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全球化视野下的盗版及其执法
多媒体盗版曾经被称为“ 全球性的祸害” 、“ 国际瘟疫” 和“ 罪大恶极” ①。 但是,我们觉得最好将

它看作是一个全球性的定价问题。 多媒体产品的高价格、消费者的低收入以及廉价的数字技术三者
结合在一起,是全球多媒体盗版的主要因素。 如果说盗版在世界诸多地方无处不在,那是因为上述
三个因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存在具有普遍性。 与当地收入相比,巴西、俄罗斯或者南非这些国家一张
CD、DVD 或者微软操作系统的价格,是美国或者欧洲的 5—10 倍。 正版的多媒体产品在世界很多地
区变成了奢侈品,因此其市场份额相对较小。 业界统计数字所表明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高盗版率
( 俄罗斯软件盗版率 68% ,墨西哥音乐盗版率 82% ,印度电影盗版率 90% ) ,反映出正版市场和盗版
市场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 而且,实际差距估计比这还要大,因为这些数据可能低估了盗版的严重
程度。
承认价格的影响,则主要是从全球多媒体市场中消费者的角度而不是生产者的角度来看待盗版
问题。 盗版给国内和国际的生产商和发行商带来了一系列的损失,但它也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广泛
获取音乐、电影和计算机软件等多媒体产品提供了重要的渠道。 而后者正是我们界定新兴经济体国
家的盗版及其执法的平衡点的关键所在。 媒体文化全球化的巨大成功,并没有同时带来相应的媒体
信息获取的民主化———至少正版渠道是这样。 过去 20 年间,高收入国家的合法多媒体产品像洪水
一样泛滥,但到了世界其他地区却变成了涓涓细流,显得十分珍贵。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数字盗版的增长,一方面对媒体产品的商业模式造成了多方面的损害,

另一方面也破坏了这原本就畸形的市场平衡,为新兴经济体国家提供了以新技术为基础的价格与服
务的创新机会。 在我们看来,最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强化执法能否减少盗版并维持现有的市场结
构———我们的研究也没有得出这个结论;而在于是否有稳定的文化和商业模式存在于这些低端的媒
体市场中,进而满足数十亿的消费者。 随着媒体产品生产和发行价格的下降,生产商和发行商的竞
争更加激烈并且更加勇于创新。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通过对几个主要国家的研究,对盗版这个独
特现象提出崭新见解。
长期以来,产业团体在涉及类似问题的讨论时总是支持强化执法的观点,即降低盗版将会促使

更多的资金投向合法市场,而更多的投资将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创新,
以及扩大公众对媒体信息获取的机会。 这一逻辑也导致自 1980 年代以来知识产权成为贸易谈判的
中心议题。 但是,当我们看到上述机制在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某些经济社会背景下的运行状况时,我
们发现其他力量其实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我们认为,建立一个成功的低价商业模式所必须具备的共同要素,既不是强化打击盗版的执法
行为,也不是创造性地运用数字化发行渠道,而是现有的公司为了争夺本地客户而在价格和服务方
面开展积极的竞争。 在美国和欧洲,这种竞争在媒体产业的某些领域是存在的,因为这些领域正通
过数字发行渠道降低价格、重新塑造媒体市场。 在印度,这种价格竞争则非常普遍。 大型的本土电
影和唱片公司占据着印度市场的主导地位。 这些公司通过低廉的价格来吸引消费者。 在某些情况
下,它们所提供的正版产品的价格甚至可以和盗版竞争。 在商业软件方面,开源软件作为替代品虽
①

分别出现在 USTR (2003) , Dan Glickman of the MPAA ( Boliek 2004) , and Jack Valenti (2004) of the MP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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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市场份额不大但长期存在( 同时,Google 和其他类似免费在线服务越来越多) ,在某种程度上也制
约了软件开发商对市场的控制力。①

但是,这种情形毕竟是少数。 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市场是被跨国公司占领着。 我们
的研究发现,在这些国家,本土版权人的作用至关重要。 本国企业更倾向于通过降低生产和发行成
本来占领高收入以外人群的市场。 国内市场是他们的主要阵地,他们必须努力争夺。 相比之下,跨
国公司在这些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定价却呈现出与此完全不同的两个目标定位:(1) 保护作为他们主
要利润来源的高收入国家的定价机制;(2) 当本地收入逐渐增长时,保持在新兴市场国家的主导地
位。 跨国公司的这种策略实际上是一种全球市场利润最大化的策略,而不是某个国家国内市场的利
润最大化。 这种不同的定价策略,实际上已经排除了在中低收入国家市场上出现真正的价格竞争。
除极个别情形外,跨国公司从未改变他们在新兴市场国家的“ 高价格、小市场” 的共同模式,因为没
必要改变。
近十年来,这种定价模式所呈现出来的主要缺点是:技术价格的下降远远高于公众收入的增长,
于是出现更为广泛的数字媒体消费基础,然而占据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来回应
这个新兴的消费群体。 在我们看来,在分析全球多媒体市场和盗版之间的关系时,需要考虑的主要
框架因素应该是快速的技术扩散而不是缓慢的收入增长。 我们认为,媒体产业要么要学会如何争夺
低端市场,要么就继续努力去解决低价的盗版产品和高价的正版产品之间的巨大差距所导致的市场
分裂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现状对于跨国公司主导的媒体产业的许多部门来说仍然可行。 过去

10 年间,软件、DVD 以及电影的票房收入在中等收入的国家中已经明显上升,在某些领域甚至是急
速上升。 CD 的销售量虽然下降,但是包括表演在内的音乐产业却是呈现上升势头。

价格的重要性虽然非常明显,但是没有引起相关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在盗版问题上,国际和国

内政策讨论所涉及的范围相当狭窄。 正版媒体产业的经济结构几乎没有被讨论过。 相反,政策讨论
的主要内容多集中在执法方面。 例如,如何加强警察的权力、加快司法程序、增加刑罚力度,以及扩
大对互联网领域盗版的监督和惩罚等。 虽然媒体产业的很多部门经常从市场的角度提出新的对策
建议,有的公司甚至开始调节自身以适应数字媒介环境,但是我们仍很难看到这些对策建议对政府
知识产权政策有什么影响, 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政策。 而美国贸易政策一向是主导知识产权执法
国际对话的主要平台。
我们认为,对盗版问题的狭隘认识将对利益各方都产生负面影响,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消费
者,以及发起全球执法讨论的版权业界。 如果不从更为广泛的角度考虑盗版问题产生的结构性原
因,而仅仅强化版权执法,最终只会增加社会成本。 当美国、欧盟和一部分其他国家推出各国国内和
国际的知识产权执法的新建议, 例如《 反仿冒贸易协议》 ( 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以下简
称“ ACTA” ) 时,我国徒增的社会成本将更大。

这些局限性的具体表现就是,我们几乎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当前强化执法的努力对盗版

产品的供给有任何影响。 相反,我们发现过去十年间虽然出台了诸多政策措施,盗版产品却越来越
多。 我们认为盗版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上文所提及的高价格、低收入、技术扩散,以及消费模式和文化
的改变等外部因素。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争论并没有讨论强化版权执法的最终目的。 不管是针对网络盗版的“ 三
①

产业和贸易代表将诸多这些类似的因素认定为是外国公司“ 进入市场的障碍” ,而经常忽视一旦这些国际公司进入就可能

快速垄断市场。 这些问题有时已成为国际文化政策争论的焦点。 当前,这些争论主要集中在中国控制文化产品的进口以确保本国
的国有公司的市场控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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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出局” 法,还是针对物理盗版的强化警力监督,这些执法措施到底如何遏制盗版。 现有讨论所涉及
的长远目标就是希望通过一定时间的教育来塑造“ 知识产权文化” 。 但是,我们的研究以及其他相关
的消费者调查,都没有发现这种文化出现的迹象。 同样,关于扩大刑事责任、强化执法或增加公共投
资的成功标准及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业界人士试图明确提出令人信服的说
法。 在关于盗版的争论中,过度的道德说教因素增加了折衷解决问题的难度。
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关于强化版权执法的讨论并没有和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广泛问题联系
起来,即如何使人民更加富裕、如何扩大公众获取多媒体产品的机会、如何建立正版的文化市场等。
这些问题也是促使我们开展本研究的主要原因。 我们已经看到,在媒体产品的公众获取和媒体市场
合法化的矛盾中,核心问题并不是强化执法,而是如何在被盗版占领的大众市场中促进低端市场的
竞争。 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即高价位正版( 如一张 15 美元的 DVD,12 美元的 CD 以及一张 150 美
元的微软办公软件) 是不可能作为法律解决盗版问题的基础的。 实际上我们发现业界本身也有很多
人支持这种观点。 我们最终要面临的,并不是媒体市场的高盗版率或低盗版率,而是在高盗版 / 高价
格市场和高盗版 / 低价格市场之间的选择。 那么在制定公共政策方面,我们认为,主要问题是如何有
效地从高价格模式转向低价格模式。 至于执法,其主要的功能应该是在不阻碍这种转变的前提下保
护正版市场。

本媒体盗版研究项目于 2007 年启动,主要的目的在于通过开放的对话来探讨上述的问题。 实

质上,这个研究项目主要内容是关于新兴经济体国家音乐、电影和软件的盗版情况,以及国际、国内
打击这些盗版的执法行为。① 本研究报告主要考察了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这几个国家。 这些地
区既是反盗版的主战场,也是在国际政策制定过程中经常与美国和欧盟抗衡的国家。 同时,报告里
面还包含相对较短的关于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的研究报告,主要参考了一些与本项目相关的学者的
论著。
从广义上讲,本报告提供了了解新兴经济体中数字技术整合状况的窗口,因为盗版和手机一直

被认为是数字整合技术的主要应用。 本报告分析了 15 年来光盘取代盒式录像带、家庭小作坊取代
大规模工业生产过程中所出现的光盘盗版的情况。 同时,探寻了以因特网为基础的服务和其他大规
模文件共享技术给媒体发行所带来的第一次真正挑战。 此外,本报告还从突击性的街头搜查执法、
业界与政府间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的执法,以及业界通过发布盗版报告和政策游说等措施推进政府执
法等方面,分析了反盗版的执法体制和执法实践。 最后,本报告还探讨了消费者需求及消费者行为
的变化,其中包括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民众对加强版权执法的努力一直采取的冷漠或敌视的态度。
本报告包含九章:关于盗版和执法的概述;知识产权治理的国际政治概述;南非、俄罗斯、巴西、
墨西哥、玻利维亚和印度等国的研究报告。 最后结论一章则主要是通过分析国际图书市场的历史,
讨论如何处理当前盗版商和文化生产者之间的关系。

本报告是 9 个国家 35 名研究人员历时 3 年的研究成果。 当然,还有众多的可能连名字都并没

有出现在本研究中的资料提供者、读者以及评阅者。 他们对本研究报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报告
后面附有相对较长但并不完整的对本研究做出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的名单。
福特基金会和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资助,保证了《 新兴经济体多媒体盗版》 这一研究项目
得以顺利开展。
①

由于我们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数字传输领域,因此本报告对当前的图书盗版仅做了一个简单地介绍。 当前在许多国家,图

书盗版主要集中在教材市场,但在这个领域数字发行和数字消费并没有被广泛采用。 然而,随着全球范围内笔记本电脑和电子阅读
器的增长,这些情况可能很快就会改变。 届时,有关书籍的盗版就是本研究下一步需要讨论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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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重新认识盗版

Joe Karaganis

参与撰稿人:Jaewon Chung、Sam Howard-Spink、Nathaniel Poor、 Emmanuel Neisa、Jinying Li

引言
我们对盗版的了解往往来自业界协会赞助的研究报告,这是大有缘由的。 在过去的 20 年间,美

国软件、电影与音乐行业协会资助了大量的关于全球盗版问题的研究,但大部分的主题与其协会自
身相关。 尽管盗版无处不在,但是尚未有独立的研究机构对盗版问题开展全面研究。 过去 10 年,除
了少数有关文件共享盗版问题的研究外,有关盗版问题的实证研究论著非常少,涉及的范围也相当
窄。 此外,有相同研究旨趣的机构也不多。 因此,我们在 2006 年展开这个项目的初期,大部分的工
作就是招募研究机构和人员。

现在我们的团体虽然有所扩大,但相对而言,仍然无法与有着全球性持久关注度的行业协会相
比拟。 更何况那些通过游说和媒体宣传形式,扩大它在公众和政策讨论中曝光率的专项型行业研究
协会。
但是,行业协会研究往往故意遮掩一些有关盗版问题的争议。 我们的研究并不是想替代行业协
会研究,而是提供一个更广的理论架构来理解盗版与经济发展,媒体经济变化之间的关系。 这一视
角意味着我们不应局限于关注如何计算版权人的损失,更要评估盗版更广的社会角色及其影响。 为
此,本文提供基础来重新思考行业研究已提出但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即盗版在文化市场和更大层
面上的媒体生态系统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它满足了消费者的哪些需求? 有多少盗版存在? 损失是
哪些? 执法效力如何? 软件、音乐和电影产业所受到的盗版侵害及其打击盗版的策略有什么不同?
教育是否是反盗版活动的一个有意义的策略? 有组织的犯罪( 或恐怖主义) 在网络盗版中起到什么
作用? 由于这些问题提供了从更广层面讨论盗版及随后个案研究的基础,因此也是本章所要论述的
内容。
全球性因素,包括从跨国定价策略,到国际贸易协议,再到技术扩散浪潮所带来的文化经济的转
型等,给我们提供了诸多的答案。 但是,盗版组织形式和执法的政治考量都明显受到地方性因素的
影响。 这些因素包括各国国内版权产业的力量、非正规经济的结构和角色,以及不同的司法和执法
传统等。 在我们看来,本报告最主要的原创性贡献在于它探讨了这些因素的差异,以及这些因素对
他们各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生活的影响。

什么是盗版?
我们用“ 盗版” 这一词来描述无处不在并且日益增加的超出版权法允 许 范 围 的 数 字 复 制 行

为———如果采用版权业关于在线音乐盗版的统计作为一个指标,那么意味着高达 95% 的数字音乐都
是盗版的( IFPI2006) 。 我们是故意这么说的。 盗版从没有一个稳定的法律定义,而且最好将它理解
5

本章内容

为一个与执法讨论相关的产物,而不是对一个特定
行为的描述。① 这个术语不仅本身模糊,而且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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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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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模糊使用。 这些没有支付报酬的行为所涵盖的

行业研究的利与弊

范围相当广泛,包括从明显违法的行为( 例如,以销

不同类型的无偿使用行为的关键区别上,通常被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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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在驱动数据游戏?

11

究竟存在多少盗版?

售为目的的具有商业规模的非法复制) ,到对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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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包括哪些?

