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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若干问题*

宿　迟

摘　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成立处于建立创新型国家与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两个重要节点背景下，其建立不仅仅着眼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支持创新驱

动，更旨在以知识产权审判机制改革为先导，推动司法体制改革，促进依法治

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法院设置、管理体制、审判机制上有诸多创新，这些

为我国探索更为合理有效的知识产权审判体系提供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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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产权法院建立的背景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成立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成立的背景，反映出我国

当前的两个重大转折节点：第一个节点是，继中共中央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

创新型国家之后，中共十八大再次强调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目标，并明确提出了

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发展战略。依靠科技创新、文化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对于创新型国家的创建无

疑是至关重要的。第二个节点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推动各个领域，尤其是司法领域的体制与机制改革。从这个层面上讲，探

索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是司法体制改革的试点。而且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标志着知识产权审判从机制改革转入体制改革，也成

为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1

与此前或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些司法改革尝试不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并

非是改革模式的探索，而是一开始就按照既定的新的司法改革方案组建的。设

在北京市海淀区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这几个字中，“北京”后面没有

“市”字，表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不应该是完全以北京市的市辖行政区划作为

受案范围的。2同时，相对于上海等地目前进行的司法改革探索，如法官员额

制、人员分类管理等，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是按照已经拟定出的司法改革方案的

新模式、新体制、新机制进行组建的，其所面临的直接任务是如何在确定的新

模式下履行法院的司法审判职能，并对法官队伍进行有效管理。这一探索，必

将助益于知识产权司法体制，甚至是整个司法体制的改革。这一点，正是北京

知识产权法院受到中央高度重视的原因所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成立知识

产权专门法院，北京率先挂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挂牌当日，中央政法委书记

孟建柱、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孟、郭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

法院院长周强三位领导人出席揭牌仪式，这是少有的现象，反映出中央对于知

识产权专门法院成立的重视。正是在中央、北京市，包括北京市海淀区等各部

1.　易继明：《为什么要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科技与法律》2014年第4期，页573，577。
2.　一方面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专属管辖；另一方

面或预示三年期满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或扩大受案地理范围，即周边其它省市的案件
集中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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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和领导的支持下，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才能够顺利地率先挂牌成立，并敲响了

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审判的第一槌。3

二、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阶段性特点

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得到了飞

速发展。在这30多年中，知识产权保护呈现出两个阶段性特点。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利用劳动力与自然资源优势，

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吸收国外资金，并激发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以

达到快速致富摆脱贫困的目的。这一时期，我国面临的形势是，国际上要求我

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呼声远远高于国内。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于技术

引进、资金吸收、企业创新具有重要作用；而且，我国当时正在积极争取加入

WTO（包括加入TRIPS协议等）。为应对对外开放大格局的构建，我国很快建

立并完善了包括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在内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以及其他

法律体系。不过，总体而言，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入世阶段，包括入世后的一段

时期，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受国际上的要求和影响要大于国内。也正是在

这一背景下，1993年8月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法院在全国率先同时成立知识

产权庭，开始探索知识产权审判组织专门化。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不仅在经济上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进程，创

造了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同时在资金积累、人才培养、技术积累等方面都有

了实质性改善。然而，过去的发展方式也带来了问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的分配政策相对牺牲了老百姓的利益，虽然“公平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效率

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观点并不绝对，但现实却是，此前的发展方式带来了

很多问题，有的甚至很严峻。因此，十八大明确提出了要建立创新型国家，实

现发展方式转型，简言之，就是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以美国苹果为例，由于

3.   2014年12月16日上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开庭审理第一起案件，院长宿迟担任审判长。
这是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自2014年11月6日正式对外履职后首次开庭，标志着北京知识产权
法院开始全面履行司法审判职能。所涉案例为“浙江维康药业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
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参见贾竹：《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开庭
审理“第一案”》，资料来源：http://report.qianlong.com/33378/2014/12/16/8566@100570
23.htm；更新时间：2014年12月16日；访问时间：2015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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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掌握了核心技术，仅仅靠思想、理念、思路，便在国际分工产业链中攫取了

大部分利润。21世纪，资本、资料、劳动力等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程度已经让

位于思想或智力创造。正如台湾将知识产权称作“智慧财产”一样，当今社

会，智慧就是财产，而且是最重要的财产。

从当前实践来看，国内科技、文化单位要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呼声已经

超过了国际需求，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层面，我国都已经全方位融入到

了国际竞争当中，并深刻意识到知识产权在国际竞争成败中的决定性作用。4我

国正在加快从“制造”向“创造”转变的步伐，这就要求我们为“中国创造”

