”） 在 2001 年通过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第三部分
①

参见《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8 条第（ j） 款。

113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2 年第 1 期

规定了农民权，其中的 9． 2（ a） 要求“保护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 ”。另外，国际劳
工组织 1989 年《第 169 号公约》、《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21 世纪议程》和《联合国土著人权利
宣言（ 草案） 》都有传统知识保护的相关规定，但都是点到即止，不具有操作性。
2. 各国的法律与实践
CBD 秘书处的报告表明，目前各国在国内法中采取的保护传统知识的措施主要包括知识产权制
度、特殊法律制度、事先知情同意原则、法定合同制度等其他形式的法律保护 、承认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习
［7］
惯法、英美法系国家适用普通法原则以及其他与传统知识有关的非知识产权国家法律等措施 。
在这里，重点介绍几项被生物资源丰富国家普遍接受的制度 ，将这些制度直接适用于传统知识领域
的国家主要是秘鲁、印度等。
（ 1） 专门权利制度： 秘鲁首先建立了土著人集体知识的专门 （ sui generis） 权利制度。专门权利的实
质是承认传统知识的持有者对其所掌握的传统知识拥有类似于所有权的权利 ，这种权利具有排他性，也
具有类似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能，当然收益和处分权能可能由于公共利益和出于保护
传统知识本身的需要而受到一定的限制 。另外，应该强调的是，这种专门权利通常被认为是先验的、不
［8］
可剥夺的和集体的 。
（ 2） 登记制度： 指通过登记册或者数据库等形式对土著和当地社区的传统知识进行系统的收集 、整
［9］

理、记录和注册

。登记制度并非对传统知识的权利确认 ，而仅仅是一种信息记载，没有登记其中的传

统知识持有者仍然对其传统知识享有权利 。
（ 3） 事先知情同意制度：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为，事先知情同意可以表述为： “（ 1） 提供遗传资源的
缔约国的同意（ 一种赞同的表示） ； （ 2） 基于遗传资源潜在用户提供的有关信息 ； （ 3） 在准许同意获得之
［10］

前。” 在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领域 ，事先知情同意的基本原理是： 供应遗传资源的国家及其实际
提供者享有对被申请获取的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所有权或控制权 ，获取申请者必须在尊重此项
权利的基础上向国家和利益相关者提供关于拟开展的生物开发活动的全面信息 ，以减少甚至避免两者
之间的信息失衡； 提供遗传资源的国家和利益相关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与获取申请者达成获取与惠
［11］

益分享安排，将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交易的公平性
知识保护中的事先知情同意规则 。

。这样的总结基本上也适用于生物资源相关传统

（ 4） 信息披露制度： 指生物开发者在就利用了土著与当地社区传统知识的智力创新申请知识产权
之前，必须向知识产权主管部门披露该传统知识的来源和原产国 ，并提交关于获得该传统知识的事先知
［12］
情同意的证明 。这项制度的目的在于抵制传统知识被盗用或简单改造后不当申请知识产权 。 很显
然，它要与事先知情同意制度捆绑适用 。

（ 5） 法定合同制度： 指生物开发者在获取和利用土著和当地社区的传统知识时 ，必须在遵循事先知
［13］
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的基础上，与社区就传统知识利用的条件和惠益分享达成合同式安排 。 但是
这种制度的适用要注意的是，由于交易双方在技术实力、信息资源、社会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处于不平
等地位，因此纯粹形式上的自由交易将会带来实质的不公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传统知识所在国家的
政府应该在某些交易环节适当介入 。
（ 6） 知识产权制度： 知识产权制度中可以用来直接或间接保护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制度主要包括
专利、植物育种者权、商业秘密、商标、地理标志等。
以上这些制度都是传统知识保护的重要途径 ，它们当然也适用于与生物资源相关的这部分传统知
识。
目前我国还没有系统的保护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 ，现有的可利用的途径主要包括： （ 1） 知
识产权制度。（ 2） 某一领域的专门规定： 在某一领域内作出专门规定最典型的是医药领域，主要包括
1993 年《中药品种保护条例》、《中医药专利管理办法（ 试行） 》、《中医药条例》等。
可以看出，不论是国际努力还是各国国内立法 ，都试图或已经赋予传统知识持有者对传统知识的专
有权利，使其处于对传统知识的合法的垄断性的地位 ，这其中当然包括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 因此，
我们的思维需要走得再远一点，考虑这种垄断中的利益平衡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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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保护中利益平衡的原理
［14］
“法的主要作用之一是调整相互冲突的利益 。”
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 “在对待传统知识保护时，

