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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公民与知识产权：观念、意识和行为
撰稿：欧洲联盟知识产权局（EUIPO）欧洲知识产权侵权情况观察站主任Paul Maier先生，西班牙阿利
*
坎特

摘

要
欧洲联盟知识产权局（欧盟知识产权局）在全欧洲联盟（欧盟）范围内做了一项新的调查，调查

显示欧盟公民广泛支持知识产权（IPR），而且使用合法数字手段的人越来越多。调查结果肯定了欧盟
知识产权局在 2013 年开展的一项类似调查的总体结果。
但调查也显示，对购买假冒产品的容忍度变高，在年轻人中尤其如此。而且，在眼下经济危机的
背景下，年轻人表示，如果原版产品过于昂贵，他们认为可以接受购买假冒产品。大部分人表示，只
要有可以承受的选择方案，他们更愿意通过合法或经过授权的服务获取数字内容。但是，人们对于哪
些是出售正版产品的合法来源和/或网店，越来越迷惑。自 2013 年研究公布以来，欧盟知识产权局已
经基于研究结果开展了一系列直接针对欧盟公民的行动。

*

本文件中表达的观点为作者的观点，不一定代表产权组织秘书处或成员国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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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
1.

言

“欧洲公民与知识产权（IP）：观念、意识和行为”这项研究由欧盟知识产权局委任开展，调
1

查了欧洲人对于知识产权的态度、欧洲人对于这些权利和整体概念的尊重程度 。这次全欧盟范围的
研究，涵盖了欧盟所有成员国 15 岁及以上的居民，汇集了 2016 年进行的 26,500 多份访问调查的结
果，对 2013 年研究作了更新的比较分析。
二、 主要结果
2.

对知识产权保护重要性的认同程度越来越高。
完全同意
投资者、创造者和表演艺术家可以保护其
权利并获得工作酬劳，这很重要

（+1）
(+5)

97%

82%

15%

完全同意

倾向于同意

认为保护知识产权与保持经济稳定同样重要的受访者比例保持不变，仍为 67%。
同意

同意
如果知识产权保护不复存在，
会出现经济混乱

创造大量知识产权的公司
对于创造就业岗位或增长的贡献
比其他公司更为显著

认为

新

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
可能抑制创新

认为
新

知识产权的各项原则
不适应于互联网

3. 就如 2013 年一样，认为知识产权规则缺失与经济混乱有关联的观点在最年轻和最年老的年龄群
最为普遍：在 15 至 24 岁的受访者中占 73%，在 55 岁或以上的人中占 70%。有意思的是，自 2013 年以
来保持一贯的趋势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欧洲人反而不太认同这种影响（63%），而且对知识产权的了
解程度在这种看法中不起任何作用。
4.

认为知识产权抑制创新的观点似乎在受访的年轻欧洲人中更为普遍：15 至 24 岁的受访者中十之

有六同意这种说法（59%，而欧盟的平均比例为 50%）。这种观点在假冒产品购买人和从非法来源下载
或使用流媒体的人中也很常见：这个分组中有 59%的人同意这种说法。
5.

知识产权对于欧洲公民仍然大都是个抽象概念，因为仍然存在一种趋势，把知识产权保护与

“精英”相关联，例如，与大型公司和著名艺术家相关联。与此同时，受访者认为他们自己这样的消
费者受益的程度要小得多。这种模式与 2013 年相同。

1

https://euipo.europa.eu/tunnel-web/secure/webdav/guest/document_library/observatory/documents/
IPContributionStudy/2017/european_public_opinion_study_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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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购买假冒商品
6.

受访的欧洲人依然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基本的价值观，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对购买假冒产品表示

强烈谴责。受访的欧洲人中有 70%认为，购买假冒商品没有任何可开脱的理由。以下显示的来自调查
的所有说法中，态度最坚决的“完全不同意”比例在 49%和 59%之间，对这种强烈谴责作出了进一步
肯定。

It is acceptable
to buy counterfeit products when
如果是奢侈品，可以接受购买假冒产品
it concerns luxury products 6% 11%
(+2) (+1)
It is acceptable
to buy counterfeit products when
如果不在乎产品质量，可以接受购买假冒产品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does not matter 5% 12%
(-2) (-2)

22%
(+3)

21%
(-2)

It is acceptable
to buy counterfeit products when
如果原版产品在所住地区无货或尚未供货时，
the original product is not
or not yet available 8% 16%
可以接受购买假冒产品
where you live
(+3) (+3)
It is acceptable 如果原版和正版产品的价格过高，
to purchase counterfeit products
when the price for the original and authentic 10%
可以接受购买假冒产品
product is too high
(+3)

完全同意
Totally
agree

7.