提供完善而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让国内与国际在同一水平上参与市场竞

争，充分发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资源优势。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正值提高知

识产权保护水平呼声高涨之际。科学技术研发，尤其是高科技研发，本身存在

巨大的失败风险，其投入往往是巨大的。如果不对这些辛苦的智力创造进行有

效保护，势必影响研发投资动力。以医药领域为例，我国在该领域同美国等发

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倒不是说中国人没有原创能力。事实上，中国人是极

聪明的。据了解，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在美国医药领域从事研究开发。此外，

我国有很多高水平的生物科学家，将其想法和相关研究成果转到美国投产。这

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着保护不到位、外部环境亟待改善

等问题，最起码无法给予智力创造者足够的保护信心。出于无法获得有效回

报、甚至是回收成本的理性担忧，创新主体自然不愿在我国进行智力创造与投

资。不可否认，目前为止，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尚不如美国严谨、有效。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重点是要加大对侵权的惩治力度，使侵权人不敢再侵

权，真正从源头上制止侵权行为。早期曾有一个案例，美国迪斯尼公司起诉北

京出版社著作权侵权，该案的结果是涉案出版社被判败诉并赔偿迪斯尼公司30

万元人民币。5虽然迪斯尼公司为该案律师费就花了几十万美金，但是迪斯尼依

旧很高兴，并认为这个案件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里程碑。因为在其认识中，

中国法官判中国企业败诉是不可想象的。而被判侵权的北京出版社对于仅仅是

4.　中国企业在实施“走出去”的过程中大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近年
来，以华为、中兴等为代表的通讯企业积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5.　指的是“美国沃尔特·迪斯尼公司诉北京出版社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参见北京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1994)中经知初字第141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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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元人民币赔偿额的结果，也十分满意。由此可窥见出当时理念的差距。这

个案例也从侧面说明，低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侵权人缺乏威慑力。

美国是判例法国家，法官判决的影响是巨大的，其判决往往具有先例作

用。正是在美国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下，以迪斯尼为代表的文化企业拓展出

了无穷无尽的衍生产品，而且这些产品往往被纳入到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与

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我国也有众多优秀的文化创意，却很难形成像迪

斯尼这样的企业，甚至是文化产业。当某一设计艺术品向衍生产品进行商业拓

展时，市场上很快便充斥着大量模仿品。6这种状况，使得设计创意投资无法获

得足够回报，以致难以为继：一方面侵权证据获取困难，另一方面损害赔偿额

较低。扩展到专利领域，与我国垃圾专利占比较高不同，7国外申请的专利，大

多是高投入、集体协作的成果，往往需要跨领域、跨学科合作。一项专利的研

发时常需要大量的时间、人才和资金投入，一旦其成果被他人轻易使用，并在救

济体系上存在障碍，不仅无法抑制侵权，更打击了创造者后续的积极性。如果无

法通过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来遏止侵权，增强智力创造者的信心，那么创新型

国家的创建则很有可能落空。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过这点。8知识产权的运用和

保护是一致的，没有保护也就谈不上运用，至少会大打折扣。知识产权侵权的严

重也反映了诚信社会、商业社会建设存在问题，“劣币驱逐良币”9现象明显。市

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由此，可以理解为何十八届四中全会要强调依法治国。

知识产权法院的诞生与我国大的形势密切相关，其面临的第一要务就是严

厉制裁、惩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大幅度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推动诚实

信用的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也明确指出，知识产权法院

6.　这方面，以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最为典型。
7.　参见王晓雁：《“垃圾专利”泛滥数量考核亟待转为质量考核》，资料来源：http://

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3-02/25/content_4222652.htm?node=20908；更新时
间：2013年2月25日；访问时间：2015年1月24日。

8.　参见国家知识产权局：《李克强：创新的必要条件就是保护知识产权》，资料来源：
http://www.sipo.gov.cn/yw/2014/201403/t20140327_923691.html；更新时间：2014年3月27
日；访问时间：2015年1月24日。又见中国新闻网：《李克强：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
创新火种》，资料来源：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9-10/6579076.shtml；更新时
间：2014年9月10日；访问时间：2015年1月24日。

9.　劣币驱逐良币(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是指当一个国家同时流通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
法定比价不变的货币时，实际价值高的货币（良币）必然要被熔化、收藏或输出而退出
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低的货币（劣币）反而充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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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同国际接轨，其保护力度、法官水平、法院运行都要达到一流水准，审理的

