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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产权执法背景 

1.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协定》)的要求，柬埔寨知识产权

(IP)法载有关于有效执行知识产权(IPR)的规定。此外，民法和民事诉讼法还对民事补救措施和临时措

施规定了程序。关于边境措施，除了有关于允许进出口货物监管与抑制欺诈局(Camcontrol)、经济警

察、海关和一审法庭检察院等主管机构暂时停止释放涉嫌假冒商品的知识产权法律之外，海关与关税

法中的一些规定也明确要求并授权海关当局解决各类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关于实施该法律的二级法令

草案将由柬埔寨海关与关税总署编拟，体现出海关在边境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关键职责。对于药

品违禁问题，柬埔寨还适用药品管理法，该法律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与商标、商号和尤其关于进口假冒

商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法一并使用。 

2. 柬埔寨的知识产权执法制度以一种对负责知识产权执法的各独立机构进行协调的机制为准绳。

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处理知识产权侵权问题的架构和政策。不过，为了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工作，

鼓励这些机构在 2008 年成立的国家知识产权委员会的监督下，携手开展工作，确保适用唯一的国家知

识产权政策，并促使有关部委和机构顺利合作，重要的是要编拟、宣传并执行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为

了履行职责，将于 2014 年成立两个分委会，即知识产权执法分委会和教育与公众宣传分委会。设立这

                                                
* 本文件表达的观点是作者的观点，不一定反映 WIPO 秘书处或本组织任何成员国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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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分委会的目的是，明确经济警察、进出口货物监管与抑制欺诈局、海关、部际制止电影和视频侵

权委员会和柬埔寨一审法院检察院等各主管机构的职责。另外，一份关于知识产权执法程序的二级法

令将在近期起草。各执法机构之间的协调工作将得到加强，并对每个执法机构的责任区域给予明确的

划分。此外，权利人与各机构之间的沟通将正规化，并对正式回复规定明确的截止日期，做出行政决

定时要说明理由。 

3. 柬埔寨有三个级别的法院：省/市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裁决是最终裁决。今

后将着重加强刑事、行政、民事和商业法院等法院的专业化程度。柬埔寨王国政府期望成立一个商业

法院，既可以是一个专业化机构，也可以是一种处理商业和知识产权争议的有效工具。原告可以直接

向法院或执法机构提起诉讼，当事双方也可以去仲裁中心解决问题。 

4. 目前，柬埔寨没有知识产权特别法庭或专业法官。知识产权案件也不普遍。柬埔寨应当做好准

备，设置能够胜任工作的、经验丰富的法庭，以解决因经济发展而日益增多的案件。听证程序的结构

与其他国家的法庭规则和程序类似。审判长需具备法律背景，并配有两名不是法律专业但具有相关领

域专业知识的陪审员。 

5. 以下四个极为重要的支柱可以提高知识产权制度的效率：(1)有效的法律法规；(2)强有力的知

识产权执法机构；(3)公众认识；(4)充足的预算资源。各知识产权执法机构和执法程序之间缺乏合作

也会导致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工作出现延迟、效率低下。尽管柬埔寨成立了部际制止电影和视频

侵权委员会，但是为了实际落实法律和指导方针，还需要开展合作。成立知识产权执法分委会的目的

是落实有关政策，使知识产权执法机构能够有效地履行其职责。此外，知识产权执法程序二级法令将

会填补空白，加大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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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步替代性争议解决(PADR) 