政策制定者们必须谨慎地在利用专门权利保护传统知识的可期望利益和因限制该知识的使用而必须支
［15］
付的代价二者之间找到平衡。”
（ 一） 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保护中利益平衡的必要性
传统知识丰富国家推出的保护制度显然是要求利用者与持有者进行公平交易 。现在有强制效力的
法律依据都是各国的国内法而非国际法 ，各国的传统知识立法的首要目的和任务当然是保护本国国家
及具体的传统知识持有者的利益 ，这样一来，这些立法事实上就成为卖方的单方立法，难免使原先向利
用者倾斜的天平转而过度倾向持有者 。
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交易通常关乎公共利益 ，其中最重要的两部分是传统医药知识和传统农
业知识，前者关系到公共卫生利益，后者关系到一国的粮食安全和公众的生存 。有时持有者的利益会与
公共利益产生冲突，赋予持有者过于僵硬和绝对的权利对公共利益将是有害的 。
掌握传统知识的主体可能是一个村落或几个村落甚至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 ，也有可能由村落的某
些个人代表整个集体来传承，这些拥有相同或相似的传统知识的持有者从利用者那里获得利益总量将
是一定的，因此在它们之间的利益分配也使得他们之间有时会存在利益冲突 。
综上，在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开发利用过程中 ，传统知识的持有者（ 卖方 ） 的利益与利用者 （ 买
方） 的利益之间、持有者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和持有者内部各方的利益之间都存在着冲突 ，在研究和立
法工作中需要给予充分的重视，采取相应的平衡措施。
（ 二） 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保护中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则
从拉伦兹《法学方法论》的一段经典论述中，我们可以提炼出利益平衡的三个原则，即价值位阶原
［16］

则、比例原则、最小损害原则
1. 价值位阶原则

。

在价值体系中多种多样的价值并非都处于同等重要的水平 ，什么样的价值比其他价值更重要是很
主观的论题，我们只能遵循对价值重要性等级的社会主流观点 。一般来说，人的生命、健康及自由比财
产等其他价值具有更优先的地位 ，公共利益比私人利益具有相对优先的地位 。
2. 比例原则
“所谓比例性原则，又称狭义比例原则，是指措施所造成的伤害不得与其所欲达成的结果不成比
例。比例原则的核心在于通过目的与手段间的考量 ，兼顾国家、社会及公共利益，同时又不妨害第三人
［17］

权利，确保基本人权的实现。”
3. 最小损害原则

最小损害原则即上文拉伦兹所言： “为保护某种较为优越的价值，须侵及一种法益时，不得逾达此
［18］
目的所必要的程度。” 也就是，次级价值的牺牲只能在保护优先级价值所需要的必要范围内，超过此
必要范围，就是不恰当的牺牲。
在解决不同情况下的价值冲突时 ，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需要接受正义观念的指引，对作出了
牺牲的次级利益应当给予补偿。从效率的角度出发，最终的结果也应该能使社会总体利益得到最大实
现。
三、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保护中应予平衡的三组利益关系
（ 一） 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利用者利益与持有者利益之间的平衡
1. 潜在的利益冲突
从生物海盗时代到现在，传统知识的利用者都不想为此付出代价或者想付出尽量少的代价获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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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多的收益。由于以往的教训和在技术及经济上的弱势地位 ，传统知识丰富国家很容易倾向制定过于
严格的开发利用条件。
因此，这场交易双方的利益冲突是显而易见的 。在对遗传资源相关保护制度的研究中 ，已经有学者
注意到这一点： 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基本原理以及《公约》规定的义务性质决定了它只强调对遗传资源
获取申请者的管制，而可能忽视对其他利益的考虑。 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从外部对其施加一定的约
束，就无法实现《公约》所追求的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基本交易关系，而各国也会因为过分强调获取管制
［19］
而丧失某些公平合理分享相关惠益的机会 。CBD 也有此担心，其中第 15 条第 2 款规定，每一缔约国
应致力于创造条件，便利其他缔约国取得遗传资源用于无害环境的用途 ，不对这种取得施加违背本公约
［20］