统上并不触及执法的广泛的民 间 个 人 复 制 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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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例子。 正如美国唱片工业协会( Recording In-

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 RIAA” ) 近来所指出

的,盗版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 过于良性” 的词汇,
以至于 不 能 概 括 它 所 带 来 的 全 方 位 损 害 ( RIAA

2010) 。

因此,我们想借用孙达拉姆( Sundaram’s,2007)

对盗版更为微妙和更具包容性 的 定 义, 来 避 免 对
“ 复制文化” 探究时的道德判断。 一个人的盗版经
常是他人的市场机会,而如何界定这两者间的界线
则是政治和社会博弈的问题。 版权历史( 在过去 20

①

这个词的最初起源要追寻到 17 世纪,这点可以参考 Johns(2010) 的论述。 本报告在最后一章也分析了盗版这个词的历史。

该词在国际知识产权条约( 例如影响较广的 TRIPS 协议) 中也有较新的定义。 根据 TRIPS 协议的规定,盗版是指侵权著作权和相关
权( 例如,表演权、录像制作者权以及广播组织者权)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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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得到了广泛的关注①)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破坏性市场创新进行斗争( 以至合作) 的历史,而且常
与新技术的出现相关。 尽管有些现象在现时环境下具有新颖性,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在既有的市场
主体、盗版市场和游离两者间的新合法参与者之间,存在着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 在这点上,任何人
只要拥有一个 iPod,都可以熟知其现在的模式。

我们还需要对盗版这一术语做深入的考究。 根据 19 世纪末缔结的《 伯尔尼公约》 和《 巴黎公

约》 ,国内和国际法律规范借鉴了( 有时是广义上的借鉴) 版权侵权和商标侵权的区别,对盗版和假
冒做了区分。 传统来说,图书面临的是盗版,而其他具有商标的产品面临的是被假冒。 盗版产品的
价值在于其复制了作品的内容表达形式,而不是复制每一页的内容或封面。 相反,假冒产品的价值
在于其与价值较高的知名商品具有相似性。 一般来说,这两种形式的复制共同点在于,都是生产和
传播的一种模式。 它们都需要工业规模的生产,都需要依赖隐蔽的流通网络,而且经常涉及跨境走
私。 它们往往会在海关的检查中被截获。

术语缩写
ACTA: 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反假冒贸易协议

APCM: ( Brazil) Associação Anti-Pirataria de Cinema e Música ( 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es and Music) :( 巴西) 电影音乐保护协会

BASCAP: Business Coalition to Stop Counterfeiting and Piracy 制止假冒和盗版商业联盟
BSA: 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商业软件联盟

ESA: Entertainment Software Association:娱乐软件联盟

GAO:( 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

ICC: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国际商会

IDC: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国际数据资讯公司

IFPI: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onographic Industry:国际唱片协会
IIPA: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liance:国际知识产权联盟
IP: 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

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网络服务提供商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技术

MPAA: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美国电影协会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P2P:peer-to-peer:点对点

PRO-IP Act:Prioritizing Resources and Organization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ct《 优化知识产权资源和机构法案》
RIAA: 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美国唱片工业协会

TRIPS: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USTR: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VCD: video compact disc:视频光盘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贸易组织

WIPO: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①

(1993) 。

关于 1990 年代版权兴起的第一次浪潮的历史研究可以主要参阅 Goldstein (1994) , Woodmansee and Jaszi (1993) , and 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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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共同点进而导致在某种程度上,立法和执法领域经常将这两者看作同一情形。 但是两者在
实践上的区别是日益增加的。 数字文化复制品的工业规模生产和跨境走私正在急剧减少。 边境执
法和有组织犯罪与文化产品复制越来越不相关。 现在,将假冒和盗版混淆在一起,往往并不是因为
它们有相似的背景或政策解决方案。 在我们看来,这样做的目的更多是为了突显版权侵权所造成的
危害程度。 尤其是将版权侵权的危害和假冒伪劣产品所带来的健康安全危害,以及毒品、武器和人
口交易所产生的社会代价联系起来。 现有的研究和政策制定将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行为放在一起,影
响了我们对其中任何一种的深入了解。 因此,我们必须将两者分开进行研究。

行业研究的利与弊
尽管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但我们看到一个经验老到的产业研究系统,为了政治游说的目的经常

不尊重事实。 近 几 年 来, 美 国 唱 片 工 业 协 会 ( RIAA) 、 美 国 电 影 协 会 ( MPAA) 和 商 业 软 件 联 盟
( BSA) 等产业协会对盗版的报告常常漏洞百出、报道数据明显失实,以至于对它们的批评之声不绝
于耳。 比如,商业软件联盟对软件盗版损失的年度预测远远高于其他行业———2009 年竟为 510 亿美
元。 这是典型的人为制造过高数据,对盗版损失的评估方法有明显问题。① 同样,广为流传的盗版导
致每年 75 万人失业以及 200 亿美元损失的数据,也被证明是没有依据的。 因为它的来源竟然是几
十年前对盗版和假冒产品的整体影响估测( Sanchez 2008; GAO 2010) 。②

因为政治游说需要证据,制造吸引眼球的数据不可避免。 但在盗版研究领域,这种哗众取宠的

数据模式淹没了其他更为谨慎的产业研究,也忽视了产业研究工作的核心假设及研究方法的多样
性。 一些主要的产业团体———尤其是 IFPI、ESA———并没有在每年的年度报告中估算盗版给产业带
来的具体经济损失,而仅仅是强调盗版销售的街头黑市价。 在这种模式下,一张在街头卖 2 美元的
盗版 CD 就应该按 2 美元计算,而不是 12 美元。 而且,消费者调查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早期以“ 供给
方” 为基准、依靠销售数据来计算市场流通的盗版产品数量的方式。 早期的这些方法结合本地产业
代表和执法官员的观点,作出定性分析,加强了我们对光盘盗版的认识。 但是在估算盗版率和损失
方面,这些方法充其量只能当作“ 最好假设” ,而不是严谨的定量分析。 随着媒体盗版的途径超出了

光盘零售模式,这种统计方法很快就要过时了。③ 这种主观估算数据的方法在 2004 年走到了尽头。
这一年美国电影协会推出了精心设计的多国消费者调查方法,以调查一部电影在版权保护期内不同
的发行窗口的不同盗版方式。 美国电影协会在这个调查过程中放弃了盗版和销售损失之间具有一
一对应的关系的假设,而是采用更为复杂的“ 替代效应” 估算方式,统计电影放映期间不同类型和不
同时期的盗版情况。
一些版权产业团体在探索如何分析光盘盗版向在线盗版转变的同时,已经停止了将不同类型的

盗版糅合在一起的做法。 娱乐软件联盟 ( ESA) 在 2007 年进行了最后一次消费者调查,目前正准备
发布通过新的在线监测方式获得的结果。 美国电影协会 ( MPAA) 在 2005 年采用了消费者调查的方
法在 22 个国家展开大规模的盗版情况研究,但是高昂的成本( 涉及 25000 名消费者的调查) 使得后
①

本章后面将做更为详细的讨论。 2010 年,BSA 不再将这些数据称之为“ 损失” ,而是仅仅称之为盗版软件的“ 商业价值” 。

③

MPAA 在“ 高盗版率” 国家( 例如俄罗斯和巴西) 所采用的以供给方为统计基准的方法,其相关数据的统计基础也不可靠。

②

根据产业内部消息,这些数据只在主要美国商会和政府官员中间流传,而没有被版权产业组织采用。

MPAA 认为,市场流通中的盗版数量等于一个国家的光盘企业的总生产能力减去这个国家已知的许可复制品的数量。 IFPF 的代表
曾指出,较为合理的计算标准应该是采用总生产能力的 60%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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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研究没有继续跟上。 软件商业联盟( BSA) 对计算机软件盗版率的统计,就它自身而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其可靠性在行业内独一无二,这与它长久以来非常夸张的盗版损失统计形成鲜明
对比。 国际知识产权联盟 ( IIPA) 则一直坚持发布关于各个被调查国家的详细定性报告和法律分
析,作为其提交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 USTR) 的《 特别 301 报告》 的一部分。 总体而言,行业统计
记录是有一定意义的,可以说,也在进步中。
虽然上述的所有研究努力最初都是为了行业政策游说,但是也不是简单服从于这一目的。 产业
研究报告在形成过程中会面临着诸多压力,包括资助方要求研究应该帮助他们更好把握其所从事的
媒体市场的变化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这些研究机构仍然有保持更大自主性的内在压力,主
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 盗版研究与资助企业的市场研究需求相重合。 这些企业在诸多情况下更感兴趣的是消费者
行为的分析而不是强化反对盗版的道德教育。 例如,RIAA 虽然经常起诉文件共享行为人,但它在美
国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音乐消费行为的变化。 RIAA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在美国国内的研究,
并不关注对盗版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的测算。
• 来自研究机构内部的对于创新方法和提高研究质量的压力。 富有经验的专业研究人员( 有
的甚至超过 20 年的研究盗版经验) 面对媒体盗版向数字化转变的挑战,会把主要精力放在方法上创
新,进而重构过去 5 年来的行业研究战略。①
• 过分夸大盗版形势已经不再吃香。 基于互联网的公共领域逐渐兴起,产业界已经不能够完
全操纵其研究报告的代表性和可接受性。 产业界的研究现在只是关于盗版的广泛争论的一部分,争
论的内容包括盗版的范围和影响,以及未来的媒体经济模式。 在我们看来,由于缺乏行业透明性,并
倾向于代表资助者的立场,产业界研究的声誉受到极大的损害。 因此,加强业界研究的独立性、透明
度和对话性,对产业本身的利益也至关重要。
这种情况下,研究结论的可信性就取决于透明度。 主要行业协会发布的研究报告通常只描述研
究方法,很少说明研究的理论假设、手段及数据。 例如, 我们很难评估 BSA 有关软件盗版率的研究
结论, 因为我们并不了解它所采用的计算模型中的关键性因素,如一个国家的计算机总数估算、软
件的平均价格,或者每个电脑上平均安装的不同软件等。 同样,如果不知道调查问卷中的内容以及
他们如何处理一些关键的变量( 例如,盗版产品和合法销售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影响,这一变量是讨论
盗版净影响的核心) ,我们也不可能评价 MPAA 对盗版状况的阐述。 IFIP 虽然从它的各地附属机构
汇集消费者调查结果,但是各个分支机构对如何开展调查研究有自己的规则。 对于调研者和外人而
言,没有一个整体模板可以明确说明 IFPI 如何汇聚处理这些不同下属机构的研究结果。
每一份研究报告都存在自身的秘密之处,包括背后数据,以及决定方法和结论的理论假设。 在
这些方面进行保密的主要理由在于这些信息可能涉及敏感的商业信息。 不可否认,某些信息,特别
是销售方面的数据,在某些部门是作为商业秘密看待的。 但是难以解释的是,为什么整个业界团体

①

例如,MPAA 在 2008 年最初发布的在校学生盗版的数据比后来得出的数据高出了 3 倍。 MPAA 的初步调查报告认为美国

国内 44% 的盗版发生在大学校园。 但是,后来的报告修订版却指出只有 15% 。 批评者认为,80% 的大学生并没有住在校园,因此大

约只有 3% 的盗版发生在校园网。 尽管最初报告存在如此大问题,但是仍被被用来支撑《 大学的机会和负担法案(2008) 》 ( College

Opportunity and Affordability Act of 2008) 中有关反盗版条款的正当性,特别是导致大学校园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引入反盗版间谍软件,
而且在接到权利人的侵权通知时终止相关用户的接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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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不愿意公开他们的工作。① 这正是私立的文化研究咨询机构和学术性或科学性的学术研究机构
的关键区别,因为后者的信誉建立在其透明性和可重复性。 我们还注意到,这种做法也偏离了政府
为支撑其政策制定而提出的日渐增高的证据标准的要求。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有关美国
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证据标准及其《 特别 301 报告》 的制定过程部分加以论述。 在过去的 20 年,美国
贸易代表办公室是行业研究的主要读者。

我们认为,在过分夸大事实已经严重损害业界研究机构的可信度的情况下,这种保密的方式只
会产生副作用。 版权产业不能再从他人的质疑中获益。 为此,公开和披露产业诉求背后的研究细节
是必要的回应。 这一点也是我们接触到的业界研究人员的共识。 他们都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
他们对盗版研究的困难和方法的局限性非常坦率,也愿意改变现状。 在我们看来,现在已经到了重
新塑造业界研究文化和政策制定过程的时候了。

是什么在驱动数据游戏?
版权产业投资盗版研究,是在 1980 年代后期至 1990 年代间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活动与知识产

权相关而出现的。 这一期间的标志性事件就是 1988 年美国联邦贸易代表办公室的“ 特别 301” 程序
的建立以及 1994 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 “ 特别 301” 程序给版权产业提供了控诉被察觉到的知识
产权立法和执法不力的其他国家的正式渠道。 国际知识产权联盟作为一个版权产业协会组织成立
于 1984 年,其主要目的就是推动强化全球范围内的知识产权保护,现在已经演变成连接业界研究机

构和“ 特别 301” 程序的中介。 到 1990 年代初期,每年一度的《 特别 301 报告》 至少在版权保护方面,
已成为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发布侵权调查结论和政策建议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成为将版权产业的观点
转变成美国官方贸易态度的主要渠道。 近 20 年来,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某
些关键领域方面已经结成一个共同体,产业研究和政策制定双管齐下。

在“ 特别 301” 程序启动之后,业界的研究开始走向全球化。 “ 特别 301” 程序要求必须有相关

的研究以支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建议,因此版权产业开始鼓动支持这方面的研究。 这些研究的
开展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商业网络以及产业协会所控制的本地下属机构。 代表好莱坞电影业
的美国电影协会和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唱片协会,拥有最具影响的国际组织网络,在很多国家都有
本地的下属机构或者合作伙伴。 商业软件联盟成立于 1988 年并且迅速建立起自己广泛的分支机构
网络。 娱乐版权联盟成立于 1994 年,尽管其国际分支网络较少,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 2000 年
代中期之间,每年都发布 10—12 个国家的研究报告。

国际知识产权联盟( IIPA) 的报告往往把重点放在执法工作进展的定性分析上,并经常对法制和

行政改革提出建议。 他们往往通过详细分析其他国家前一年在知识产权立法、执法和行政管理领域
的成绩和不足,来作为评估这些国家在反对盗版方面的成绩、诚意甚至是退步的指标。 国际知识产
权联盟从一开始还引入了盗版的两个定量的基准指标,这两个指标在后来政策制定的辩论中起到相
当重要的地位。 其分别是:(1) 评估不同国家市场的盗版率;(2) 评估美国产业在这些国家的市场
所遭受到的经济损失。 这些数据一直在《 特别 301 报告》 中在提要部分就凸现出来,并且经常作为更
①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看到一小部分研究同时公开了其数据和研究方法,尽管他们所依赖的部分数据和方法是来源于其他研

究而显得有点欠缺。 相关的研究如 Ernst & Young ( USIBC / Ernst & Young 2008 ) , Strategy One ( BASCAP / StrategyOne 2009 ) , and

TERA Consultants ( BASCAP / TERA Consultants 2010) 。 上述这些研究都是由国际商会资助,所以最终采用这种公开的标准。 版权产
业团体所发布的研究报告没有一个有做类似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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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泛的有关版权立法和执法辩论的数据使用。 这些数据还成为很多方法来源各不相同的各种业
界研究的共同依据,为这些缺乏研究根据的损失统计数字提供了一个持续可信的假象。 比如,虽然
IFPI 觉得难以得出损失数据的结论,依赖同一数据的 RIAA 却把计算损失作为监督盗版严重国家的
重要举措。 ESA 虽然在自己发布的报告中避免谈及损失的问题,① 它对盗版市场销售的估计数据
(2007 年约为 30 亿美元) 却进入了 IIPA 研究报告中关于工业损失的图表。