案件也要是国际一流案件。当然，知识产权法院法官的公正、廉洁也必须是世

界一流。知识产权法院的创设要创造中国模式、中国经验，获得国际话语权，

从知识产权等国际规则的参与者转向规则制定者。这正是知识产权法院所肩负

的使命，可以说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三、知识产权法院与司法体制改革

从中央层面来看，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10知

识产权法院面临法官员额、审判权运行机制、人员分类管理、行政综合管理等

诸多方面的新实践。可以说，从中央到北京市，从学术界到全国法院系统，甚

至国际层面，都在关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改革思路。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院

长、庭长和法官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解读，反映出知识产权法院在司法改革中的

重要性和敏感性。某种程度上，知识产权法院的每一步都可能成为我国司法审

判改革的标杆。压力是巨大的，但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各级领导都非

常支持；另一方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素质精良、水平很高。这些，都增加

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勇于开拓的信心。

目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的改革措施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编制上，中央确定的是100人，其中法官30人，加上院级领导（院长一正

两副；其中，包括一个副院长兼任纪检组长）共33名法官。行政后勤人员方

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设置了一个综合办公室，共15人（一个主任、四个副主

任），负责纪检监察、行政管理、信息化建设、内外宣传、卷宗档案、机关后

勤服务、基建等等。就15人的规模而言，要处理前述那么多工作，难度很大。

例如，仅出纳和会计就需要2人，再加上收取诉讼费的人，最少也需要3人。综

合办公室同时下设政治部相关部门与研究和审判管理办公室，这种大幅度压缩

行政管理，打破叠屋架构、人浮于事的方式，采取扁平化管理模式。这种模式

10.  参见袁定波：《孟建柱郭金龙周强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揭牌》，资料来源：http://www.
legaldaily.com.cn/Court/content/2014-11/13/content_5839796.htm?node=53949；更新时间：
2014年11月13日；访问时间：2015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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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人负有几个职责，也就是责任多了，所以需要配套的激励机制。虽然

作为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改革的试点，参与人员都富有激情，但一个机制的长久

有效运行，不仅仅需要激情，更需要依靠科学的管理和各方面的调整。

审判庭设置上，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下设立案庭、审判第一庭、审判第二庭

和审判监督庭；11基于人员配置原因，审判第三庭尚未建立。每一庭，仅设庭

长，不设副庭长。法官方面，初步配置是，一名法官配一名法官助理和一名书

记员；今后发展的理想状态是，一名法官，配备两名法官助理和两名书记员。

法官是通过遴选委员会选任的。遴选委员会的组成，由市法院、市人大、市人

力社保局、市知识产权局、专家学者、律师协会的代表等共13人组成。遴选委

员会通过笔试、面试从报名的法官中进行遴选，并由人大任命。在审判机制

上，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突出法官的主体地位。同时，围绕法

官的主体地位，设置几类司法辅助人员，具体包括法官助理、技术调查官（技

术调查官的设置是为了应对涉及高新技术的民事案件和专利行政案件）、书记

员以及司法警察。

此外，根据相关要求，知识产权法院院长、庭长办案要常态化。2014年12

月16到18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院长与两个副院长连续三天开庭，审理了8起案

件（其中有6起案件当庭宣判）。12法院院长首先是一名法官，不能脱离审判。

不过院长办案常态化的改革也是有困难的，受到整个体制的约束。按照改革前

的管理，参加相关会议在所难免；如此一来，办案常态化便难以实现。更为困

难的是受制于人、财、物等体制的约束，各个方面是不对接的，难免同其他部

门、体制等发生冲突。比如，要建立国际一流的法院，就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

培训，而现实却是大幅度压缩出国人员与经费。由此可知，以知识产权法院建

立为代表的司法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涉及方方面面，需要诸多外部体

制的配合，毕竟其他部门也需要按章办事，“总不能让人家破规矩”。

相比于此前的法院体制，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最大的不同在于以法官为主

体。过去的管理方式，使得法官疲于应对各项管理指标，如同计件工人。法官

11.  立案庭和审判监督庭也都是审判庭，且四个庭在审理案件范围上是一致的。
12.  参见黄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4天收案367件》，资料来源：http://www.legaldaily.com.

cn/Court/content/2015-01/09/content_5920726.htm?node=53949；更新时间：2015年1月9
日；访问时间：2015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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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的是高智力、高水平劳动，为国家担负着重要使命，需要得到尊重。如果