A. 背  景 

6. 由于柬埔寨是一个公众对知识产权的了解仍然有限，法官、检察官和执法官员缺乏知识产权知

识、缺少处理知识产权问题的经验的最不发达国家(LDC)，因此法院在呈交知识产权案件的裁决之前可

能会要求知识产权审查员提出建议或参加听证会。将知识产权案件诉诸法庭通常既耗时又费钱。一些

知识产权案件需要耗时四至五年才能完成整个诉讼。另外，当地执业人员和权利人在当事方提起法院

诉讼之前也要求商务部作为初步替代性争议解决的中间人发挥作用。 

7. 根据《TRIPS 协定》第一条第 1 款的规定“成员们应享有确定以适宜的方式在其各自法律制度和

实践中实施本协定规定的自由”，鼓励成员国采取适当的方法有效地执行知识产权。鉴于柬埔寨是最

不发达国家，因此鼓励在法院系统之外采用初步替代性争议解决，作为解决知识产权争议的一种灵活

的程序。因此，2007 年 9 月 18 日，商务部发表了关于成立诉讼局的声明，该局将在商务部知识产权

司(知识产权局)的领导下负责解决知识产权诉讼问题。 

B. 角色与程序 

8. 原告可以针对侵权行为采取行动，向诉讼局这一中间人提起诉讼。初步替代性争议解决程序是

长期审判的一个良好的替代方法，可以用两至数周的时间达成协议，因此具有成本效益，仅需象征性

地支付管理费即可。有关当事方可以在商务部解决争议，权利人也可以直接将侵权人诉至法院。鉴于

法官面临着各种挑战，因此法律执业人员通常会建议其客户在商务部达成和解，因为法庭程序可能时

间漫长、成本昂贵，也可能会出现不一致的结果。如果和解失败，权利人仍然有权提起诉讼。 

9. 初步替代性争议解决程序的架构是通过一种协商听证程序构建的，与法庭听证程序或调解类似。

首席中间人由知识产权局局长或副局长组成，也可以配有诉讼局局长或副局长和一名具有知识产权知

识和经验的秘书辅助工作。 

10. 这个程序可以具有约束力，也可以不具约束力。有时首席中立人可以通过施加行政指令，帮助

当事方按照各自的利益就其争议达成和解。和解结果通常具有强制性，像合同一样。 

11. 该程序可以应争议的任一相关当事方的要求让来自知识产权局的中立中间人提供帮助，促进持

不同法律观点的当事方进行谈判，友好地解决分歧。 

12. 和解类似于在来自知识产权局的中间人(皇家公务员)的主持下进行的“无偏见”谈判。在柬埔

寨，皇家公务员比仲裁员或调解员更受推崇。 

13. 首席中间人将引导并管理进程，防止当事方执着于各自的立场。解决方案由双方决定。多数情

况下，当事方会选定一种协商一致的(合同约定的)私人且保密的争议解决机制作为(灵活的)解决方案，

这也被视为更适合其商业信誉。基于利益的谈判会得到首席中间人协助，当事方可对首席中间人做出

择选。当事方可以采用初步替代性争议解决法，也可以随时诉诸法庭。由于当事各方在程序中有自主

权，因此首席中间人没有决策权。不过，当事方可以要求首席中间人给出意见，有时首席中间人会迫

使当事方通过一种行政程序达成协议。此外，首席中间人无权强制执行一项裁决。因此，损害、赔偿、

扣押货物和销毁货物仅可在当事双方达成一致时进行。但是，如果假冒商品影响公众健康，首席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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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根据法院程序对起诉和知识产权处罚规定做出解释之后，鼓励当事方销毁这些货物，以避免此类

货物返回到商业渠道。 

14. 初步替代性争议解决法适合解决知识产权争议，具有下列特点： 

 单一的中立程序 

 各方独立 

 中立性 

 专业知识 

 效率 

 保密性 

 协议的终结 

 保护双方的关系 

15. 一种单一的中立程序。知识产权在国际合作中经常被用作一种业务工具，并通过不同的司法管

辖区的多个程序受到保护，风险是可能会出现不一致的结果。因此，知识产权争议往往涉及一个国家

不同地区和多个司法管辖区的贸易当事方。由于法庭在知识产权方面的经验有限，以及有可能会出现

不一致的结果，因此应争议的任一当事方的要求，有关问题可以通过初步替代性争议解决法解决(避免

多种司法诉讼花费(时间与成本)昂贵、程序复杂)。 

16. 各方独立。初步替代性争议解决法多数情况下具有私人性质。中间人向当事各方提供一个对争

议解决方法有更大的控制权(谈判过程中讨价还价的权利)的机会。当事方之间对补偿问题进行谈判比

起诉一个侵权人效果更佳，因为后者可能会依据法院程序坐牢。不过，某些情况下，中间人也会迫使

当事方通过一种行政程序达成协议。由于知识产权局管理登记事宜，因此，如果注册商标所有人使用

了不同于注册的原有形式的商标且侵犯了他人注册商标的权利的商标的话，知识产权局可以命令登记

注销。知识产权局依据关于实施商标、商号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法的二级法令中的相关规定(第 24 条第