究竟存在多少盗版?
我们自己并没有对盗版率进行评估。 盗版在发展中国家是非常普遍的,因此我们认为提出一个
精确的统计数据不仅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没有实质性意义。 虽然我们在很多情况下怀疑业界采用
的研究方法和对盗版的定义的可信度,但我们认为国际知识产权联盟所引用的数据至少在某种程度
上是合理的,甚至有可能低估了盗版产品的实际泛滥程度。 实业界人士普遍也是这个观点。
在我们看来,相关的数据尤其低估了发达国家的盗版率,因为这些国家在数字传播、存储和多媒
体文档共享方面的盗版率在近几年有爆发性发展。 我们看到媒体市场诸多部门( 软件部分例外) 并
没有明确策略以测算这种更为广泛的文化产品复制行为。 所有行业协会尽管在网络上———包括但
不限于 P2P( 对等互联网络技术) ———进行了大量的在线跟踪和监测,但是没有考虑到现在数字文档
共享渠道的多样性。 P2P 服务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当前在所有的文件共享渠道中所占的份额逐
渐减小。 越来越多的 P2P 被 RapidShare 或 Megaupload 这样的“ 文件柜” 存储网站或者未经授权的流
媒体服务或者 TB 大小的便携式硬盘所替代。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研究详细探索这一不断发

展的高端个人媒介生态系统。 曾经被美国电影协会和 IFPF 用来跟踪不同发行渠道的消费者调查,
现在已经难以应对规模庞大到连消费者都难以进行有效管理的媒体存储问题。 以云计算为基础的
媒体服务的出现,及其与本地存储服务的结合,将加快降低个人存储行为。

在过去的 4 到 5 年间,行业研究已迎接上述变化带来的挑战。 他们在研究方法方面开始从以销

售方或者生产方作为观察基点转向以消费者调查作为观察基点,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盗版形式从光
盘转向光盘和在线下载混合存在的情形。 特别是在电影领域,他们正在研究如何采用更好的模式,
来研究消费者如何应对电影产业在各个发行渠道的复杂的窗口策略,从电影院到按次付费、DVD 发
行、商业广播再到在线下载。 这种将工作重心转向在线监测的现象,从另一侧面表明,在美国和西欧
这些高价值市场,以光盘为媒介进行的盗版越来越少, 零售层面的盗版已经基本消失,非正式的黑
市交易也大量减少。 2007 年,娱乐版权联盟成为第一个明确宣布光盘盗版不再值得跟踪的行业组
织。 在国际知识产权联盟 2009 年提交的《 特别 301 报告》 中首次采用新的在线监测工具。

尽管版权产业在相关出版物中都采用确定的语气阐明盗版问题,但是我们所访谈的一些行业研

究人员却对他们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精确计算盗版率或者盗版损失表现出相当谨慎的态度。 越
来越多的行业研究人员及其代表,更喜欢用概括性的术语而不是精确的数据来描述盗版的程度。 美
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自身也开始采用上述的方法,并且在其《 特别 301 报告》 中部不再以大标题的方式
突出不同国家的盗版率或盗版带来的损失。

实际上,其他鼓励更加独立的研究机构来验证行业研究结论的努力也是存在问题的。 国际商会

(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 ) 曾资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 开展《 盗版和假冒对经济的影响》 的研究。 但经济合作与发
①

虽然没有但并不意味着现在没有,可浏览其网站:http: / / www. theesa. com / policy / antipiracy_faq. 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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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组织 2007 年发布的相关研究报告却不仅引用行业研究的有关损失数据来证明盗版的主要经济危
害,而且还得出“ 就整体而言,有多少产品被假冒和盗版是不清楚的,而且似乎也没有任何可接受的
方法可以被用来测算整体的损失” 的结论。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随后 2009 年发布的《 数字内容盗
版》 报告中,就将研究范围缩小至特定的产品或者发行渠道,而且对盗版的范围也采用定性的表述方
式。 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 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 )2010 年 3 月发布的关于盗版
导致损失的报告,也采取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做法,重申“ 同意” 有关损失的数据,但不明确支
持这些数据的结论或方法。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 执
法咨询委员会在 2009 年 11 月召开的会议上, 花了 3 天时间讨论盗版评估所需要开展的进一步
研究。

在我们看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谨慎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夸
大盗版数据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行业协会现在已经难以将其主张灌输给相对独立的研究机构,
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让其研究变得更加透明。 这是一种政治收益递减的表现。 但是迄今为止,正如
大家所说的,这种收益还是相当可观的。 我们所采访的大量业界代表和研究人员均能坦然承认他们
研究结果的不确定性,因为他们仍然享受着早期不可争议的权威带来的好处。 正如几个访谈代表所
指出的,巨大盗版损失的说法早已确立起来。
由于缺乏新的数据,我们难以清楚描述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某个时期在盗版执法方面是进步还

是退步。 因此,通常的做法是———几个研究已经采用的( Thallam 2008; Varian 2004) ———认为国际
盗版率与更大范围内的经济社会发展( 如人均 GDP) 呈现出松散型的反比例关系。
表 1. 1

俄罗斯
巴西
印度
美国
英国

最新行业盗版引证比率( 占市场百分比)

软件 ∗

电影

音乐

游戏 ∗∗

67

81

58

79

65

29

55

89

56
20
27

22
7

19

48
—
8

个人电脑的游戏盗版是根据 BSA( 商业软件联盟) 的软件盗版率数据制作.
ESA( 娱乐软件联盟) 关于软件盗版率的统计包括单机版和其他形式
∗∗∗
MPAA( 美国电影协会) 的数据 ( 最新的 Moser Baer 统计)
来源: 作者根据 BSA / IDC (2010b) , IIPA (2010a) , MPAA (2005) 及其他访谈数据整理所得
∗

91
—
—

∗∗

鉴于大多数的媒体产品是相对统一的全球定价,因此盗版与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松散型的相关

性并不需要大惊小怪———因为进入媒体市场的第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收入。 当然,这里也没有一个
一般的理论假设,即这些国家并不一定随着他们高收入消费者的增加自然会从高盗版率的现状中走
出来,进而合法的市场排挤非法市场。 然而,除了盗版与经济发展呈现出反比例的整体趋势外,我们
想就每一年的盗版和执法措施之间的因果关系画一条更加精确的曲线是非常困难的。 行业研究方
法并没有提供反映这一具体层面变化的可靠评估。 我们认为,盗版规模的变化更为主要的是受到技
术———从 1990 年代 CD 和 VCD 的出现到 2000 年代早期的 DVD,再到最近的宽带因特网接入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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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变迁的影响。 例如,以电影盗版业为例,随着中国 2003—2004 ① 年大
量廉价的 DVD 播放机和刻录机投入市场,盗版 DVD 的供给和需求都增加,因此相应的盗版市场就
发生了变化。 这些 DVD 播放机往往能够播放 MP3 或者 MP4 以及其他数字格式的内容,这样又创造
了下一波数字发行渠道的基础。 在我们看来,执法措施与这些更大的结构性因素相比,所起的作用
是较小的。

我们对商业软件联盟( BSA) 相对较为完善的测量盗版率的方法也持保留态度,因为其通过该方

法非常精确地统计到每一年盗版数据的变化。 商业软件联盟的研究主要依赖相对规模小而且稳定
的( 因此经常可以预测) 平均每台电脑安装的应用套装软件( 即所谓的“ 平均软件安装包” ) ———也称
为 ASL———的数量。 平均软件安装包使得商业软件联盟可以测算一个国家总的电脑软件安装量,并
且将其与合法的销售软件量相比较,两者之间的数量差就是盗版软件的数量。 这种模式无法在音乐
或电影中使用,因为这两个领域个人收藏的数量总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 这种模式虽然从原理上来
说是较为可靠的,但是它也仍然需要复杂的数据输入,而商业软件联盟的研究执行方国际数据咨询
公司(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DC” ) 却不愿意公开相关的数据。 由于不同国家具体的电脑使
用数量难以估算,因此经常可以看到除美国和欧洲外,商业软件联盟有关其他地区的零售市场盗版
软件的统计数据经常存在出入。 以俄罗斯为例,商业软件联盟特别指出该国盗版率在 2005 到 2009

年间下降了 16% ,并据此认为俄罗斯的执法策略是有效的。 然而,我们却无法独立重复验证这个
数据。

损失包括哪些?
由于行业盗版研究报告的主要受众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国会,因此诸多行业研究均把
重点放在评估盗版给美国带来的损失,而鲜有关注其对与美国不相关的业务或者其他国家的经济所
带来的损失。 尽管关于美国损失的计算涉及遍布全球各个角落的各个行业分支机构并从中获得相
应的数据,但是很少有独立性的研究报告评估盗版对当地经济的影响。 除少数例外,本地的行业协
会也很少超出上述的研究框架开展相应的研究。

然而,在过去 3—4 年间,一些国际性的组织已经开始通过估算各国国内盗版经济损失数据以披

露当地反盗版的进展情况。 特别是 BSA( 商业软件联盟) ,已经开始引入国内经济损失的概念。 当
然,商业软件联盟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其引入的这一概念不可避免地要和非法复制美国生产的软件
联系起来。 基于同样的原因,在一些出现了国内明显利益相关者的国家中,政府和行业协会开始共
同努力提高其研究能力,以便更好地把握执法议题的证据基础。 最近,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和中国
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开始了一些研究工作,其中有些内容与美国行业研究报告的描述存在着较大的
差距。② 我们从地方产业和政府资源方面所获得的一些信息也表明,他们越来越认识到相关的研究
在制定执法条款的辩论中的重要作用。 很显然,贸易谈判优势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谁提出主
①

“ 在 2000 年,中国生产了 350 万台 DVD 播放机,其中有 200 万台由于出口。 到 2003 年,中国 DVD 播放机产量已经达到

7000 万台( 占到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三) ,其中 500 万是在本国销售” ( Linden,2004) 。 到 2006 年,DVD 播放机的总产量达到 1. 72 亿
台,其中大概只有 1900 万台是在本国销售。 ( CCID Consulting 2008) .
②

例如,在中国发布的《2008 中国软件盗版率调查报告》 在某种程度上很明显将调研重心从统计整体的盗版率转向关注更大

范围的黑市市场的盗版软件价值。 根据该报告的结论,2008 年中国盗版软件市场收入仅占到整个软件市场销售收入的 15% ,而不
是 BSA2009 年所指出的占到整个软件市场 80% 的份额。 而且,该报告还指出,2008 年操作系统软件的盗版率从 2006 年的 68% 降低
到了 29% 。 (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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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以及反驳对方主张的证据基础。
迄今,这些国家的言论至多也只是对全球盗版损失快速上升的这一主题产生了些不同的意见而

已。 要知道,几乎在过去 10 年里,这一主题的话语权是属于商业软件联盟的。 2010 年,商业软件联
盟在其报告中指出,盗版软件的损失幅度大大超过其他版权产业,并进而主导有关盗版对经济影响
的讨论。 2003 年,商业软件联盟声称全球范围内因盗版而导致的损失为 290 亿美元。① 但到 2008

年,其就声称该损失已达到 530 亿美元。 商业软件联盟将损失增加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新兴经济体国
家个人电脑的快速增长。 例如,他们认为俄罗斯 2003 年至 2008 年每年平均的软件盗版率约为

50% ,并进而估算俄罗斯的软件盗版所导致的损失从 2003 年的 11 亿美元上升到 2008 年的 42 亿美
元。 尽管如此,自 2003 年启动本轮研究以来,商业软件联盟认为这段期间全球整体盗版率大概维持
在 40% 左右。 商业软件联盟认为这一数据之所以能够维持相对的稳定,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盗版
率在下降,抵消了其他地区的增加。

美国电影协会在去年报告中声称,美国电影制片业 2005 年因盗版而导致的损失为 61 亿美元。

紧接着,美国唱片工业协会也声称,美国唱片公司因盗版而导致的全球范围内的损失为 50 亿美元。
娱乐软件则采用相对较为间接的方式,声称 2007 年的黑市盗版游戏软件的总价值大约为 30 亿美元
( 这个数据不包括网络下载,而且他如果采用零售价值的计算方式将非常可能接近商业软件联盟的
统计数据) 。

工业化大国和中等收入的国家在盗版损失排名方面基本上都比较靠前。 2008 年在软件盗版损

失方面俄罗斯为 42 亿美元,稍低于中国的 66 亿美元。 美国自身则达到 91 亿美元。 巴西为 16. 4 亿
美元,大约比俄罗斯低 25 亿美元。②,根据美国电影协会 2005 年的报告,美国因电影盗版所导致的损
失首当其冲,损失为 12 亿美元;墨西哥排名第二,为 4. 8 亿美元( 排名三至六的国家分别为英国、法
国、俄罗斯、西班牙) 。 这些高收入的国家通常排名较高反映出其较大的国内市场。 因此即使相对较
低的盗版率也仍然可以导致较大的损失。

然而,直接损失仅仅是对话的开始。 近来的研究已经开始计算盗版给依赖于版权的二级和三级
产业( 从音乐商店到为电影制作提供的保险服务) 所带来的损失,以评估盗版在更大范围内对国民经
济的影响。 这种方法在斯蒂芬·斯维克( Stephen Siwek)2006—2007 年代表几个主要行业协会所进
行的系列研究中得到了较好的运用。 根据美国官方提供的不同产业部门的经济乘数( RIMS II) ,斯
蒂芬·斯维克认为美国唱片业 50 亿元的损失实际上给美国经济带来 125 亿美元的损失 ( Siwek

2007a) ,电影业 60 亿美元的损失意味着给整个经济带来 205 亿美元的损失( Siwek 2006) 。 根据斯蒂
芬·斯维克的研究,2007 年盗版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损失总共约为 580 亿美元( Siwek 2007b) 。③

现在诸多的研究还把上述的经济损失数据转换成就业机会的减少。 这种方式是商业软件联盟

①

BSA 有关损失的统计数据在 1990 年代到 2000 年代之间大体上是稳定的,到 2002 年为 110 亿美元。 2003 年开始,BSA 修改

统计范围,将微软操作系统和大量的消费应用软件( 可能这个软件市场是以前统计基准的 2 倍) 都考虑统计进来,这使得要跟前面的
相关数据进行比较存在较大的困难。 在此之后,软件盗版所导致的损失开始飙升,甚至开始达到每年 30% 的速度,这个速度基本等
同于全球软件市场的 增 长 速 度。 2009 年, 考 虑 到 全 球 经 济 衰 退, 其 所 估 算 的 软 件 盗 版 价 值 稍 微 降 低 到 514 亿 美 元 ( BSA / IDC

2010b) .
②

全球经济衰退给各国的影响是不同的,BSA 因此调整了关于损失的定义( 后面将专门讨论) 。 因此 2008 年与 2009 年相比,

更能代表过去 10 年的发展趋势。 例如,2009 年 BSA 报告指出俄罗斯的软件盗版损失从前一年的 42 亿美元降低至 26 亿美元,印度
从 27 亿美元降至 20 亿美元;然而巴西则从 16 亿美元上升至 22 亿美元,墨西哥则从 8. 2 亿美元上升至 10 亿美元。
③