倾向于同意
Tend
to agree

17%

59%

2%

(+6)

=

60%

2%

(+6)

=

22%

52%

2%

(+1)

(-7)

=

22%

=

(+1)

倾向于不同意
Tend
to disagree

49%

2%

(-5)

(-1)

完全不同意
Totally
disagree

不知道/不适用
DK/NA

但是，尽管谴责假冒商品的观念仍然存在，接受假冒的人也在增多，尤其是在出于价格和商品

供货的原因购买假冒商品时。
不同意统计

完全
不同意

倾向于
不同意

倾向于
同意

完全同意

不知道

同意统计

购买假冒产品
对企业和就业造成破坏

购买假冒产品
对童工和走私形成支持

购买假冒产品
对健康造成威胁

购买假冒产品
打击公司发明新产品
并投入市场的积极性

8.

总体而言，受访的欧洲人中声称刻意购买过假冒产品的人比例仍然很低，但自 2013 年以来上涨

了 3 个点（现在是 7%，2013 年是 4%）。在承认刻意买过假冒产品的人中，可以看出年轻人的比例较
高，15 至 24 岁的受访者中有 15%承认有过这种行为（上升 9 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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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购买过假冒产品
+ 15-24 岁：15% (+9)
+ 体力劳动者：11% (+6)
+ 25-39 岁：9% (+4)

这表示……
15-24 岁的人中有 15%
刻意购买过假冒产品，相比之下，
整个欧盟受访人群的比例是 7%

9.

受误导而购买假冒商品的人也增加了 4 个点（现在是 10%，2013 年是 6%）。

10.

2013 年，年轻一代由于受到误导，是最可能购买过假冒产品的人群。而在本次调查中，体现出

这种特征的是 25 至 39 岁的受访者，而且比例更高。总体而言，25 至 39 岁的人中有 12%表示因受误导
购买过假冒产品（上升 6 个点），而 15 至 24 岁的受访者中承认同样行为的有 11%（上升 4 个点）。
11.

在更多欧洲受访者承认购买假冒商品时，还有显著比例（35%）的人曾经怀疑所购产品是否是正

品还是假冒品。
12.

在欧洲受访者中，34%（下降 4 个点）的人把购买假冒品视为一种抗议行为，而 62%的人不认同

这种观点。
不同意统计

完全
不同意

倾向于
不同意

倾向于
同意

完全同意

不知道

同意统计

购买假冒产品是一种抗议行为
和抵制市场驱动式经济和大型
高端品牌的方式

购买假冒产品能让人实现智慧
采购，既能拥有想要的物品，
又能保持购买力。

13.

在承认刻意购买过假冒商品的受访者中，对于这种行为对欧盟经济的影响或对原版制作者造成

的损害似乎没有太明显的感受。
14.

对假冒品的接受度因价格原因而上升，这种趋势在过去 12 个月中曾刻意购买过假冒产品的人发

现也同样存在。市场上是否有价格可承受的产品是让假冒品购买者中止这种行为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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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ability是否有价格可承受的原版产品
of affordable original products

63%

个人对于假冒产品的糟糕经历
Personal bad experience
with a counterfeit product

41%

受罚风险
Risk of punishment

33%

他人对于假冒产品的糟糕经历
Bad experience of others
with a counterfeit product

33%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arm caused by your behaviour
更加理解此行为对……的损害
on jobs and on the EU economy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arm caused by your behaviour
更理解此行为对就业岗位和欧盟经济的损害
to the producers of the original products
Harm to your image: others would judge you because of
有损形象：他人会因此行为对你有所评判
having or wearing counterfeit items

28%
28%
13%

Nothing
would make you stop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止你

8%

Do not know 不知道/不适用
/ Not applicable

7%

B．数字内容
15.

尽管对版权侵权行为的总体接受度下降，仅有 35%的受访者认为因个人用途，可以接受非法获取

在线内容（下降 7 个点），但消费需求似乎日渐超越法律上的关切，因为 31%（上升 9 个点）的欧洲
受访者表示，如果没有其他的合法渠道，可以接受通过非法来源获取在线内容。

同意统计
如果是自己用于个人用途，
可以接受非法获取互联网内容。
在没有其他即时可用的合法渠道时，
可以接受非法获取互联网内容。

16.

在没有其他即时可用的合法渠道时，对非法下载的可接受度随年龄递减。

17.

尽管越来越多的受访公民表示，在没有其他合法替代手段时，可以认为侵权行为合理，但大多

数受访者还是选择合法渠道，而非非法来源，而且这个比例越来越高。当有价格可承受的备选方案
时，受访者显然更愿意使用合法手段获取在线内容，83%的受访欧洲人表示，他们更愿意通过合法/经
过授权的服务获取数字内容。

同意统计
只要有价格可承受的合法渠道，
我更愿意通过经过授权的平台
获取/下载/流传输内容，
而不进行非法获取/下载/流传输。
18.

只有 8%的人声称，即便合法渠道是即时可用而且价格可承受的，也未必一定会选择。在 15 至

24 岁的人中，13%仍将选择非法渠道。但是，这个比例较 2013 年下降了 4 个点，整体人群则下降了两
个点。这一下降趋势与使用合法服务的欧洲年轻人增多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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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付费从网络合法服务获取、下载或流传输受版权保护的内容（音乐、视
频、电影或电视剧）
+ 15-24 岁：41% (+8)
+ 15-24 岁：41% (+8)
(+8)

+ 大城市居民：30% (+7)

这表示……
15-24 岁的人中有 41%
曾付费从合法服务获取、下载
或流传输受版权保护的内容，
而欧洲整体人群的比例是 27%。

19.