目标的限制

。虽然这里讲的都是遗传资源保护中的问题 ，但是由于其讨论的制度同样适用于生物资

源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因此应用它们保护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将面临同样的困扰 。
2. 利益平衡的机制
在众多保护制度中对传统知识的开发利用最具有实质性限制意义的是事先知情同意制度 。其中可
以设置持有者的事先知情同意，也可以设置政府的事先知情同意 ，或者两者兼具。如果政府在这个过程
中设置了过于严格的审查和批准程序或者条件 ，将使开发利用者望而却步。 事实上印度等国的相关制
度就是政府管制主导型的。
因此，平衡各方利益，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 ：
首先，政府管制不宜过多或过于严格，只在涉及公共利益事项时才介入。 同时在持有者由于技术、
信息等原因在谈判中处于弱势时 ，政府应该给予适当的援助。法律规定的条件限制或者政府对开发利
用的条件限制不宜过多，不应有不合理的规定。
其次，尽量简化程序。一些国家在实践中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采取了一些制衡措施，如事先知情同
意程序应当具有确定性和清晰性 ，应有助于降低对遗传资源获取申请者的负担 ，对遗传资源获取的限制
［21］

应当具有透明度和服务于合理的目的 ，并具有充分法律依据等等
率，也使开发利用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

。 这样不仅仅有利于提高办事效

再次，政府应该尽量提供交易便利。例如制定合同范本、提供对传统知识的技术评定服务等，这样
既有益于保护处于弱势的持有者的利益 ，也能提高交易的效率，吸引有开发能力的主体加入开发的队
伍。
总之，保护传统知识持有者的利益与促进传统知识相关贸易不矛盾 ，而是相辅相成的。但在目前广
大持有者仍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 ，利用者利益与持有者利益的冲突中 ，持有者一方让步的空间还是有
限的。
（ 二） 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持有者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与其现代对应物相比，传统生活方式及其要素因为在社会中流传时间更长 、传播范围也可能更广，
［22］
因而与现代生活的密切程度可能更高 ，对它们的不恰当保护也更有可能侵害到社会公共利益 。 虽然
通常情况下，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持有者人数众多 ，是某一个或几个集体的利益，但从本质上来说，相

对于公共利益，持有者的利益仍属于私有利益，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 。
1. 潜在的利益冲突
目前提出的可能的保护机制直接目的在于安排持有者与利用者间的利益 ，维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持
有者的权益，而很少考虑到公共利益。
（ 1） 公共利益概述：
“庞德把利益分为三大类： 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 公共利益指国家作为法人的人格
利益与物质利益以及国家作为社会利益捍卫者的利益 。社会利益则是指，包含在文明社会中并基于这
［23］
种生活的地位而提出的各种要求 、需要或愿望。” 但这里所说的公共利益 （ 除了国家作为法人的人格
利益和物质利益） 和社会利益在我们的语境下基本上都属于公共利益 。
德国学者洛厚德将公共利益称为公益，“公益是一个相关空间内关系人数的大多数人的利益 ，换言
之，这个地域空间就是以地区为划分，且多以国家之 （ 政治、行政 ） 组织为单位。 所以，地区内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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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人的利益，就足以形成公益” 。
概括以上观点，公共利益应该具备以下特征： ①一致性。一致性强调公共利益的相关主体的利益追