为得出这些数据,斯蒂芬·斯维克回避了 BSA 事实上所采取的盗版软件数量的销售量减少之间具有一一对应的替代关系,

而是对 BSA 的损失统计数据做了 50% —60% 的折算。 TERA 咨询公司在 2010 年关于欧洲盗版的研究采用了相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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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7 年率先使用的,通过相关公式来计算盗版率下降和预期工作机会增加之间的关系。 商业软
件联盟通过计算各个国家的数据以达到推动这些国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努力。 斯蒂芬·斯维克
在这方面采用他自己的计算方式,得出仅 2005 年而言,全球的盗版导致美国丧失了 373,000 个工作
机会。 ICC 资助的研究项目采用了斯蒂芬·斯维克的方法,统计盗版给欧盟就业带来的影响。 根据

2010 年发布的该项目研究成果,盗版将导致欧盟 2008 至 2015 年间丧失 611000 至 1217000 个工作
岗位( BASCAP / TERA Consultants 2010) 。

研究盗版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但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却有很大的挑战性。 其中,我们认

为至少以下两方面需要引起注意:

• 决定与盗版相关的替代效应是很难的。 也就是说,很难得出结论说一个盗版的销售能够替

代一个正版的销售,因为会受到价格和收入等重要因素的影响。

• 在任何有关盗版对整体经济影响的模型中,需要考虑盗版给版权产业和消费者带来的补偿

性收益。 这意味着,我们要把盗版看作是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经济的缺口。

尽管现在大量的研究都采用替代效应模式①,但是我们注意到只有荷兰政府委托的研究报告

《 上与下:音乐、电影和游戏文件共享技术对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 “ Ups and Downs: Economic and

Cultural Effects of File Sharing on Music, Film, and Games” ,Huygen et al. 2009) ,尝试性分析盗版的补
偿收益模型。 行业研究现在虽然认识到盗版与正版之间的替代率是小于 1 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考
虑甚至意识到盗版的补偿性收益。 他们的模式只考虑到盗版为版权市场一方带来的损失,而没有考
虑到为另一方消费者带来的剩余价值。
替代效应
主张盗版产品和销售损失之间具有一一对应关系的观点越来越少,并且这种主张也不再被任何
大的行业协会作为正式的研究方法采用。 他们最多只能被认为是某个时期的假设,当时行业研究主
要基于零售供应而不是消费者的行为。 然而,这些假设却具有它们的政治用途。 这种一一对应的计
算方式使得有关损失的计算都可能达到最高值,这是防止任何盗版行为的简单方法。 这一假设所导
致的问题实际上在 1992 年就出现了。 当年意大利政府不认可美国电影协会根据该国卡式录像带的
盗版情况得出导致美国票房收入每年减少 2. 5 亿美元的结论,因此抗议美国电影协会将其列入“ 特
别 301” 的“ 重点观察国” 名单( Drahos and Braithwaite 2007) 。 但是,这种抗议并没有得到回应。

美国电影协会在研究中一直采用一一对应的等同替代方式,直到 2004 年才将研究方法从以零

售观察为基础转向以消费者调查为基础。 美国唱片工业协会的做法并没有公开,但其研究人员在

2009 年 《 特别 301 报告》 中估算有关损失时,提及他们考虑了替代率的因素( 但没有披露具体的比例
是多少) 。 娱乐软件联盟和国际唱片协会从来就没有采用一一替代的方法。

BSA( 商业软件联盟) 所采用的方法经常被认为是与一一对应的替代方法相类似的。 因为商业

软件联盟对于损失的计算( 或者从 2010 年开始其所指称的“ 未经许可软件的商业价值” ) ,是采用将
跟踪到的有关盗版软件的数量的估算值乘以这些软件产品不同发行渠道( 例如零售、批量授权、“ 免
费” 开放资源传播等) 的“ 平均混合价格” 的方式。 虽然这种做法实际上与一一对应关系的计算方法
在功能上是一样的,但是商业软件联盟坚持认为他们的推理过程是复杂的。 而且,商业软件联盟还
指出他们的做法还包含着以下的预设,即盗版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同样数量的正版销售的增加,而之
所以间接采用相同的增加数量作为计算依据,主要是基于经济活动的扩展将导致销售数量增加这一
①

更多的关于如何对待替代效应的论文可以参阅 Huygen et al. (2009) and Oberholzer-Gee and Strumpf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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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考虑。 有关这一论断的论述可参阅商业软件联盟的《 两个相反的力量似乎可以相互抵消》 ( The

two countervailing forces seem to cancel each other out) ( BSA / IDC 2003) 。① 在 2009 年,IDC 认为这一
计算结果甚至可能低估了商业的损失( BSA / IDC 2009) 。 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考虑到替代效应以及
与此相关的消费者行为因素。

相反,在音乐和电影市场,替代效应已经成为讨论盗版损失和市场结构变化的中心问题。 现有
的研究已经开始尝试去权衡盗版的替代效应和可能的采样效应的关系,即盗版使得人们可以接触新
的产品而产生额外的购买行为。 就音乐盗版而言,尽管诸多的研究在结论方面差异较大———有的认
为盗版给正版销售带来正面的净效应( Anderson and Frenz 2008) ,有的认为盗版所带来的影响可以
忽略不计( Huygen et al. 2009; Oberholzer-Gee and Strumpf 2007) ,有的却估算盗版大约取代了 30%

的合法数字音乐下载,但是,几乎所有的独立研究均同意盗版所带来的效应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
极的一面( Zentner 2006) 。 有些研究还发现盗版与媒体消费整体上的增长有着相关性。 这可能也表
明在狂热的媒体消费者当中,盗版现象可能是比较常见的,因为盗版可以增强或补充他们的兴趣爱
好。 有关电影市场盗版的替代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是现有研究中诸多认为盗版对电影票房收入
和 DVD 销售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 ( Peitz and Waelbroeck 2006; Bounie, Waelbroeck, and Bourreau

2006) 。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大概自 2007 年斯蒂芬·斯维克在研究中首先引领行业开始思考这个问
题以来,他当时所提出的 65% 的音乐物理盗版替代率( 即盗版 CD 取代合法销售的 CD) 和 20% 网络
下载盗版替代率,对于现行的研究均具有适用性。

我们并不打算就此问题开展专门的研究,而更倾向于将替代率和抽样率看作是与合法市场和非
法市场之间在便捷性、质量以及价格方面之间不断变化的差距的一个移动指标。 随着低价格、高质
量和以网络为基础的音像服务市场的出现,这种替代效应的趋势变得越来越模糊。 CD 或者 DVD 的
购买是否会与 P2P 下载或者其他合法的流媒体服务相竞争呢? 或者是如 Smith and Telang (2009) 试
图证明的,与租借市场相竞争? 文件共享市场是否会替代与音乐、电影相关的二级服务市场? 这些
二级服务市场包括专卖店、面向影迷和歌迷群体的印刷杂志或网络杂志。 这些问题已不是新问题。
唱片公司和音乐电台就空中播放行为所产生的利益分享问题长期以来就存在争议( Liebowitz 2004) 。
随着发行渠道的日益增多,这些问题还会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还注意到,这样的研究几乎全部是在高收入国家开展进行的。 而在价格 / 收入比完全不同

的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得出的结论则完全不一样。 例如,将 60% 的物理盗版替代率和

20% 的下载盗版替代率适用于巴西或印度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那里的购买力相当低。 美国电影协会
在 2005 年有关电影盗版的研究中,也试图分析所调查国家的替代率问题,应该可以提供大量关于价
格和收入影响的数据。 但是美国电影协会并没发布相关的调查结论( 没和我们分享,更让人奇怪的
是,也没有跟正在研究启动新的执法措施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分享) 。 其
他有关这方面的数据也相当少。 最近有一个报告,研究的是匈牙利文件共享和电影票销售市场之间
的关系。 该研究报告发现,匈牙利作为人均 GDP 远低于美国和西欧的国家,该国在文件共享服务与
电影票销售市场方面,没有可以测量到的替代关系( Balázs and Lakatos 2010) 。 当 IDC( 国际数据资
讯公司) 的首席研究官约翰·甘茨( John Gantz) 被问到西方高价格的软件对发展中国家盗版的影响
时,他认为大概只有十分之一的未授权软件可以代表销售上损失。 由于没有明确的数据,我们认为
这是一个合理的猜测,人们可以将商业软件联盟 2003 年有关 290 亿美元的损失估算打上折扣。 正
①

BSA 在 2010 年与我们的通讯中,将盗版率的加少和合法软件市场的增加之间的关系描述为具有大体上的“ 线性对应关

系” 。 这至少可以表明他们虽然承认盗版和正版的替代率比例少于 1 ∶ 1,但实践上他们并不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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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约翰·甘茨所指出的:“ 我更愿意将这 290 亿美元看作是盗版软件的零售价值” ( Lohr 2004 ) 。

2010 年 IDC 开始采用“ 未经许可软件的商业价值” 来指代盗版损失,约翰·甘茨的上述想法也终于
变成现实。 这一看似微小的变化,实际上会产生结果上的很大不同:他拯救了 IDC 所采用的一一对
应替代关系这一核心方法,使它具有更加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当然,它不能再用于关于损失的申诉。
补偿收益
从 2006 年开始,关于盗版给产业所带来损失的说法已经被更大范围的盗版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所替代。 在我们看来,包括 Stephen Siwek, IDC 和 TERA 咨询公司在内,目前有关盗版对经济影响的
研究,仍然无法为我们提供了解这种广泛影响的基础。 他们的研究仍然无法解决我们前面所提及的
诸多问题,例如没有披露一些基础的数据资料和关键假设。 而且这些研究在推算盗版造成版权产业
以外的其他损失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对盗版、国民经济和国际贸易的表述是
错误的。 这些研究模式在分析盗造所给经济带来的全部影响时,都没有考虑到盗版所涉及的一个方
面,即消费剩余问题。 这种研究方法产生了以下两个突出的问题。
首先,盗版可能给特定的产业带来损失,但就更大范围的国民经济而言,这些损失可能并不存
在。 就一个特定国家而言,该国国内的盗版产品实际是一种收入的转移,而不是损失。 消费者或者
其他商业机构在 CD、DVD 或者软件方面所节约的费用可以被用到住房、食物或者其他娱乐活动等方
面。 这些其他方面的支出,反过来又可以产生新的税收收入、新的工作岗位、基础设施投资,甚至可
能用在产业组织分析报告中所经常提到的遭受损失的产业。
要证明盗版给整个国家经济而不是小范围的某些产业带来损失,需要将损失收入的潜在用途进

行比较: 受盗版影响的产业的投资损失应该比盗版产生的消费剩余更有经济价值 ( Sanchez 2008) 。
盗版对经济的净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两种投资的不同价值的比较。 这种比较将导致任何国
家的盗版损失计算都相当复杂,因为在不同产业部门的边际投资对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所产生
的贡献是不一样的。 然而,现在并没有相关的研究认真分析这个问题,因为行业研究仍然幻想认为
国内盗版就能完整代表该国国民经济所受到的损失,而忽视了盗版所产生的消费剩余因素。 在我们
的研究中,我们认真分析了盗版所带来的消费剩余和在软件和媒体部门进行的追加投资相比,可能
催生更大的的产出、社会价值以及( 或者) 创造更多工作岗位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在娱乐
产品市场越来越明显,即盗版虽然没有带来产品的增加,但却带来了经济的增长。 而且,这一现象在
音像和软件产品的进口国更是普遍。 简言之,在美国之外,这些现象是随处可见的。
其次,与此相关的是,在计算损失( 以及获益) 的来源时,贸易的方向非常重要。 众多的软件和媒
体公司的业务遍布全球,使得收入流的统计分析非常复杂。 但是其主要的变化因素却是相对简单:
对于进口的知识产权产品,合法的销售代表着国民收入的外流;相反,盗版的进口知识产权产品,则
代表着通过扩大“ 免费” 获取有价值商品所获得的福利。 由于美国在全球的电影和软件市场占据着
主导地位,因此这些商品在其他国家被盗版就不可避免地落入以下情形,即对美国公司带来“ 损失”
却给终端的消费者带来“ 获利” 。

Siwek 和 TERA 有关盗版所带来的“ 损失” 和“ 获利” 的区别的研究也是存在问题的。 例如,Siwek

关于电影盗版所带来的整体经济损失的估算,采用美国电影协会所测算的 61 亿美元损失为基础,乘
以 3 倍左右的系数( 这个系数主要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提供的产业部门统计模型得来的) 而计算出
来。 然而,即使接受美国电影协会的数据,该做法在起点上也是错误的。 美国电影协会认为大约

20% (13 亿美元) 的盗版损失源于美国国内,而这部分并没有给美国的国民经济带来整体上的损失,
仅仅是花在其他方面而已。 与此相反,美国电影协会则将 48 亿美元的海外损失从一开始就认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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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给美国带来损失,即使这些损失的金额会被用做其他支出而部分通过循环重新又被美国公司所
占有。

与此密切相关的 TERA 研究,则假定损失的降低仅仅发生于欧盟的公司。 然而,从欧洲的电影、

音乐、软件市场来看,这种假定明显是不正确的。 好莱坞的电影占到整个欧盟市场的 67% ( 《 欧洲音
像观察》 “ European Audiovisual Observatory”2010) , 票房收入在发行商( 即制片公司) 与本地放映商
之间平分( Squire 2004) 。 微软( Microsoft) 、奥多比( Adobe) 以及其他的美国公司在欧洲众多核心商

业软件市场中所占到的份额也超过 90% 。① 因此,在电影和软件领域,欧洲国家是知识产权进口国,
任何有关国内损失和获益的比较都应该首先包含收入的外流情况。 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也许欧洲
会更好地认识到从音像和软件市场的盗版中所获得的净福利。②
荷兰最近的一个盗版研究为研究音乐盗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音乐在大多数国家有
着强烈的地方特色,分析音乐领域就更为复杂。 一个关键因素是要以国内实际损失为主。 尽管如
此,惠更等人( Huygen et al. 2009) 估算出荷兰音乐盗版带来的净福利———产业损失和消费剩余相
比———为每年 1 亿欧元。③

在产业咨询公司中,只有 IDC( 国际数据资讯公司) 对于如何分配国内和国外的经济收入表现出

相当的兴趣。 我们认为, IDC 的这一兴趣整体上是为了反对外国盗版供应商不会造成国内经济损失
的观点,或者更为具体地讲,是为了反对采用开源软件的本地发展策略。 IDC 上述评估成为其发布
的各类关于盗版下降给国内经济带来的影响论断的基础。 在这些报告中,IDC 认为盗版每减少 1 美
元就给相关的二次国内经济活动带来 3—4 美元的收入( BSA / IDC 2010a) 。④ IDC 在给微软提供的一
份研究报告中,曾试图描述美国以外微软的“ 软件生态” 价值。 该报告认为微软 1 美元的收入可以带
来 5. 5 美元的本地商业收入( IDC 2009) 。

这里,我们不仅要问,这个数据是和什么做比较得出的?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使用盗版软件比使

用正版软件的经济贡献率要低———因为一个盗版的 Windows 或者 Photoshop 与正版的实际上功能是
一样的。 与此相关,我们没有理由相信盗版的使用不会给软件服务等相关的二级市场的经济增长带
来贡献。 据我们所知,与此相关的二次应用程序或服务的提供并没有要求软件必须是合法获得的。
与此相反,我们认为, 微软产品的价值在于其在操作界面的主导地位所带来的效应( 在新兴经

济体国家占到 90% 以上的市场) ,使得 Windows 和其他相关产品上成为事实上的软件标准。 但是,
正如 IDC 相关数据所指出的,微软在中低收入国家占据重要地位主要而因为盗版软件而不是合法的
授权软件。 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会进一步指出,正是这种效应使得盗版在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软件商
业模式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①