以计件工人的标准去要求法官，法官的创造性则会被抑制。试想，一个疲于应

对各种考核的法官如何去开拓进取，如何去写出国际一流的判决？！北京知识

产权法院尊重法官的自觉性，主张法官自律、自觉、自治。鉴于此，北京知识

产权法院取消了诸多“管理”，以实现法官自我管理。以研究和审判管理办公

室为例（将原来的研究室和审判管理办公室两个部门整合到一起），由法官自

己主持，“轮流坐庄”，主任、副主任实行轮换（一年或两年），调研、研究

业务均由法官自主决定。以法官为主体还体现在为法官服务的理念上。在过去

的体制下，如果发生扰乱诉讼秩序的情况，法官采取强制措施往往需要庭长、

院长等批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则不同，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以法官为主导，所

有人员，上至院长等“领导”，下至法警等司法辅助人员，都必须为法官审判

工作服务。法官是代表国家执掌法律，其尊严不容冒犯，任何扰乱法庭秩序，

阻碍法官执行法律的行为必须给予制裁，如此才能维护司法权威。同时，在判

决过程中，实现法官自主裁判。法官的最终工作都要落实在判决书上。过去的司

法实践，存在着判决书说理不足，甚至是不说理的现象，这也是导致法官被质疑

的重要原因。法官判决要针对双方的争端，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唯有充分说

理，才能令人信服。在法官自主裁判下，法官甚至可以用专家学者的观点书写判

决理由。判决说理的加强，能够推动法官的审判实务与理论研究一体化。审判实

务与理论研究应该是一体的，法院的开庭和判决也应该是一体的。13

四、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案件规模与审判力量的平衡

根据目前情况，预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案件规模大概是每年12,000到

15,000件，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规模目前是25名法官。14照此计算，每名法官

13.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同时成立了各个类型案件的法官研究小组。比如专利权、著作权、互
联网等，并始终和各领域的学者、前沿、国际保持联系。这样法官一旦遇到问题，可以
和这个小组去研讨，把审判和研究结合到一起，解决专业性问题和执法统一问题。

14.  目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配置并未全部到位，相比于中央确定的33名法官名额还有8名
法官空缺，有待后续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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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需要审理近500起案件。因此，有学者担心案件规模的庞大与北京知识产权

法院的力量配备不平衡。事实上，北京的案件规模之所以这么大，主要是由于

专利行政案件、商标行政案件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专属管辖。15在这些行政案

件中，专利行政案件一年大概有800到1,000件（2014年是600件，未来会不断上

升），虽然所关涉的问题比较难，技术性比较突出，但是量并不算大。大多数

行政案件属于商标行政案件，据统计，2014年全年有将近10,000件（北京知识

产权法院成立后，还有将近7,000件是北京一中院没有处理完而遗留的，北京一

中院从各方面抽调人员组织了十个合议庭，准备用两年的时间把这7,000件案件

消化掉）。由此预测，商标行政案件每年将维持在8,000到10,000件，对于这些

案件，可以根据难易程度采取不同方式，对于简单的案件可以走简易程序。此

外，关于著作权、商标权等民事和行政二审案件，预计每年上诉到知识产权法

院的案件大概有2,700到3,000件左右。16针对上述情况，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采取

各种举措以提高审判效率，其核心是繁简分流，对于简易的案件提高速度、程

序简化，包括庭审、判决等简化。17当然，简化程序的前提是充分保障当事人

权利，这是第一位的。与此同时，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或在走势确定后尝试申请

编制扩编。不过，目前案件还没完全体现出来，需要观察一段时间。此外，北

京知识产权法院或尝试加大使用陪审员的力度。18这也是司法民主、开放办案

的尝试，还能够促进审判、研究、教学相结合。

（二）关于网络不正当竞争

网络不正当竞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国跟美国在这个领域走在世

1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法释[2014]12
号）第5条规定，不服国务院部门作出的有关专利、商标、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
设计等知识产权的授权确权裁定或者决定的案件与不服国务院部门作出的有关专利、植
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强制许可决定以及强制许可使用费或者报酬的裁决的案
件，以及不服国务院部门作出的涉及知识产权授权确权的其他行政行为的案件第一审，
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管辖。

16.  在案件规模中，变量最大的是商标行政案件，少不会低于8,000件，多会超过10,000件。
这个状况，还会持续几年。其原因在于，商标法修改后调整了评审期限。国家商标局商
标评审委员会增加了大批的人在处理，一旦发生不服行政裁决的案件，便会流向北京知
识产权法院。