求方向一致，利益内容一致，相互之间没有冲突。②整体性。整体性强调公共利益不是零散的局部各自
的利益，也不是简单的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叠加 ，而是整体中各个个体的利益整合 。③主体为不特定
的多数人。公共利益不具有专有性和排他性 ，任意主体，只要有相同的需要，都可以是公共利益的享有
者。
当我们不太确定一种利益是否是公共利益时 ，就应该有一种机制从程序上来解决实体问题 ，以实现
至少是形式上的正义。
首先，公共利益的界定主体应当是相关的社会公众 ，包括支持者、反对者及中立者，经过他们充分的
交流后决定此项利益是否是公共利益及意欲实施的行为是否关乎公共利益 。
其次，公共利益的界定应该有特定的程序 ，可以是听证制度，也可以是通过网络或者实地的民意调
查，在社会组织更加成熟的情况下，这种民意调查最好由专业调查公司来执行。 最终，相关权力部门应
将调查结果及最后决定充分公布 ，以接受社会的监督。
（ 2） 可能的保护机制：
根据上文，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持有者拥有决定是否同意申请者获取并使用该传统知识的权利
及分享因利用该传统知识而获得的利益的权利 ； 合同式安排是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所主张的模式 ，发展
中国家一般不太认可。更好的方式是将合同方式与事先知情同意和信息披露制度相结合 ； 上文列举的
可以用于保护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制度都是赋予权利人对知识的垄断性权利 ； 特殊法律
制度实质上也是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借鉴及上述事先知情同意和信息披露制度的结合 。
总之，以上所述的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保护机制的相同之处是 ，持有者有权决定是否准许持有者
以外的主体获得并利用传统知识 ，继而有权要求利用者对其保有的传统知识支付对价 ，即开发传统知识
后的利益分享。不论是否通过法律直接承认，这些制度本质上都是赋予传统知识持有者对其保有的传
统知识的垄断性财产权。如果不对其施以一定的限制，则其很有可能使相关的公共利益受到一定的损
害。
（ 3） 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持有者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情形 ：
A． 对于公共领域知识的使用
如果一国国内普通公众通过寻常途径不难获得 ，则该传统知识属于公共领域知识。 生物资源相关
传统知识很多已经进入公共领域 ，成为公共领域知识，对这些传统知识进行保护将限制公众的正常生
活，整个社会的秩序和效益都会受到损害 。因此，对公共领域的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不应该授予专有
性权利。
这些传统知识符合在先技术的实质 ，在形式上进行加工并文献化，便可通过在先技术阻止其利用者
进行非实质性改造后申请专利。
B． 关于公共卫生的需要
公共卫生毫无疑问属于公共利益 。要很好地解决公共卫生问题，传统医药是宝贵的资源库。 中国
传统中医药、蒙医药、藏医药、苗族医药等，泰国的传统医药，印度的草医药等对于公共卫生都具有极其
重要的意义。
然而持有者的专有权将阻碍公众获得相关的救治 ，或者由于费用的高昂而只能使少数拥有较多财
富的人获得救治。因此，需要给这些权利施加一定的限制 。
C． 关于农业生产的需要
粮食生产关系国家安全、稳定和人民生计。在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中，有的是关于农业种植方面
的，如果让持有者对其传统知识拥有专有权 ，势必阻碍它们的传播和推广，因为广大农民并不能承受因
此而带来的高成本。最终将遏制国家粮食生产技术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 因此，对生物资源相关传
统知识中与农业生产相关部分的保护应该慎重 。
D． 关于传统知识的保存与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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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是文化多样性的一部分 ，是祖先关于如何保护和利用生物资源的经验积累 ，
一般都带有很强的技术性，能够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案 。因此，保护这样的传统知识关系文化
多样性的保存和社会的实质利益 。
很多时候，保护持有者利益与保护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本身是一致的 ，但我们可能会走偏，为了
尽量给持有者争取物质利益而伤害到传统知识本身 。
WIPO 曾经根据学者就赋予持有者以传统知识上的财产权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做了归纳 ，在采取
［25］
设立排他性权利对传统知识进行保护时 ，不得 ：
———限制传统知识在原住民团体内传统意义上的传播 ；