IDC 主张大约 80% 的软件收入仍然来自欧洲( BSA / IDC 2010a) 。 这种统计方式可能包括所有欧洲开发的软件,并且意味着

②

TERA 研究将这个问题隐藏在其研究报告最后附录的最后段:“ 如果要较为全面的了解盗版的损失和收益,我们需要考虑到

其没有将欧洲的软件产品和其他国家的产品进行明显的区分。 IDC 并没有解释他们是如何得出这些数据的。

本国和外国盗版产品( 包括所有创意产品) 的比例,但是这些数据是难以获得的。” 在我们看来,这些数据的忽略使得该研究报告存
在致命的缺陷。 因为谁的产品被盗版,对于得出的最终结论是有着明显的影响的。
③

2009 年荷兰的研究虽然所关注的范围较窄,主要集中在荷兰的影视作品文件共享方面,但却可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参照物。

惠更等人分析了文件共享对国内和国际制片人的影响,深入探究了其中的替代效应,最后得出荷兰消费者每年享受着盗版每年所带
来的大约 1 亿欧元的净消费者福利( 荷兰的人口大约为 1600 万) 。 在我们看来,如果这个分析版本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将会产生更高
的净福利。 因为这些地方受制于收入水平较低、通常国内文化产业市场规模较小以及国内非正式经济带来的就业等因素的影响,替
代率相对较低。 包括商业软件,虽然它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但是盗版同样会产生较高的消费者净福利。
④

IDC 根据不同的国家将这个数据进行分解,认为不同国家从软件采购所获得的国内利益份额分别为上述数据的 76% ( 印

度) 、61% ( 巴西) 、68% ( 俄罗斯) 和 68% ( 南非) ( BSA / IDC 2010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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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的软件环境———如 Windows 环境,是当代经济的基础架构,并且对生产效率有着巨大的

积极影响。 但是,IDC 的研究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价值的实现仅仅依赖于合法授权的软件,或者
进一步讲,为什么仅依赖于 Windows 而不是微软竞争者的产品。 相反,IDC 的研究使得读者可能认
为其他产品很少甚至没有给当地经济带来任何贡献。 IDC 仅研究一小部分市场的模型,并将自身局

限在一个宣传正版重要性的角色,因此其基本上没有解释盗版、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但是,正是这三者间潜在的复杂关系( 版权产业团体不愿意提及的) ,使得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对当
前的估算数据都打了折扣,并且得出以下结论:“ 要量化假冒和盗版给整体经济带来净影响,即使不
是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 ( GAO 2010) 。

如何组织执法?
版权产业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执法宣传和反盗版运动。 这些反盗版运动包括立法游说、发动警力
在新电影发行档期保护版权,以及推动政府和商业组织的软件正版化等内容。 上述反盗版运动涉及
不同地区和不同层级政府的众多参与者。 这些参与者主要包括行业协会、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
执法机构、许可机构、世界贸易组织( WTO) 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等类似的多边国际组织、美
国政府机构、美国商会和国际商会等。

过去 10 年,上述执法网络随着各国落实国家层面的执法计划得到迅速扩展。 在这期间,涉及反

盗版的部门团体以及对反盗版的财政支持均快速增长,直至最近金融危机才有所下降。 当然,我们
难以获知行业组织在此 过 程 中 究 竟 投 入 多 少 资 金。 因 为 行 业 组 织 不 愿 讨 论 执 法 的 资 金 投 入 问
题———特别是涉及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投入,由于这些地方的相关协会或者执法组织经常受到跨国
公司的资助。 我们粗略估计,高层次的行业组织每年至少投入 1 亿美元用于执法。 2009 年,国际唱
片协会 CEO 约翰·肯尼迪( John Kennedy) 提出,该协会 2009 年的执法经费预算为 7500 英镑(1. 2 亿
美元) ———约为该协会年度总经费预算(2. 5 亿—3 亿美元) 的一半。 美国唱片工业协会过去 10 年每
年的经费预算大约为 4. 5 亿—5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的经费都用到反盗版的游说和执法活动。 美国
电影协会在 2009 年削减经费预算之前,每年用于反盗版的经费约为 6 亿—7. 5 亿美元,同样占到其
总经费预算的一半( DiOrio 2009) 。 商业软件联盟每年的运作经费约为 7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的经费
是通过自负盈亏的方式打击盗版取得的(2007 运行经费大约有 5. 5 亿美元是来自于打击盗版,另外
约有 1 亿美元来自于会员会费) 。 娱乐软件联盟每年的运行经费大约为 3 亿美元,但是从既有的历
史看,其用于执法的经费所占的比例是相对较小的( 因为其主要业务是举办每年一度电子娱乐展览
会( E3 Expo) ) 。 美国商会在反盗版研究、游说和教育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且,它还参
与包括国际商会以及遍及世界各地的 115 个美国商会分支机构的类似活动。 我们无法确定美国商
会 1. 5 亿美元的预算(2008 年) 有多少是用于知识产权方面。 但是,我们可以得知的是,包括微软和
任天堂在内这些较大的商会资助机构,不仅自身一直打击盗版,而且还资助其他机构开展类似的活
动。 据报道,微软仅在总部雷特蒙德市( Redmond) 的反盗版法律团队就有 75 人( Hachman 2010) 。

然而,加大对反盗版的投入正面临着挑战。 所有的相关行业协会正经历着投资回报率下降所带

来的困扰。 除商业软件联盟外,过去 3 年,诸多协会的会员均大幅削减了用于协会的资金预算( Di
Orio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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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执法
在巴西,警察和政府机关在版权执法方面

头以及其他类似的物质支持。 这有点让我们看

主要依赖于行业组织的后勤和财政支持。 根据

不清楚警察部门在维护公共秩序方面的公私界

圣保罗最近一份名为 《 无形财产的警察机 关》

限。 由于警察在巴西被严格界定为公共职能部

( Immaterial Property Police Department) 的报告,

门,因此接受这些行业组织的资助不可避免让

行业组织所赠送的物品涵盖了从打印机墨盒、

人怀疑其独立性和公正性。 行业组织对警察部

汽车 修 理、 冰 箱 甚 至 办 公 楼 的 新 地 板 等 方 面。

门的资助行为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圣

在里约 热 内 卢, 我 们 从 电 影 和 音 乐 保 护 协 会

( Associação Anti-Pirataria de Cinema e Música,
“ APCM” ) 的文件中看到,其所提供给警察的东
西包括警用器材、用于突袭搜查的交通工具、锁

保罗,公诉机关已经开始调查 APCM( 巴西电影
音乐保 护 协 会 ) 赠 送 给 警 察 部 门 的 物 品。 而
APCM 认为捐赠是合法的。 直到 2010 年,此事
仍未解决。

将规模较小的核心版权产业和庞大规模的盗版经济进行比较,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强化公共版权

执法被看作是产业的首要任务。 美国 2008 年通过的《 优化知识产权资源和组织法案》 ( Prioritizing

Resources and Organization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现在已经开始实施。 根据该法案的规定,2009—

2013 年间,美国将增加 4. 29 亿美元作为知识产权执法的额外支出。 与此同时,用于执法的总金额也
逐年增长( 国会预算办公室,2008) 。 但是,不幸的是,由于美国很少将打击盗版的执法行动和一般的
执法活动区别开来,所以我们难以区分这些整体的公共执法支出中哪些是用于反盗版执法的。 同
样,本研究报告所关注的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等国,虽然在过去 5—6 年随着新的国家层面的执法计
划的实施而增加了警察和其他执法机关的经费投入,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有关专门针对版权执法资
金预算的统计数字。
行业协会已将维权行动的主要目标转移到强调公共机构的执法责任。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
行业协会一直不断扩大对美国以外的国家版权执法的公共投资,并且增加行业协会等私人机构对这
些国家执法行为的监督。 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已经充斥着从国际政策制定到地方执法等各个环节。
这种模式在最近一个新的有关执法的国际条约《 反假冒贸易协议》 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也备受争
议) 。 该协议实际上是行业利益相关者与对这些行业协会比较友好的国家的贸易官员私下谈判协商
的结果。

在各国内部,这种模式已经导致执法工作和咨询顾问团体交织在一起,公权和私权之间的界限
越来越模糊。 就地方层面而言,行业协会资助并参与了盗版的调查、证据收集以及搜查等活动。 随
着这种活动规模的扩大和复杂性的增加,不可避免会带来协调成本的问题。 这将导致新一层群体官
僚中介机构———联络官员的产生。 “ 知识产权沙皇” 和其他负责管理新的跨部门的知识产权官员,通
过公私合作的方式开展知识产权执法。

在公权机关和私权主体深化合作的同时,行业组织经常呼吁扩大警察权力,并广泛适用刑罚以
打击版权侵权行为。 国际知识产权联盟根据版权人的要求,重新设计了版权执法标准的清单。 该清
单的内容包括:警察应当享有的权力( 警察不需要经过嫌疑人的申诉就有权直接打击可疑的侵权行
为) ;扩大适用单方听证程序( 降低需要被告方出庭的要求) 和单方证据收集( 赋予企业突袭收集证
据的权利并减少警察和法院对此类行为的审查) ;适用反有组织犯罪法律以制止商业性版权侵权行

为( 经常以美国的《 反有组织犯罪及腐化组织法》 ( 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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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O” ) 为蓝本) ;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更长的刑罚期间;更高的罚金;减少侵权犯罪方面的证据
要求。①

缺乏明确的执法终极目标不得不引起我们对下面问题的关注。 打击盗版的道德基础,使我们很
难划出一条可接受的盗版界线来保护公民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执法政策经常没有取得应有的效
果。 相关措施仅仅使得盗版更加困难,却常常被认为只是实施的不得力,而不是措施在导向上存在
错误。 这进而又导致更大的压力以增强相关措施的打击力度和广度,加大执法的成本支出。 虽然从
理论上讲,增加公权力机关的执法能力会减少私权主体参与执法的动力,但是在本研究报告所考察
的国家中,我们并没有发现私人部门从积极参与执法的角色中退出来的例子。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公共权力机关强化执法的行为,经常会激励私权主体参与执法,并增加相应的投入。 虽然行业协会
的成员表现出回避高成本执法的迹象,但实际上,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将成本转移到包括政府
和网络服务提供商等在内的其他参与者身上。
我们对相关国家进行的研究非常详细地记载了公权力机关和私权主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而产
业界和官员之间的关系大多数还是比较紧密的,这点在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层面体现得非常明显
(参见第二章) 。 但是这些紧张关系有时并不是以很明显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某些情况下不同国
家甚至存在高度的一致性。 在这一层面,打击盗版的行动就不仅仅是有关警察和法院的事,而是最
好被理解为有关缴获和选择性执法的问题。
缴获制度
可以预见,突击执法行为比走正当程序实施起来更加快捷。 虽然没有连续的或整体的关于突击
执法行为的数字,但是行业组织和政府机构关于突击执法、逮捕以及刑事判决的追踪和偶然性报道
的数字却占着很大的一部分。 大多数时候,这些数字都很惊人。 2008 年,墨西哥电影和音乐保护协
会发动了 3170 次突击执法行为,结果只导致 120 人被捕和 7 人受到刑事处罚。 根据俄罗斯内政部
的报道,该国在 2006—2007 年主要打击盗版的专门行动周中,仅一周的时间就开展了 29670 次突击
执法行为,其中刑事立案 73 踪,但是至于多少人受到刑事处罚并没有具体的数字报道。 俄罗斯商业
软件联盟在 2007 年发动了 589 次针对本地商业机构的“ 终端用户侵权” 的突击执法,其中有 83 人被
处以刑事责任。 根据巴西 APCM( 电影音乐保护协会) 的报道,该协会在 2008 年发动了 3942 次突击
执法行为,导致 195 人受到刑事处罚,其中大部分人被判缓刑。 在印度,2000—2007 年间,有 6 人因
盗版而受到刑事处罚(2008 年,印度音乐行业的报道是 60 人受到刑事处罚)

这种一边倒的执法行为也有例外,主要是在针对街头商贩的严打行动中。 因为此类活动一般将

调查程序简化,或可以绕过相应的法庭审理程序。 例如,据南非电影行业协会“ 南非反版权剽窃联
盟” ( Southern African Federation Against Copyright Theft,“ SAFACT” ) 报道,南非 2008 年开展的打击街
头盗版活动,共突击执法 973 次,其中有 617 人被逮捕,447 人被判处刑事责任———这数字差不多是

2007 年的 10 倍。 但是,几乎所有案件的处理结果,要不罚金很少,要不适用缓刑。

关于这种( 执法与定罪) 极不平衡的突击执法行为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解释。 在我们看来,这些解

释并不相互排斥。 在我们所考察的国家中,正当司法程序经常较慢而且没有效率,这种情况经常非
①

例如允许现场销毁查获的侵权物品而不是将其全部保留作为证据。 同时,根据查获的侵权物品所提取“ 样品” 就可以提起

控告而不需要提供全部所查获的物品。 在巴西,受访人认为对于执法机构而言,最亟须做的两件事是“ 提高罚金并减少侵权犯罪方
面的证据要求” 。 这甚至比巴西以打击网络侵权中的重复侵权行为为主要对象的“ 三振出局法” 还重要。 诚如一个受访者所言,“ 三
振出局法” 所能带来的作用仍处于假设阶段,但是如果需要保留所有侵权证据的话,保存该证据的成本却是非常具体和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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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逮捕和判刑的人数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IIPA 报告的数据整理所得

常严重。 刑事案件经常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够判决,而民事案件的时间就更长了。 这样,提起刑事
或民事诉讼的成本就相当高,而且缺乏高额罚金或者其他惩罚措施来“ 制止侵权” 。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和其他行业协会的报告经常认为,法院的判决阻碍了他们想

要的强化执法结果。 法院不像承担反盗版任务的警察和行政管理机关,他们很少和行业协会形成联
盟以满足行业协会扩大刑事处罚规模和增加惩罚力度的要求。 行业协会经常把法院的这类抵制行
为认为是法官对知识产权法的漠视,或者是没有认识到版权侵权的严重性及其社会成本。 行业协会
要求的最大限度惩罚经常忽视了所提出的罚金数额是否和侵权人的支付能力( 经常是有限) 相适应。
法官也经常在判决之后暂停罚金或监禁。 这说明很多人并不觉得街头盗版是特别严重的犯罪。

过去 10 年,行业组织将培训检察官和法官以增强他们对盗版问题的敏感性列为重要目标之一。

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微软、美国司法部和专利商标局在内的公司、政府和国际机构,均资助并且
组织了相关活动。 如一些人士所指出的,这些努力完善了不同执法单位在公诉案件中的协调和程序
上的衔接。 例如,一名俄罗斯执法专家曾提到:“ 我们学会了如何按照传统的方式来成功处理盗版行
为” 。 这里的“ 传统方式” 是指 2000 年代早期用于打击光盘盗版的警方处理程序以及法律工具。 但
我们的采访表明,这些项目并没有在法官身上取得较好的效果。 较低比例的刑事判决和较少数额的
罚金也许可以视为是司法机关对地方执法努力的抵制———在我们对南非、印度和巴西等国的访谈
中,这一观点得到众多的支持。

任何人只要看到刑事法庭每天的活动,就会发现这种抵制的原因是非常明显的。 在生活极端贫

困并存在较高暴力犯罪率的国家( 见图 1. 2) ,法官很难对街头盗版行为科以较重的罚金和延长监
禁。 监狱里长期人满为患,导致法官不得不经常对较低级别的罪行实现分流。 将街头盗版行为与较
为严重的犯罪行为相提并论,就常识而言也是说不通的。 街头商贩所采取的策略在这不断变化的执
法环境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在执法较严的地区,例如在俄罗斯、南非和印度主要城市的跳蚤市
场,街头商贩采取雇佣他人进行销售的方式以免于直接面对警察。 他们所采取的方式包括雇佣外国
人和未成年人在报亭和街头进行销售。 法官在这类案子中经常不愿意适用刑罚措施。
缓慢的审理程序以及法院的抵制态度,成为国际知识产权联盟提出其他请求的基础,其中包括:
提高侵权行为的法定罚金以减少法官的任意性;成立特别的知识产权法庭以便于更快和更准确地处
理案件;更大范围的适用庭外惩罚措施,一旦盗版行为被抓获,就可以对行为人在审判前采取拘留措
施。 例如,在南非和印度的部分地区,这种拘留最长可至 1 年。

然而,院审案件都比较漫长,因此制止侵权的主要手段就是突击取缔行动。 在很多大型的中等

收入国家,这种突击取缔行动每年都开展上千次,一般以盗版光盘销售商和涉嫌软件侵权的商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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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
数据来源: UNODC (2009) .