+ 受教育程度最高（教育结束在 20 岁以后）：

32%

(+8)

少数受访者（10%，上升 1 个点）表示曾经刻意使用过非法的在线来源。虽然年轻一代最有可能

是为获取内容付过费的，但最有可能刻意使用过非法来源获取内容的也是他们。
曾刻意从网上非法来源获取、下载或流传输内容
(+1)

+ 15-24 岁：27% (+1)
+ 25-39 岁：18% (+4)
(+1)

+ 大城市居民：13%
这表示……
15-24 岁的人中有 27%曾从
网上的非法来源获取、下载或流传输
内容，而欧盟整体人群的比例是 10%。

20.

+ 受教育程度最高（教育结束在 20 岁以后）：

11%

(+1)

约有 1/3 的受访者（32%）曾从网上获取版权保护内容，无论渠道合法还是非法，22%的人只使

用合法服务，5%只使用非法服务，还有 5%既使用付费的合法服务，也使用非法服务。这显示，受访者
为了获取内容，愿意在合法与非法服务之间转换。

只付费使用合法服务
的欧洲人曾为
合法来源付费

付费合法服
务和非法服
务都用

只使用非法
服务

的欧洲人使用过
非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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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使用合法服务的人增多，对在线内容合法性的意识也在增强。但是，对于什么构成合法或非法

服务，对这个问题模糊不清的人也在增多。共有 24%的受访者问过某一来源是否合法，比 2013 年研究
的比例上升了 5 个点。
22.

欧洲人对于合法服务提供的内容质量似乎有更清楚的立场。
%

%

曾经非法获取内容

不曾非法获取内容

同意统计

新

合法服务提供的内容质量优于
非法渠道可以找到的内容质量

70%*

70%

新

合法服务提供的内容种类多于
非法渠道可以找到的内容种类。

45%

56%

* 在计算曾经和不曾非法获取内容的人数总和时，总数不等于整体欧盟样本总数，因为 3%的受访者选择不回答此问题。因此我们发现人数比例与同意该
说法的比例有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在已声称是侵权者和非侵权者的人之间也存在。

23.

认为合法来源提供的内容质量优于非法来源的看法在年轻一代中最为普遍，15-24 岁和 25-39 岁

的人中有 3/4 都表达了这种意见。最年轻的一代受访者还认为，合法服务的内容比非法服务的更多样
化，15-24 岁的人中有 60%这样认为，25-39 岁的人中稍过半数表示认同。
24.

在承认使用非法来源获取在线版权内容的受访者中，价格和是否有内容提供显然是驱动此类行

为的原因。
是否有价格可承受的原版产品
Availability
of affordable original products

71%

受罚风险
Risk of punishment

43%

他人对于非法来源的糟糕经历
Bad experience
of others with illegal sources

37%

个人对于非法来源的糟糕经历

36%

Personal bad experience with illegal sources

更理解此行为对音乐家、作家、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arm caused by your
behaviour to the musicians, writers,
artists, creators, etc.
艺术家、创造者等的损害

29%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arm caused by your
更理解此行为对就业岗位和欧盟经济的损害
behaviour on jobs and on the EU economy

28%

Nothing
would make you stop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止你

5%

Do not know不知道/不适用
/ Not applicable

5%

三、 结论
25.

2016 年，受访的欧洲人越来越把知识产权视为一种价值观和一组保护艺术创造与创新的原则。

他们把知识产权看作基本的监管原则，认为缺乏知识产权保护会影响经济稳定。
26.

但是，与 2013 年的结果一致，知识产权对于受访者来说，仍然具有混淆性和模糊性。即便欧洲

人总体上对于知识产权的理解有所加强，2016 年深入理解的程度有所下降。而且，年轻一代显示出，
对知识产权的理解程度在下降，对它的批判性看法在增多。此外，受访者继续认为“精英阶层”是知
识产权的主要受益者，认为像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公民也是受益者，持这种观点的人要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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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相比于 2013 年，总体支持知识产权原则和实际做出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之间的脱钩在 2016 年更

加明显，可以看到有两种趋势。一方面，购买假冒产品的行为增多，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之中，与此同
时，由于价格和缺乏供货，对这种行为的接受度也在升高，对其产生损害的认识也在下降。
28.

但是，关于在线内容，2013 年以来合法服务的增多派上了用场，因为受访者中表示曾付费从合

法服务获取、下载或流传输版权内容的人显著增多。但这种增长尚未带来非法行为的减少。调查结果
肯定了欧洲人更愿意使用合法服务，但对所需内容缺乏合法获取的渠道时，他们会使用非法渠道。调
查结果还显示不确定增多，因为欧洲人仍然显示出，对于什么构成合法或非法这一点模糊不清。

[文件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