———有损于对传统知识精神上的分享和进行集体的管理 ；
———分裂传统知识的体系或者损害其总体特征 ；
———在相似或者相同传统知识持有者间制造矛盾 ；
———有损传统知识在习惯上、仪式上、宗教上的或者神圣的价值；
———导致传统知识持有者对传统知识产生不当的使用倾向 （ 例如： 终止对传统知识的研究和发展，
为追求商业利益而歪曲传统） 。
可以看出，上面提出的注意事项中多数是针对有损传统知识本身的行为 ，这些也是我们应该在立法
中予以考虑的问题。
E． 关于环境与资源保护
生物资源具有巨大的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 ，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对保护环境与资源意义重大 ，关
于这一类传统知识的保护不能采取简单的赋予专有权的形式来进行 ，否则不仅仅会因为它们一般不具
有商业价值而不能带来物质利益 ，而且会阻碍该传统知识的传播，从而不利于环境与资源的保护。
而有些传统知识利用资源的方式可能会对环境与资源造成破坏 ，例如，用虎骨来治病，这样的传统
知识也不得纳入保护范围。
F． 关于社会的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抽象意义上的公共利益 ，对传统知识的专有权保护会对其造成阻碍。
首先，如果授予持有者对于一切活动包括科学研究和科学实验所需的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垄断权 ，
那么很多技术研究活动将很难开展 。其次，对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应该有期限。 传统知识本
身是其创造者在日常生活中日积月累的结果 ，它的变化不会日新月异，不必因为它会变化而不设定保护
期限。如果有重大技术革新，对这些新技术可以通过知识产权制度予以保护 。另外，生物资源相关传统
知识在技术领域越来越重要，无限期的专有权将使社会成本大大增加 ，因此，应该使传统知识在保护期
结束后进入公共领域，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发展。
G． 关于国家利益
这里国家利益特指国家作为社会利益捍卫者的利益 。当外国主体根据我们的传统知识获得技术成
果后申请专利，将对我国的技术发展和经济利益造成很大影响 ，此时的国家利益就是公共利益。
为了保护这种国家利益，应当对持有者完全自决的专有权进行一定的限制 。 涉及向境外许可生物
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时，由国家采取一定的程序进行审查是必要的 。毕竟，现在的国际社会依然是国家与
国家之间的竞争，而不同国家拥有的传统知识资源和生物资源的数量是相差甚远的 ，主张资源共有和共
享对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是不公平的 。
2. 利益平衡的机制
（ 1） 保护对象的范围： 如果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制度采取赋予持有者专有财产权的形式 ，
则至少应该排除以下两类： ①处于公共领域的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 。如上文所述，对公共领域生物资
源相关传统知识提供专有权保护将给公众的生活带来很大不便 ，社会成本加大，因此，应该避免在公共
领域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上设置专有性财产权利 。基于这些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技术价值，应
该对它们进行收集，建立数据库，使它们符合在先技术标准，以防被不当申请专利，尤其针对境外主体的
盗用。而从文化价值出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保护处于公共领域的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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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条思路。②与环境和资源保护相关的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 。对保护环境和资源有利的那一部
分，它们的内容商业化利用的可能性不强 ，没必要采取前文所述的授予专有权的方式予以保护，这类传
统知识也可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保护 。对于那些对环境和资源保护不利的传统知识，则要拒绝对
其提供保护。
（ 2） 不受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持有者的专有权约束的行为 ： 在某些情况下，对这些传统知识的善
意使用并不违反公平和正义的要求 ，甚至对其有利。这样的行为应该得到持有者专有权的豁免。 主要
包括： 农民因为供自己家庭生活的需要利用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进行农业生产 ； 纯粹的、非商业目的
的、推进社会技术进步的科学研究。
当然，可以要求政府或者使用机构给予这些持有者一定的经济补偿 ，或者以相对优惠的代价使用该
传统知识。
（ 3） 强制许可制度： 强制许可制度主要是针对公共卫生及其他一些重大公共利益的需要提出的平
衡措施。公共卫生对传统医药知识的需要要求其持有者不能在公众的生命和健康面前仍然只顾一己私
利。在 WIPO － IGC 起草的《传统知识保护的政策目标及核心原则 （ 草案） 》中实体专门原则部分第八条
例外和限制： “1. 对传统知识保护的应用和实施不得对以下有负面影响 ： ……（ 2） 对于传统知识为家庭
目的的使用，在政府医院的使用———特别是由属于该类医院的传统知识持有人使用 ，或为其他公共健康
［26］
目的的使用……” 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应该有权力对持有者的专有权利施加适当的限制。《专利法 》
中的强制许可制度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较为完善的可供借鉴的方案 。对于被强制许可的生物资源
相关传统知识，给予其持有者合理的使用费。
（ 4） 保护期限： 对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进行无限期保护除了上文所述社会技术进步的需要外 ，还
有以下原因：
第一，对传统知识提供无限期保护不免有对传统知识过度保护从而妨碍其自身的保存及可持续发
展的嫌疑。“如果我们真心要保护传统知识能够延续与发展，最好的方式应当是鼓励世人多加利用。
［27］