每 10 万居民中的谋杀数量(2007 / 2008 年)

主要打击目标。 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报告经常指责这些取缔行动缺乏后续效果,虽然很多产品被没
收,但是很少有人因此被逮捕或者被提起刑事诉讼。 然而, 这种结果的持续性表明,如此的不平衡
现象是强化执法所固有的特征,而不是其缺陷。 突击取缔行动比正当程序更容易实施,使得警察和
行业代表可以快速地、以相当简化的程序来处理相关案件。 在这种情形下,谁有义务来支付储存的
没收品的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因为取缔行动会带来很多缴获的物品。 法院审理程序较慢意味着通
常要承担长期存储没收物品的责任。
取缔行动本身就是一种惩罚措施。 尽管盗版光盘贸易已经采取了一定策略来减少因查封而带
来的损失,但对合法生意来说,取缔行动的损害仍是巨大的。 因为公司的存货或者电脑可能在调查
程序启动之后被查封数周,这实际上相当于在此期间停止了他们的商业活动。 由于合法软件和光盘
经常难以和非法的、未经授权的区别开来,因此突击搜查行动经常并不对没收产品进行区分。 这会
导致合法产品的损失或者被扣押。 例如,在俄罗斯,执法人员估计他们没收的光盘中高达 30% 是正
品。 这一数字反映正品和盗版市场是大量相互渗透的。 因行政执法机关无力评估被安装的软件是
否侵权,涉嫌软件盗版的调查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这些因素导致法院处理此类案件耗费大而且缓
慢,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的机会。
在一些国家中,他们的取缔行动与当地有政治背景的团体( 如地方商会或街道商贩组织) 有经济

利益关系,因此执法力度往往会遇到政治上的阻挠。 俄罗斯在 2006—2007 年开展的专项执法中,警
察态度的动摇以及其他商业团体干扰使得问题变得非常严重。 地方商业组织成功说服了联邦政府
削减警察取缔行动的权力,墨西哥的街头商贩组织和警察的关系导致了停止取缔行动的谈判。 这在
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些组织机构已经介入到了政治体制当中。 因此,以取缔为基础的执法行为本来
就非常脆弱,并且还要受到一些政治因素权衡的影响。 这些因素包括权衡来自美国联办贸易委员会
和跨国公司的外在压力,以及来自国内商业组织的内在压力。
选择性执法
执法是针对所有层次侵权行为的,而选择性执法就是在众多的侵权行为中挑选出相应的目标进
行执法。 选择性执法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执法资源稀缺而盗版行为却无处不在,而且这些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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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运作的时候还会碰到很多架构性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执法具有较强的主观性特点。 就最坏
方面而言,它甚至可能是戏剧化的、政治性的行为,并且成为不同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工具。
与突击取缔为基础的执法行为不同,选择性执法力争案件当事人得到特别处罚及定罪。 在这些
案件中,惩罚的教育公众功能已经超过了公平判决的意义。 在很多国家,对个人侵权行为适用高额
的法定赔偿金意味着任何案件都可能带来致命的惩罚。 在美国,乔·特尼鲍姆( Joel Tenenbaum) 和
杰米·托马斯雷斯特( Jammie Thomas-Rasset) 因为使用文件共享软件传输音乐这样微不足道的行为
就遭到美国唱片工业协会的起诉,并最终分别被判决 67. 5 万美元和 192 万美元的赔偿。① 在俄罗
斯,一个名为亚历山大·波诺斯夫( Aleksandr Ponosov) 的学校校长,在 2006 年因被发现其主管的学
校有 12 台电脑安装有盗版软件而面临着 5 年的监禁。 针对低级供应商和商业中介的刑诉案件越来
越多,而且这些案件有时还被行业协会有意地转变成媒体的关注点。 在南非,2005 年针对约翰内斯
堡小商贩马库斯·默克( Marcus Mocke) 的案件就是一个典型。 警察在默克的家里查获了 400 张盗
版 DVD 和索尼 PS 游戏软件,这使其面临着 8 年的监禁。

这些典型案件表明,行业协会以及至少部分检察官都有意愿来使用最新修改的版权法所赋予的

更强惩罚措施。 波诺斯夫和默克面临严厉刑事指控的行为,在几年前最多被认为是轻罪,并且可能
免于处罚。 特尼鲍姆和托马斯雷斯特的案子,就其本身而言,表明行业协会正在尝试将执法措施从
针对商业中介机构( 这些商业机构原本是这种严惩措施的假定目标) 转向针对个人消费者,因为这些
消费群体现在已经成为侵权行为的主体。
这种高曝光度的执法行为是否利大于弊还值得商榷。 很多人认为波诺斯夫、特尼鲍姆和托马斯

雷斯特三个案件是行业协会处理公共关系的败笔———前者促使俄罗斯启动开源软件运动,后两者则
建立在集体诉讼策略基础上,而这个策略现在已经被包括美国唱片工业协会在内的所有行业协会放
弃了。② 虽然这类案件经常被作出侵权裁定,但是行业协会对偏高惩处的要求导致法院很难做出判
决。 对波诺斯夫的指控最后被驳回。 对托马斯雷斯特判决的赔偿金额被法官大大减少( 后来案件重
申又被提高) 。 默克最后也仅受到罚金而不监禁的判决,而且后来还被停止执行。 到目前为止,上述
的这些处罚均没有得到执行。 这些案例都无法证明 TRIPS 协议所要求的“ 阻止” 侵权的惩罚标准是
否可以达到———如果以盗版的持续盛行为评估依据的话,则没有一个国家符合这个标准。

①

在 2008 和 2009 年,托马斯雷斯特和特尼鲍姆分别被起诉通过文件共享软件传输 24 和 30 首歌曲。 美国司法部在相关文件

中还进一步说明对托马斯雷斯特判处的罚金是适当的,指出这种对个人侵权行为判处的赔偿符合 1999 年《 防止数字化侵权及强化
版权赔偿法》 。 2010 年,托马斯雷斯特的赔偿额被一个法官减至 5. 4 万美。 在托马斯雷斯特的请求下,该案件虽然得以重新审理,但
是陪审团却将赔偿金额提高到 150 万美元。 萨缪尔森和维特兰( Samuelson and Wheatland,2009) 分析了美国法定赔偿制度正日益被
任意使用及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根据现行制度,侵犯每部作品的法定赔偿数额从 200 美元( 无过错侵权) 到 150 万美元不等。
②

2003—2008 年间,RIAA 大约提起了 27000 件针对个人的诉讼,这些诉讼基本上都是以低于几千美元的赔偿额解决。 多数

行业协会放弃这种模式并没有影响少数行业协会继续采用集团诉讼的模式。 一些欧洲律师事务所将 RIAA 行为概括为是转向以网
络监控为基础的商业战略模式,即自动向其认为的侵权人发动支付赔偿金额的信件以获得赔偿收入( Masnick 2009) 。 2010 年,美国
版权集团( US Copyright Group) ———根据诸多报道,一家华盛顿特区的律师事务所( Dunlap, Grubb, & Weaver) ( Anderson 2010) 作为
诉讼代理人,在美国开始采用这种模式起诉利用 P2P 软件传播电影的侵权行为。 这些电影既包括不出名、票房不高的《 孤岛惊魂》

( Far Cry,2008) 和《 美丽微笑》 ( Smile Pretty,2009) ,也包括最新非常有名的获得奥斯卡奖的《 拆弹部队》 ( The Hurt Locker,2008) 。 到

2010 年年中,他们已经提起了大约 14000 个案件。 但这些案件的都是以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的 IP 地址替代被告的姓名,因为在他
们在起诉时无法获得被告的具体名字。 跟 RIAA 的诉讼一样,他们提起诉讼的目的就是为了快速获得赔偿金额而不想走漫长的法院
诉讼程序。 在本轮诉讼中,美国版权集团开出的低价是 1500 美元,但是如果不是马上支付赔偿金额的话,则增加相应的数额。 到了

2000 年末,由于网络服务提供商根据要求查找 IP 地址较为缓慢,这使得相应的集团诉讼似乎碰到一定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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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运的捉弄 2》
俄罗斯卖座大片 《 守 日 人》 ( Day Watch) 、

有很大的帮助。 他们会充分听取我们的意

rony of Fate 2) 均得益于专门的执法行动。 负责

“ 行政资源” 按照俄罗斯业界的说法,其意

《 守夜人》 ( Night Watch,) 和《 命运的捉弄 2》 ( I-

发行《 命运的捉弄 2》 的俄罗斯电视台第一频道
的一名代表说:

我们仅仅是吓跑他们。 我们请求警察
部门传出我们将对盗版行为作出严厉回应

见。 (Vershinin 2008)

味着政治影响,它能够转变成取缔行动,获得检
察官的支持,甚至( 在本案中) 还能要求网络服
务提 供 商 提 前 警 告 用 户 不 能 侵 犯 该 电 影 的
版权。

的话语……我们能接触“ 行政资源” 无疑具
可以预见,公司介入到公共执法会导致执法资源的竞争,获得竞争优势的企业就能够有效利用
行政执法资源。 这使得在盗版普遍的情形下,不同的执法商业策略成为可能,从部分商业或权利人
团体所提起的近乎勒索的案件( 如本报告俄罗斯一章描述的 OKO 案件) ,到美国和欧洲正在发生的
大量针对 IP 地址的无名被告诉讼,再到商业软件联盟和其他软件执法团体通过诉讼赔偿获得运作
资金。 在软件领域,通常认为执法主要针对小企业,因为他们缺乏完善的信息技术管理,对供应商和
地方政府部门的影响力也有限,而且,最为主要的是,他们缺乏能力应对诉讼。 与针对个人的诉讼一
样,针对小企业的诉讼并不是模式的缺陷———这正是模式本身。

另一方面,企业的商业优势会构成对政府机构执法的影响。 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为某个特定产

品或品牌所开展的专项执法行动。 在发展中国家,专项执法行动已经比较普遍,并且成为国内各大

影片发行策略的组成部分。 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包括俄罗斯电影《 命运的捉弄 2》 (2007) 、南非电影《黑

帮暴徒》(Tsotsi,2005)、巴西电影《 精英部队 2》 ( Tropa de Elite2,2010)、印度电影《 拉嘎安》 ( Lagaan,

2001)。 警察在这些电影获取票房收益的主要发行档期经常流动性执法,以打击街头盗版行为。①

与盗版联盟合作
2006 年,在玻利维亚拉巴斯市政府的斡旋

电影进行永久性保护。 同时,拉巴斯市的警察

个由街头商贩和报亭小商贩构成的组织,媒体

然而,该合同一实施就宣告失败。 很多媒

报道中经常被称之为“ 盗版联盟” ) 之间达成了

体发表文章谴责市长办公室“ 为盗版行为开绿

一项协议,以限制新影片的街头盗版行为。 该

灯” 。 音乐家权利组织谴责该合同没有尊重国

协议要求摊贩要在新影片在拉巴斯影院首映之

际艺术家的权利。 但是,真正使合同难以实施

下,电影工作者联盟和全国小型音像音乐商( 一

后三 个 月 才 能 够 销 售 该 影 片 的 VCD 和 DVD。
根据盗版联盟的官员讲,该协议还要求对国产

①

被赋予了监督合同执行的责任。

的是一些非联盟成员的商贩和一些其他商业联
盟的成员,他们不受协议的约束,进而会削弱盗

好莱坞大片在美国发行的时缺乏专门的执法保护长期困扰着 MPAA。 MPAA 最近指出:“ 发行一部大片的计划经常会吸引

盗版者的关注,而且他们会寻求获取并传播预发行版本和( 或者) 通过其他渠道非法发行正式版本以损害合法发行人的利益。 执法
机构( 主要是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 应该为此采取阻止性和应对性的措施。 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应该和行业协会合作共同提前制订
计划以阻止大多数盗版行为” ( AFTRA et al.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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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联盟对市场的控制。 该协议很快就瓦解了,
使得街头商贩和玻利维亚的权利人群体又回到
了起点。 2000 年以来,玻利维亚仅有一个关于

盗版的刑事判决( 主要是代表微软) 。 而且该案
最终所判决的 1 年监禁刑期也被停止执行。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能平等获得执法资源。 换言之,公司的影响力和规模关系到其利用
公共资源的能力。 在跨国公司中,经常被提到的就是微软,它通过自己的团队开展执法。 这反映了
其拥有的市场主导地位、连贯的市场发展策略及雄厚的资金。 微软打击盗版主要集中在大型机构,
这些机构包括公共机构、学校、大型商业公司以及计算机装配商。 微软最终通过谈判和这些机构签
订了批量许可协议,建立了长期的合同关系。

然而有趣的是,我们的研究发现,国内的公司和艺术家往往更能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尽

管有时他们的代表性产品是嵌入在全球投资和发行系统中,例如诸多的高端电影。 其中的原因非常
明显,代表国内生产商的版权执法与为微软和迪斯尼的执法相比,在政治上更能引起地方和国家政
府的注意。 这些偏向性会转化成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措施,来保护具有强烈地方特征的产品。 其中
经常采用的方法包括利用消费者的贸易保护情绪。 事实上,在印度盗版商贩和政府部门之间,就本
土版权产品的保护达成协议是很常见的。 例如,地方电影业能享有特别的警察保护。 印度和南非的
电影和音乐人已经组织专门针对本地产品的街头执法行动( 有时转变成维护社会治安行动) 。 在俄
罗斯,一家名为 1C 的生产会计软件并发行国外相关软件的企业,在 2002—2008 年间所提起的刑事
控告案件占到总案件 207 件中的 126 件,排名第一;微软排名第二,共提起 21 件。

执法的有效性如何?
大量的证据表明,以突击取缔为基础的执法对打击更有组织的盗版光碟零售行为比较有效。 固
定的商铺容易被搜查,而取缔行动也已成为大多数高盗版率国家街头生活的常见现象。 然而,这种
取缔并没导致盗版光盘贸易的消失,反而使其更加分散:街头商贩更为流动,采取少量假品库存和雇
佣临时工的措施以避免遭受检查。 这反过来又给警察增添了压力。
盗版的分散化在我们的报告中反复提及,而且几乎成为发展中国家执法努力的主要结果。 然