17.  判决重在说理，其他无关的可以简化，这才是高水平的判决。
18.  陪审员由人大来任命，人员构成上可以涵盖各行各业人员，特别是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教

授、学者等研究人员。



18

科技与法律 2015 年第 1 期

界前面，欧洲这方面显得实践不足。19其原因在于，欧洲的网络产业没有美国

以及中国那么发达，欧洲对于当前互联网的深度、广度、速度甚至理解不够。

以我国淘宝平台为例，其一年营业额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每年受理的纠纷

是七、八百万件，相当于中国法院系统受理的各类案件总数。可以试想，如果

淘宝平台的这些纠纷都转移到法院，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网络环境下，公

众的利益、技术发展和权利人利益三者面临新的平衡，到底该如何把握，是一

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过度保护会抑制技术发展；保护不足又会滋长不正

当竞争等行为，损害权利人利益。互联网环境中的著作权侵权就是典型例证，

一旦原始著作权人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护，最终受损害的是整个民族文化产业

的发展，但过强的保护又会损害公共利益。曾经有一个案例，一个软件游戏有

几百万用户，但却侵犯韩国软件著作权，如果允许停止侵害的救济，就会影响

到几百万用户的利益，很有可能会引发为一个社会事件。所以，在一些涉及公

众利益的问题上，著作权人的利益保护或许要适当退让，这就需要找到合理的

平衡，既保障著作权人利益，同时照顾公众利益。比如，给停止侵权设置缓冲

期，使玩家有一个退出机制。可以预见，这种平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值

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处理此类问题时，所要考虑的不仅仅

是简单地加大打击力度，更要考虑各方面的利益平衡。

（三）关于技术调查官

技术调查官的设置主要是针对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民事和行政案件。此类案件往往涉

及复杂、专业的技术问题，而法官往往技术知识有限，因此需要技术调查官协

助，比如在进行证据保全时，哪些属于涉案核心技术，就需要技术调查官来协

助解决。专利案件经常涉及到新颖性、创造性的问题，特别是创造性，需要专

业人员给出判断；此时，技术调查官同技术专家等交流更为方便，效率也可以

提高，专家咨询制度的作用也会进一步凸显。可见，技术调查官的设立是具有

积极意义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技术调查官属于司法辅助人员，而非审判人

员，但技术调查官是需要参加庭审，唯有完整参与到案件审理过程中，才能明

19.  欧洲在互联网时代显得“落伍”或“保守”了。但是，欧洲有一些比较好的传统，比如
说集体管理的理念，这些经验可以尝试引入到互联网治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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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当事人的争议点，其意见才具有针对性。如果在庭审过程中技术调查官认为

从技术角度有必要向当事人询问，则可以向法官申请，在法官同意后进行询

问。20当然，目前技术调查官的设置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技术领域很广泛，

而技术调查官的名额却只有5个，难免会出现技术调查官无法涵盖的技术领域。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发布了有关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的暂行规定，其他

相关规则还在制定过程中，该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21

（四）专门化的担忧

作为专门法院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同时面临如何防止与法院主流相隔

离的问题。海事法院就是典型例证。美国的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同样面临着这样

的问题。目前可行的路径是拓宽法官的法律底蕴，尤其是民商事法律素养。知

识产权的专业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是深深根植于民商事法律之中。所

以，一定是要有深厚的民法底蕴才能处理好知识产权案件，如果底蕴不够，就

容易越走越窄。有很多知识产权对策，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传统民法领域中寻

求，仅仅局限于知识产权领域，问题很有可能得不到有效解决，但如果回到民

法基础理论，则有可能找出新的出路。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类似

问题。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

SU Chi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 was 

carried out along the two important background aspects of both ‘establishment of 

innovation-oriented nation’ and ‘comprehensive advancement of governance by rule 

of law’, the said establishment not only focuses on the enhancement of intellectual 

20.  技术调查官只提问，不下结论。
21.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考虑向最高人民法院建议，增加技术调查官的学术流动性，可以设置

两年一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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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protection and support of innovation driving force, but more importantly 

towards the precursory refor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ial system, so as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judicatory regime, and eventually the facilitation of governance by rule 

of law. The 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 has displayed a variety of creativities 

regarding court setting, management system as well as trial system, such progress 

points towards a clear direction to which a more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ial regime can be explored.

Keywords: 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 Innovation; Governance by Rule 

of Law; Judicatory Re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