阻碍世人使用传统知识，难道不是在伤害传统知识？”
第二，无限期的专有权不可行。在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被不断开发后，掌握它的人会越来越多，
在很多人掌握了该知识但需要付出代价才能合法使用它时 ，很容易造成违法主体的普遍化，无限期保护
最后只会是一纸空文。
第三，从公平角度讲，虽然传统知识持有者为该传统知识的产生和保存付出了代价 ，但也从这些传
统知识自身获得实质的益处，给予无限期垄断性的保护与其付出不成比例 ，不符合法律意义上的公平，
过度的保护也容易使他们对传统知识产生依赖性 。
当然，应该对传统知识上不同性质的权利予以区分 ，对其中的财产性权利设置保护期限，期限届满
后可以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加以保护 ，非财产性权利可以无限期保护。
（ 5） 行政审查监督程序： 在前文对事先知情同意制度的介绍中提到 ，申请者不仅仅要征得持有者的
同意，也要获得该传统知识所有国同意 ，这一国家权力通常由政府代表行使 。
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持有者大多在知识水平上不足 、信息来源不广，与利用者合作开发该传统知
识过程中不一定能准确把握怎样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怎样才不至于对该传统知识的保存和可
持续利用造成妨害，或者这样的开发活动会不会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 。因此，在利用者提出申请阶段赋
予政府同意权是必要的，事后的开发活动中，政府仍然要继续履行监督职责。
政府部门要审查和监督的内容除了向境外主体提供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行为外 ，还有持有者
与利用者间的合同是否公平、合理、合法，以及会不会造成对该传统知识的伤害 。
（ 6） 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持有者的知情权与决策参与权 ： 负有维护公共利益职责的主要是政府。
在平衡持有者利益与公共利益这一话题下 ，政府的这一职责使其与持有者间的关系更加复杂。 为了不
使政府的不当决策或行为侵害持有者的权益 ，应当赋予持有者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他们提出申请或
者政府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举行听证会 ； 持有者对政府行为有提出质疑的权利 ，政府必须公开答复。
另外，保护持有者的利益应该强调持有者自身的主体地位 ，不能把他们像儿童或者熊猫一样当成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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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保护，一味施舍或过分包办。对持有者中的年轻人进行培训，提高他们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法律法规
的了解，增强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
（ 三） 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持有者内部的利益平衡
传统知识的持有者通常是掌握传统知识的一个或多个村落 、个人。面对传统知识利用者，他们是处
于同一战线的，而在内部，他们之间存在利益分配问题，分配不合理也会导致利益冲突，不过这种冲突是
内部的、更加缓和。
1. 潜在的利益冲突
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一个集体里对某项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传承是由某些个人承担的 ，其
他人并不一定有深入的了解。即使集体里的很多人都掌握了一项传统知识 ，但每个人掌握的程度不一
样，有的人技术更胜一筹。 正如有的学者所提出的，传统知识的分布是不连续的，存在社 会 分 化 现
［28］
象 。那么在开发利用中，这些个人的贡献更突出，甚至只有这些个人做出了贡献。 那么从利用者那
里获得的利益该怎么分配？ 属于集体还是这些个人？
另一方面，由于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是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当地群众因为生活需要而摸索出来
的，一定范围内具有公开性，掌握该传统知识的人群可能不止一个 ，他们掌握的内容还有可能不太一样 。
例如，灯盏花是一种民间常用药用植物 ，根据文献记载，用灯盏花治病的有苗、壮、藏、彝、白、纳西、阿昌、
［29］

德昂等民族。不同民族对灯盏花的药用各有特色
统知识并支付代价，其他群体是否可以分享？

。当开发利用者与一个群体达成协议 ，获得相关传

2. 利益平衡的机制
对于集体内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 ，如果确实是某一个家族创造并在家族内部相传的遗产 ，
则应该肯定该家族对该传统知识的专有权 ，如果该传统知识是该地区祖先创造并在该地区具有相对公
开性，只是由特别的个人负责传承，或者某些个人掌握的技术更精深，则应该认定该传统知识属于集体
所有，但可以考虑因该个人的特殊贡献而给予特殊待遇 ，如将他们定为该传统知识的传承人并给予物质
上的褒奖。所以，“虽然每一个传统部族都有其传统知识权利归属的复杂规则 ，且并不排除个人所享有
［30］
的私人权利； 但总体来看，群体所有权是其基本原则，并处于核心地位” 。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作为群
［31］
体性权利的客体，传统知识不仅与个人有关，而且与家庭、氏族、部落和社区相连 。
当几个群体拥有相同或相近的传统知识时，则可考虑建立一个代表所有相关群体的第三方组织