而,我们并没有看到有证据证明这些版权执法行动减少了盗版产品的整体供给———实际证据恰恰与
此相反。 在很多国家,光盘价格已明显下降,这意味着光盘供给大量增加,同时盗版市场的竞争更加
激烈。 而且,这种竞争越来越多来自于文件共享技术和其他非商业性的网络传播技术。 盗版产品现
在也必须和免费的产品进行竞争。 而其中潜在的现象其实更广泛,它涉及廉价硬件在媒体生态中广
泛扩散,这助长了小规模的本地盗版光盘生产。

在网络上情况又如何呢? 过去 10 年,直接针对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诉讼和判决案件相当常见。

这些案件的起诉对象既包括非商业性的 P2P 网站,也包括像俄罗斯的 AllofMP3 这样非法或半合法的
商业下载网站。 俄罗斯 AllofMP3 网以每兆流量 0. 01 美元的极低价格销售音乐,直至该网站 2008 年
被关闭。 虽然各国间偶尔会出现摩擦,但在 TRIPS 时代,知识产权法还是能够较好地被用于应对商
业性盗版。 这些商业性盗版通常涉及直接的、大规模以及具有明显获利行为的侵权( 这些根据 TI-

PRS 协议的标准,是启动刑事控诉的条件) 。 但是,像这类的商业网站在不断扩大的在线复制文化中
所起到的作用是相当小的。 当前的网络环境是由一系列的中介服务组成的。 这些中介服务包括
P2P 服务、文档托管服务、流媒体服务、社交网络及搜索引擎。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很难成为执法的目
标,部分原因是他们的法律责任性质难以界定。 采用 BT 技术的网站———当前占主导地位的 P2P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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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只不过是专业化的搜索引擎,与功能更大的、通用的搜索引擎( 如 Google) 在某些方面是重合
的。 跟 Google 一样,它们能够链接到侵权内容,但是它们并没有提供主机服务或者直接参与文件交
换。 像 RapidShare 或 Megaupload 这类“ 网络文件托管网站” 也只不过是在线存储提供商而已。

自 1999—2000 年纳普斯特( Napster) 案以来,权利人团体起诉了众多的 P2P 网站,并且经常获得

法院支持关闭这些网站。① 然而, 要从法理上阐明网站所有者和管理者的二次责任( Secondary liabil-

ity) 则是另一种情况。 一些国家( 例如美国) 出台了关于协助侵权的相关概括性标准,② 而其他国家
( 如英国和德国) 则还是保留较为传统的商业收益标准。

尽管有大量的诉讼发生并且诸多网站关闭,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 实际上很少人认为) 这些执法

的努力对在线盗版行为产生过任何明显的影响。③ 运行一个可以追踪和索引的 BT 网站的技术和资
金要求均不高,而且新的网站很快就可以替代旧的网站。 在宽带网的诸多用途中,P2P 仍占据着较

高比例,而且如许多人所指出的,P2P 所传输的内容,很多都是侵权的文档( Felton 2010; IFPI 2006) 。
根据德国互联网调查机构 ipoque 的跟踪检测,2009 年,东欧 P2P 的使用占到所有宽带网用途的

70% ,南美洲为 60% ,而北欧和南欧的比例相对低一些( Schulze and Mochalski 2009) 。④ 在美国,这
一比例通常估计为 25% —30% ,与其说是 P2P 的使用率低,不如说是 YouTube 和 Hulu 等视频流媒体
服务利用率高。 像 RapidShare 这类网络文件托管网站的利用率现在也增长较快。 这导致相关的服
务提供商面临着压力,要检测上传文件并且和内容提供商签订协议。 国际唱片协会在其报告中指

出,2008 年大约 40 亿美元的歌曲通过 P2P 网络传输,而这一数字在 2006 年只有 20 亿美元。 其中,
合法的音乐仅占到所有下载音乐的 5% ( IFPI 2009) 。⑤

网络服务提供商一直被认为是监控、阻止和惩治侵权行为的关键所在。 因此,下一代的执法行动

非常注重在私人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商之间建立合约。 所有主要产业都支持强化网络服务提供商对
发生在其网络上的侵权行为承担的责任。 他们都认为,网络服务提供商要么就扮演一个直接的角色,
监控并执行版权的相关规定,要么就扮演一个间接的角色,传达行业协会的侵权通知甚至最终终止服
务。 这些就是所谓的“逐级回应”或者“三振出局”。 有几个与此相关的法律已在 2011 年开始实施。⑥

“三振出局” 的法律面临着法律和实践层面的挑战。 其中,许多网络服务消费者都是享用同一个

家庭住址所登记的 IP 地址,这样就难以识别并分离出侵权人的 IP 地址。 因此,个人的侵权行为很可
①

受到产业团体的压力,主要的 BT 网站都相继关闭。 这些网站包括:SuprNova ( Slovenia, 2004) , Finreactor ( Finland, 2004) ,

LokiTorrent ( US, 2004) , Grokster ( US, 2005) , EliteTorrents ( US, 2005) , TorrentSpy ( US, 2006) , OiNK ( UK, 2007) , The Pirate Bay
( Sweden, 2009) , and Mininova ( Netherlands, 2009) 。 这些案件中网站管理者还经常被科以民事责任。
②

2005 年 MGM v. Grokster 案件确立了二次责任的主要标准,该案件引入了“ 引诱” 侵权作为一种基本的责任形态。 尽管这个

③

在本文有些地方会提到的影响的表现之一就是 2003—2008 年期间,RIAA 提起了 2700 个针对 P2P 软件的用户诉讼。 根据

案件没有阐述明确的标准,但是它确实成为有关 P2P 软件服务商承担二次责任的先例。

美国互联网调查机构“ 皮尤网络与美国生活项目( Pew 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 ” 在 RIAA 第一轮行动后进行的调查,RIAA
案件对于阻止 P2P 软件的使用是有限的。 该调查表明,当用户意识到使用 P2P 服务的风险时,相关的用户数量减少了 50% ,即从

29% 减少到 14% 。 但是到 2005 年“ 皮尤网络与美国生活项目” 再次发布报告时,这个数字又重新回到 24% 。 此次调查还同时考虑
到其他新兴数字传输渠道的重要性( Madden and Rainie 2005) 。 更多的关于此类案件影响的论述可参与 EFF(2008)
④

Ipoque 的调查依赖于较少的样本数据,因此他们的测算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 网络服务提供商很少公开提供有关网络传输

的文件类型及其数量的数据。 一“ 单位” 共享文档所涵盖的内容是多样的,要精准地确定其内容就涉及入侵性的内容检测。 Ipoque
的研究只是建立在一小部分与其签订协议的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数据基础上。 尽管这样,IFPI 以 Ipoque 的研究为基础,主张高达 80%

的文件传输都是通过 P2P 完成的( IFPI 2009) ———实际上 Ipoque 报告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及这一数字。 思科系统公司估计这一数字在

2008 年为 55% (2009) 。 张(2008) 比较了 68 个研究最后得出结论说没有一个数字是有可信的基础的。
⑤
⑥

跟以往一样,这些数据的出处是不清楚的。 IFPI 指出他们是通过 16 个其他没有指明作者的研究报告整理所得的。
特别是在法国、英国、新西兰、韩国和日本。 法国在 2010 年末已经开始对侵权嫌疑人发布警告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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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导致这个家庭集体受到牵连( 这点在法律上存在较大争议) 。 例如,西班牙、芬兰和法国的高等
法院已经明确宣布,网络接入是一项基本权利。 这反映了网络在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正
在逐步上升。 BBC2010 年对 26 个国家的调查发现,79% 的调查者也持这个观点。 然而,美国法院仍
没有将网络接入界定为基本权利。 但联邦通讯委员会(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 在
其最近的《 国家宽带计划》 ( National Broadband Plan) 中已经释放出朝着这个方向走的明显信号。
从长远的角度看,强化以消费者为导向的执法必然会带来加密技术、匿名服务以及版权侵权监
测技术之间的拼比。 虽然版权产业当前采用逐步回应的措施来应对消费者的盗版,但是我们还不能
清晰判断这类行为在法律或政治上是否可行,或者仅仅是导致消费者转向其他渠道的发行方式。 如
美国电影协会和美国唱片工业协会最近提交给美国政府的一份执法报告就非常清晰地指出,“ 三振
出局” 并不是数字版权执法的终点,而是起点。 其下一步要采取的措施包括:由网络服务提供商事先
安装内容过滤软件;用户在与网络服务提供商签订的合同中引入以家庭为基础的监控软件;修改海
关表格“ 要求披露是否带有侵权或假冒产品进入美国” ( AFTRA et al. 2010) 的内容。 根据学者的研
究( Bahanovich and Collopy 2009) ,在 2008 年,平均年龄在 14—24 岁之间消费者大约每人收集超过
800 首盗版歌曲,这使执法面临严峻的困境。

教育是否起作用

几乎所有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式计划,例如美国商会的“ 保护美国运动” ,巴西政府的“ 打击

盗版国家计划” ,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发展议程等,均强调仅仅采用“ 镇压措施” 是不足的。 也就
是说,需要在加强版权执法的同时,通过教育和其他提高公众知识产权意识的行动来建立更强的“知识
产权文化”。 为此,诸多的知识产权教育行动得到广泛开展。 这些行动包括在公立学校开展反盗版课
程,印刷和制作宣传材料,召开专门研讨会以提高法官和执法官员对知识产权犯罪严重性的敏感度
等。① 由于行业协会间在提高公众知识产权意识方面相对较为容易协调,因此各个国家举办的地方
①

直接针对儿童和学生的努力是非常常见的。 自 2000 年以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执法数据库所列举的 202 个行动计划中,52

个的目标对象是“ 小孩子和青少年” 。 这些行动包括美国 BSA 开展的“ 划清界线” ( “ Define the Line” ) 行动和 ESA 开展的“ 加入版权
团队” ( “ Join the ( c) Team” ) ; 墨 西 哥 开 展 的 “ 儿 童 反 盗 版” ( “ Children Against Piracy” ) 和 “ 改 变 从 思 想 开 始 …… 这 就 是 你 的”

( “ Change Starts with an Idea. . . It Can be Yours!” ) 行动,以及本书第五章将要论及的巴西学校基础课程《 学校法律专题》 ( “ Projeto
Escola Legal” ) 。 这些行动所采取的措施还包括发行 MPAA 电影《 脱离比特城》 ( “ Escape from Terror Byte City” ,2009) 和加拿大曾风
靡一时的《 版权船长》 ( “ Captain Copyright” 2006) 的漫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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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活动往往看上去很相似,都强调相同的简单信息:知识产权和实体财产是等同的,要加强盗版可
能被抓获,对购买危险产品或者对社会有害产品的担忧。 在这种情形下,盗版和假冒的区别几乎被
抹杀,而且还经常与有组织犯罪、道德败坏和危害严重的行为联系在一起。 例如,巴西在小学课程
《 学校法律专题》 教材中提到:“ 可以不夸张地说,一个人购买盗版产品将破坏自己的工作机会,甚至
会导致他的亲属或朋友失业” ( Amcham-Brasil 2010) 。 在巴西一个广为流传的录像节目中,犯罪分子
对着盗版 DVD 消费者说:“ 谢谢你女士,感谢你帮助我们购买武器!”

塑造盗版公众话语的行动甚至延伸至报纸和广播新闻的管理。 在本研究报告所考察的国家中,

有关版权产业盗版信息的报道经常充斥着报纸和广播电视的新闻报道。 我们的南非课题组所获得
的相关资料表明,在南非这样一个仅有三种主流媒体的市场中,4 年期间大约有 800 个有关盗版的新
闻报道。 课题组对巴西的研究也发现类似的现象,该国 3 年期间大约有 500 个有关盗版的报道。 这
些新闻报道大多遵循几个标准的模板:突击执法或大规模抓捕、新的盗版事件、艺人们所受到的侵
害。 这些报道很多都是来自于版权行业的宣传活动,或者简单引用行业发布的新闻通稿。
媒体盗版尽管随处可见,但是在盗版相关报道中却很少有比较或批判的视角。 特别是当主题是
有关执法行动或执法研究时,更是很少有“ 其他不同的观点” 来平衡一边倒的局面。 诸多因素导致了
上述局面的出现,包括版权行业协会的专业化报道管理策略、新闻记者过于忙碌而仅需要简单概括
的题材、缺乏公民社会对执法行动的参与等等。① 这种媒体口径的一致性与网上观点的多样性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 在线媒体包容大量不同的关于盗版和版权执法的观点。 在我们看来,这些在线媒体
所反映的观点和现实中消费者态度的多样性是较为接近的。
这些营造版权公共话语的努力取得怎样的成绩呢? 如果说劝阻消费者不购买盗版产品是主要
目标的话,这些努力所取得的成效似乎是相当小的。 我们通过调研( 混合调查、小组讨论和面谈等方
式) 发现,不同消费者对盗版的态度具有惊人的一致性:(1) 消费者在对待盗版方面存在着支持与反
对并存的矛盾情感;(2) 价格低廉、产品容易获得的务实态度与道德因素相比,经常是消费者更为优
先考虑的因素;(3) 消费者非常清楚他们在买什么。 在发展中国家,盗版产品大多在报亭或街头地
摊出售,这让消费者非常清楚他们购买的是盗版产品。 消费者经常要在价格和质量预期之间进行权
衡,但是在这种黑市交易中,欺骗或诈骗( 反假冒中的常见用词) 通常并不存在。 合法产品和盗版产
品之间价格的差异就能够清楚说明产品本身的性质。
在我们看来,消费者对盗版产品的清晰认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准来了解消费者对待其他复
制和侵权行为的态度。 而这些行为的法律状态可能很不确定或很模糊,比如翻录、共享、上传或下载
数字材料。 例如,向学生阐明网络共享版权音乐是一种侵权行为可能是需要的,但是我们并没有看
到任何相关证据足以证明学生对侵权的认识会影响到其实际行动。 我们并没有看到消费者受到真
正反盗版“ 教育” 。

我们认为,这些结论和多数版权领域消费者意见调查所得出的结论一致。 这些版权领域消费者

意见调查包括皮尤 ( Pew) 在美国 的 调 查、 英 国 唱 片 协 会 的 调 查 ( British Recorded Music Industry,
“ BPI” ) 、墨西哥负责消费者食物的总检察官的调查( the Attorney General for Consumer Affairs,“ PRO-

FECO” ) 、巴西民意和统计研究所的调查 ( Brazilian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 and Statistics,“ IBOPE” )

以及益普索集团( Ipsos) 在巴西的调查,等等。 最近关于这个问题较为系统的比较分析是美国第一战
略公司( StrategyOne)2009 年受国际商会的委托所作的调查研究。 第一战略公司在美国调查了大约
①