3款和第 4款)，鼓励侵权人达成协议，否则注册商标将从登记簿中删除。 

17. 中立性。为了避免当事方中的一方可能在法院诉讼中享有任何地方法院的优势，避免熟悉适用

法律和地方程序可能会让一方明显享有战略优势，初步替代性争议解决向当事双方提供机会，行使谈

判权找出解决方法(优于法院体系下的方法)，或者给其机会拒绝达成协议。不过，在法院体系下，法

官作出的裁决可能始终无法让当事方得到满足。 

18. 专业知识。在初步替代性争议解决中，首席中间人具备解决争议所需的知识产权专门知识。 

19. 保密性。在初步替代性争议解决中，当事方可以保守程序和任何结果的秘密，如果他们愿意的

话。这可使他们注重于争议的价值，而通常在知识产权争议的情况下，在商业声誉处于危急关头时，

这可能会尤为重要。当事双方可以强制执行自愿协议，像合同那样。初步替代性争议解决是一种私人

程序，除非另有约定；当事各方可对和解协议保密。 

20. 效率。由于认识到有必要设置高效的争议解决程序，因此初步替代性争议解决向当事各方提供

控制权(缩短期限)以按照其意愿尽快达成结果；如果侵权的一方试图拖延权利人的诉讼，则中间人可

以保留对结束诉讼规定一个固定的期限的权利。可以通过一种综合的争议解决法、一种程序，并在中

立专家的协助下，最终达成一份和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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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协议的终结。尽管法庭的裁决可能要通过一轮或几轮的诉讼辩论达成，但是通常不得对初步替

代性争议解决协议上诉；但如有违约，当事方可以向法院提出上诉。 

22. 保护双方的关系。一般来说，知识产权可以在合作伙伴之间的长期关系中得到使用。初步替代

性争议解决是一种私人行政程序，通常是应当事方的请求得以采用，具有灵活性的特点，符合当事方

的特定需求。此外，程序的保密性也有助于当事方注重于争议的价值，不必担心会产生的公共影响。 

C. 侵权商品的处置 

23. 一旦权利人和侵权人之间开始和解进程，权利人便有充分的权利对如何处置假冒商品作出决定。

假冒商品(如 T 恤衫、鞋子、玩具等)不影响公共健康的，商务部鼓励当事双方达成协议，将此类商品

在一段时间内投入贸易渠道，并提供有关部委颁发的生产证书。假冒商品(如医药、辣椒酱、汽车零部

件等)影响公共健康的，将被销毁。关于如何处置假冒商品的最终决定由权利人作出；不过，侵权人可

以说服权利人给其机会清理其侵权行为。 

D. 与其他执法机构合作 

24. 除了负责进行初步替代性争议解决之外，知识产权局还向法庭就知识产权案件提出建议，或者

根据法院程序参加听证会。此外，应执法机构的要求，知识产权局在执法机构对侵权采取行动之前，

向这些机构提供对注册状态的有效性检查的结果。 

E. 与私营机构合作防止侵权 

25. 为了减少假冒商品诉讼数量，知识产权局还通过谅解备忘录的方式与其他执法机构合作，说服

业主、超市或店主等私营部门不销售假冒商品。 

F. 结  论 

26. 从柬埔寨的实践来看，我们认为，最不发达国家的人们对知识产权的了解有限，对处理知识产

权问题的经验也颇为欠缺。因此，知识产权局应当不仅在授予和管理知识产权方面发挥作用，还应当

参与知识产权执法、初步替代性争议解决，并与执法机构合作，在进入法院程序之前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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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诉讼邀请可以在诉讼听证会开始前至少七天内发给当事方。 

 一般来说，此种邀请的发送不得超过三次，但复杂情况除外，邀请可以发送两次以上。 

最佳实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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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知识产权侵权统计数据 

年  份 收到的请求 

初步替代性争议解决 

结  转 
撤销与驳回 

修正、警告信、有效

性认证、争议解决 

2010年    3份 

2011年 26份 1份 19份  

总  计 29份 1份 19份 9份 

 

2012年知识产权侵权统计数据 

年  份 收到的请求 

初步替代性争议解决 

结  转 
撤销与驳回 

修正、警告信、有效

性认证、争议解决 

2011年    9份 

2012年 29份 4份 20份  

总  计 38份 4份 20份 14份 

 

2013年知识产权侵权统计数据 

年  份 收到的请求 

初步替代性争议解决 

结  转 
撤销与驳回 

修正、警告信、有效

性认证、争议解决 

2012年    14份 

2013年 19份 5份 19份  

总  计 33份 5份 19份 9份 

 
 

[文件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