（ 公益性或半营利性） ，或者指定特定的政府部门，又或者由这些群体自己组织一个机构来集中与利用
者展开谈判工作。因为对于他们所掌握的传统知识的开发应该让所有相关群体受益 ，而不是其中的一
部分。由唯一的主体代表他们进行谈判 ，之后再在他们之间进行利益分配 ，这种方案既符合公平原则也
满足效率的要求，同时可以避免几个拥有相同或相近传统知识的群体之间展开无序竞争而损害自身利
益。至于上述三个方案哪个更优，则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和检验。
四、结语
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是传统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传统知识上的
利益针锋相对，因此难以达成实质性的一致意见 ，拥有丰富传统知识的国家纷纷展开国内立法，保护自
己的权益。对于符合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标准的采用知识产权制度予以保护 ，对于不符合此类标准
的，则借鉴并细化 CBD 中提出的事先知情同意及后来发展的信息披露等制度，以及一些国家实行的法
定合同制度、登记制度等手段，或者建立专门制度予以保护。我国虽然已经利用知识产权制度和一些专
门领域的法律法规展开了对可能范围内的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 ，但对于更广泛的生物资源相
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仍然需要建立新的法律制度 。
依据国际上的经验和国内研究得出的保护方案中需要考虑利用者与持有者间的利益平衡 、这种垄
断性权利与公共利益间的平衡以及持有者内部的利益平衡问题 。利益平衡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即价
值位阶原则、比例原则和最小损害原则，同时要牢记平衡的最终目标，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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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利用者利益与持有者利益的平衡在目前情况下传统知识所有国只能
在管制力度、程序的简洁性和政府的服务性等问题上尽量柔和化 。
持有者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首先要理清公共利益都应该具备一致性 、整体性和主体为不特定多
数人的特征。而确定一个合适的公共利益的认定主体及认定程序将有助于在形式上确保公共利益不被
权力部门作为侵害权利的幌子。可能涉及持有者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问题主要有对于公共领域知
识的使用、公共卫生、农业生产、传统知识的保存与可持续利用、环境与资源保护、社会的技术进步和在
向境外提供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时的国家利益七个方面 。针对这七个方面的平衡措施有： 对保护对
象中一些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排除 、确定一些行为不受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持有者的专有权约
束、实施强制许可、规定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期限 、设置行政审查监督程序、保障生物资源相关
传统知识持有者的知情权与决策参与权 。
而持有者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也涉及利益平衡的艺术 ，这个问题也是通过程序问题来解决 ，组成第
三方组织或政府机构或群体自治组织代表群体进行谈判 ，然后进行利益分配，对于其中有特殊贡献的个
人可以给予更多的关照。
利益平衡是法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 ，传统知识的保护是一个仍未产生定论的新课题 ，其中
的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则更是少有人专门研究 。本文讨论以上问题的目的不在于提出绝对有
效的利益平衡机制，目的在于希望能使传统知识保护立法尤其是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保护立法中立
法者和研究者们关注其中的利益平衡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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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est Balance in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Related to Biological Resources
Qin Tianbao
（ Research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Law，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
Abstract： In the short run，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any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the international debate on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as a result，it turns out to be the best choice for different countries to
protect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through domestic legislation． China’s current legislation on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is far from enough，and it is of great urgency to protect traditional knowledge related to biological resourc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raised and put into practice a series of systems concerned，such
as the syst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the system of prior informed consent，and the system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designing these systems，there are inevitable interest conflicts between the users and holders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between the holders and the public，and between the holders as well and therefore the
basic principle of interest balance is needed to reconcile these interest conflicts． This principle calls for multi －
pronged measures，such as relaxing procedure limits，restricting the scope of protection objects，setting up the
compulsory licensing system，which will achieve the balance of interest between different parties in line with the
law in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on biological resources．
Key words： biological resources； traditional knowledge； protection； interests conflict；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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