我们提出的这三个因素得到平面媒体的广泛的认同。 虽然没有说明,但是既有可能的第四个因素就是印刷和广播电视媒

体经常被支持版权执法的媒体集团所控制着。

29

170 个消费者,并在俄罗斯、印度、墨西哥、韩国和英国做了新的调查。 与其他调查结论一样,第一战
略的调研也发现,相当多的被调查对象是接受物理和数字形式盗版的,而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年轻
人之间传播数字媒体作品。 研究小组最后得出结论:“ 没有听到罪恶、没有看到罪恶、没有讲到罪恶,
这些已成为常态” ( BASCAP / StrategyOne 2009) 。① 在这点上,我们不需要对这些结论感到惊讶。 根
据我们已经开展的研究工作,我们可以充满自信地讲,将盗版妖魔化的努力是失败的。

我们认为,改变上述情况的空间很小,因为消费者的态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已形成———他们态度

的形成也不需要取决于是否接受过明确的反盗版宣传教育。 相反,我们发现消费者的态度是一致
的。 盗版所可能产生的消费剩余不仅仅受公众偏爱,而且还可以从经济正义的角度获得理解,因为
这符合人们对贪婪的美国和跨国公司的普遍憎恶,以及发展中国家消费者所感受到的全球化过程中
的结构性不平等。 正基于此,人们将诸多的执法行动与美国对其他国家政府施加的压力联系起来,
而这些执法行动也因此被大多数公众所漠视或抵抗。 很多政府不愿意采取强硬的执法措施,也是因
为考虑到相关措施可能带来高额的国内政治成本。
虽然教育通常可以看作是一种长远的投资, 进而上述情况可能并不足为奇。 但是非常明显的

是,我们看不到明显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教育所取得的实效。 过去 10 年毕竟已经开展了太多的反盗
版教育活动———据第一战略公司的统计,到 2009 年,发达国家共开展了 333 次专门的反盗版教育活
动。 也许我们现在较为合适的做法是等待对已经开展的行动进行评判后再发表结论,但是这种评判
却被广泛搁置。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行动对已经开展的教育行为展开后续评估。 这从第一战略公司
对 202 个单独行动所作出的调研结论也可窥见一斑。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增加相应的行动并避免不利新闻,说明反盗版教育还有其他目的。 在我们看

来,在知识产权教育和提高公众知识产权意识方面的继续投资,可能是一种情感驱动以及对未来充
满幻想的行为。 例如,尽管没有证据证明教育的成效,第一战略公司却在其报告中声称,教育的失败
“ 不管对个人、公司或者我们所从事的行业或者整个社会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 ( BASCAP / Strategy-

One 2010) 。 在其他情况下,这些教育措施可以为政府提供版权执法的政治掩饰,特别是当政府公开
承诺执法但是担忧更为严厉的“ 打压措施” 可能带来的后果的时候。 而对产业集团来说,教育活动则
使它们看上去态度软化,即使它们已经开始采用更为直接的方式惩罚消费者的侵权行为。
正如本报告在巴西一章所详细论述的,这些教育行动可以缓解不同利益相关群体间的矛盾,同

时也可以获得政府官员对这些行动的轻率许诺。 正是因为这种许诺,现在巴西有 22000 个学校儿童
接受了《 学校法律专题》 教育———巴西全国反盗版行动计划中的一个代表性教育项目。 该项目建议
教师通过以下的典型逻辑来解释学生关于媒体访问的问题:“ 电影、音乐和书籍等等是非常多的,因
此,如果我们买不到某一部电影的门票,我们并不能说我们没有接触到文化,而只不过是说我们不能
在特定地点、特定时间接触到特定的电影而已。” 我们认为知识产权文化是极不可能建立在这种诡辩
而且脱离消费者体验的基础上的。②
①

BASCAP / StrategyOne 的研究非常重要但是和本研究报告在主旨上是存在冲突的。 该报告同样认为版权产业在发展中国家

想要达到的反盗版宣传目的几乎全部失败。 同时,该报告还发现盗版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价格和产品的可获得性问题。 而这两个问
题的结合则加速了多媒体盗版并导致反盗版的努力通常收效甚微。 这种情形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 该报告将假冒药品和盗版多
媒体产品分开研究,发现公众通常对与其健康和安全相关的产品和对其没有本质损害的多媒体产品的态度是决然不同的。 尽管这
样,第一战略公司似乎承受着某种压力以致认为这些结构性因素实际上是沟通的问题,并进而认为教育能够( 或者更为准确地讲是
必须) 起到更好地达到预期目的的作用。
②

在本报告即将发表的时候,巴西国家打击盗版委员会的代表告诉作者《 学校法律专题》 已经被政府否决了。 然而这一政策

的变化现在还没有公开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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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消费?
长期以来,媒体生产和发行的高成本使得生产者、发行者和消费者之间存在着相对较为明显的

区别。 消费者经常处于商品价值链中接受产品、体验产品的一端———通过音响播放音乐、到电影院
看电影等等。 消费者的体验和感受非常有价值而且也是行业所需要的,但是消费者创造性地参与或
借用作品的机会通常很小。 当然,以上模式已经发生了改变,因为随着生产和发行成本的降低,媒体
经济的核心功能被民主化, 而新技术又赋予了消费者评论、借用和再次利用的能力。 这些现实情况
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分析数字媒体盗版时通常要予以考虑的。
本报告将围绕这一视角进行分析,并作扩展性的探究。 我们发现在非常低端的媒体市场,新的

生产和发行渠道所带来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通常最开始是非法的,但是后来却演变成包含新的
合法竞争的混合市场。 而且,我们看到诸多创造性的借用行为已经开始挑战授权和非授权使用的界
限,而这些行为经常被指责为盗版。
然而,在录制媒体方面,我们的研究强调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收藏性消费行为的转变,即收集者和
专门收藏特定类型作品的消费者的减少。 在我们看来,这类消费者仍然是文化生活领域的重要组成
部分,而且也是音像媒体市场的商业模式和供应链的重要参与方。 但是,因为收入的影响和文化的
变迁,他们在文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在明显缩小。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处于收入高端和低端的唱片收集者的数量都同时在减少。 对于上层的、享
有更多技术资源的消费者来说,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管理大规模的数字音乐:个人媒体
收藏规模的增长已经将录制媒体与传统的收集观念脱节开来———即使我们假设这些媒体收藏是有

目的的。 2009 年,在英国问卷调查了 1800 年轻人,发现他们平均的个人数字收藏大约有 8000 首歌,
而存储在 iPod 上的平均就有 1800 首( Bahanovich and Collopy 2009) 。 这些歌曲大部分( 一项最新研
究认为达到 2 / 3) 没有被收集者播放过( Lamer 2006) 。

这些数据表明,音乐以及越来越多的录像内容通过了数十数百兆字节的分享传播。 这个存储量

使消费者很难管理甚至了解其所收集的所有媒体内容。 基于网络社区的数字收藏中心,例如那些仅
以受邀请用户为服务对象的 P2P 网站,则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变化,使得数字媒体的拥有和管理都更

加分散。 在这种规模下,诸多传统的收集功能变得非个人化,即不再是个人管理或者个人能够管理。
与此相关的一个结果就是,个人的媒体拥有量变得难以界定和衡量,而消费者调查根本无法应对这
种变化,因为调查对象对自己情况的认识都不可靠。 针对特定设备或媒体服务的研究( 例如一些以
iTunes 数据为对象的研究) ,也只能反映消费者对这部分媒体资源的诉求。 因此,我们日渐生活在一
个没有源头或边界的媒体海洋中。

我们有部分研究内容反映了仍然钟情于实体光盘的传统收藏模型与全新数字模型之间的冲突。
两者间的关系还受收入、宽带普及和年龄段的影响,因此在中低收入国家只影响一小部分人口。 在
这种情形下,原装音像产品仍然具有高端地位,例如作为财富的象征,或者( 如本报告在俄罗斯部分
所提到的) 作为高雅的礼物。①但是在本研究进行的短短几年间,上述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中
较大的变化指标,并不是平均收入的缓慢增长,而是技术价格的快速下降。
在很多国家,第二个消费转变就是大众媒体市场在低收入群中的增长,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低收

入群体可以大规模生产这些录制媒体。 这个变化可以追溯到 1980 年代,当时出现了带来盗版和媒
①

同样可以参照 Wang (2003) 对这个区别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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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民主化的录制技术———盒式录音带及播放机( Manuel 1993) 。 当前更大型的数字媒体录制浪潮,
建立在过去 10 年廉价的 VCD 和 DVD 基础设施上,其中包括多格式播放器、电脑、烧录机以及光盘
等。 这些因素既促进了廉价盗版产品的增加,同时也是盗版所带来的结果。 在这个阶层,消费者的
行为也很不同。 他们很少将 CD 或者 DVD 作为私人收藏,而是更多地和大家庭及社区邻里一起共
享。 在这种情况下,集体性的消费———观看和收听———变得非常普遍,这也反映出贫困家庭很少拥
有电视、电脑或 DVD 播放器。

不管是高收入还是低收入人群,这些变化都没被当前有关执法的讨论所涉及。 在我们看来,当

前的执法讨论还是主要从一个怀旧的收藏者角度看问题,讨论人们是否出于个人目的而购买正版或
盗版产品。 尽管有证据表明收藏者在数字文化领域的作用在不断减少,我们并不会看到执法讨论随
之变化。 无论如何,收集者是版权经济中具有固定个人责任的重要一方。 随着执法行动从商业中介
机构转向消费者,收藏者固定责任的传统作用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犯罪是否有利可图?
自 1990 年代末 IFPI 国际唱片协会关注盗版 CD 的跨境走私开始( IFPI 2001) ,媒体盗版通常与

贩卖毒品、武器走私以及其他严重的有组织犯罪形式联系在一起,作为执法报告的组成部分出现在
公众视野中。 而将盗版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则是最近出现的。 2003 年,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罗纳
德·诺博( Ronald Noble) 指出:“ 值得关注的是,知识产权犯罪已经成为一些恐怖集团获得资金的主
要方式” ( Noble 2003) 。 2008 年,美国总检察长迈克尔·穆凯西( Michael Mukasey) 指出:“ 犯罪组
织,在一些案件中甚至恐怖集团,将知识产权犯罪视为商业获利行为,并且认为这是一种风险较低的
取得资金以支持其他活动的途径” ( Mukasey 2008) 。 2009 年,兰德公司发布了至今为止有关这一主
题最为详细的报告:一份由美国电影协会资助的长达 150 页的关于电影盗版和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
义的联系的报告( Treverton et al. 2009) 。

暴徒和罪犯
“ 除少数例外情况,那些采购、生产和发行

版产品上所花的每一美元、英镑、比索、欧元或

盗版产品的人经常和危险的大型国际犯罪组织

卢比,都会落入到这些对我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有关联。” 电影 盗 版 不 是 小 打 小 闹 的 “ 夫 妻 店”

的坏人手中。” 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群体

行为。 ……“ 它是由一些具有商业头脑的暴徒

“ 在开展其业务过程中,对诉诸暴力或行贿行为

来运作的,资金来源于贩卖毒品、枪支交易和贩

并不存在任何疑虑,而且经常这么做。”

卖人口 等 违 法 行 为 ( 往 往 利 用 相 同 的 运 作 渠
道) 。 这些人又通过盗版获得的资金来支持上

———John Malcolm,美国电影协会高级副总

裁 和 全 球 反 盗 版 行 动 总 监 ( 引 自 McIllwain

述其他违法活动。” 因此,“ 非常有可能我们在盗 2005)
商业规模盗版是违法的,而且其秘密的生产过程和供应链通常也需要一定的组织形式。 从这一

角度讲,它正符合有组织犯罪定义的最低标准。 盗版的 CD 和 DVD 经常在一些较为贫穷地区的街头
和非正规市场贩卖,而这些地方经常也是其他违法活动的多发地。 这种情形导致人们将盗版经济活
动与更广泛的违法和准合法的地下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 如果没有联系似乎就不正常。 但是,在我
们所考察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媒体盗版和更为严重的有组织犯罪联系在一起,更
32

不用说恐怖主义了。 如何解释这个结论呢?
通常,人们将盗版和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逻辑依据就是,盗版是高收益行业。

例如,兰德报告就指出( 但没有进一步解释) :“ DVD 盗版……甚至比贩毒的利润率还高” ( Treverton

et al. 2009:xii) ———这个耸人听闻的论断自 2004 年以来就开始在业界流传。①我们认为,现有文献记

载非常清楚地表明,到 2000 年代早期盗版是一个高利润的行业,因为那时光盘生产设备非常昂贵,
因此以少数的工业规模生产为主。 光盘生产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导致国际盗版经济的产生。 其
中,一些国家成为盗版光盘的主要出国口( 如马来西亚、保加利亚和乌克兰) ,而其他一些国家则成为
主要的进口国或者中转国。 在这种情况下,盗版产品的国际发行就涉及物理光盘的走私,于是自然
和其他假冒产品的走私有并行或分享的流通渠道。 比如,我们对印度和南非的研究中发现, 这种盗
版贸易结构长期存在于连接南亚、中东、南非和部分东亚国家的区域性贸易网络中。 但是非常清楚
的是,在大规模的整体盗版经济中,这些贸易网络不仅不是主体,而且还在快速衰落———这主要因为
利润受到本地生产和免费数字发行的冲击。 除了少数几个市场外,我们没有看到证据可以证明盗版
仍然还是一个高收益的行业。

自 2000 年代早期以来,这种趋势主导着整个盗版生产。 光盘生产成本和利润率已经直线下降,

这导致了价格的相应降低。 在 2001 年,街头高质量盗版的 DVD 经常要卖到 5 美元甚至更多。 到

2010 年,在世界很多地方,盗版光盘的零售价已经低于 1 美元。 刻录机和空白光盘现在已经成为普
通商品可以自由流通。 市场上这两种产品的大量供给导致各地方自己生产盗版产品的行为大量增
加,进而替代走私。 在很多国家,盗版生产模式已经转向以家庭或手工作坊为基础的小规模生产。
而且,随着网络环境下大量不属于商业范畴的媒体复制和发行的出现,商业盗版面临着进一步的利
润压力。 在高收入国家,商业盗版光盘已经基本消失,而且这个趋势在其他中低 GDP 国家也已经出
现。 商业盗版日渐面临着与正版产业同样的困境:如何与免费产品进行竞争。

在我们看来,生产成本的下降不仅是改变盗版市场的主要因素,而且也是阻止传统有组织犯罪
介入盗版的重要因素。 然而,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一个行业或者执法机关报告在论及盗版和有组
织犯罪的联系时,考虑到上述这一重要因素。 在其他情形下,盗版和假冒通常被人们混在一起,并放
在国际刑警组织所谓的“ 知识产权犯罪” 的语境下加以论述,因此上述这一重要因素也经常被人们所
回避和忽视。 知识产权犯罪包括假冒香烟、药品、及其零部件和各种各样的其他工业产品。 几乎所
有暴利的产品都是通过跨国的走私网络进行输送的———实际上之所以走私也正是因为这些产品的
高利润。 反过来,走私又为犯罪集团组织货物运输或征收保护费提供了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与恐
怖组织的联系是有可能的。 有关证据表明,特别是香烟走私———受美国和欧洲对香烟征收高额税收
的激励以及受主要烟草公司的唆使———已经成为塔利班、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库尔德工人党的
主要收入来源( Willson 2009) 。

如果认为盗版是上述这些犯罪组织网络的组成部分,则忽视了过去 10 年来信息技术和盗版市

场组织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而且为了证明盗版和有组织犯罪是联系其一起的,他们所采用的必
要性证据标准也相当宽松。 几十年前的老故事可能又被重新用来作为证据证明盗版和恐怖主义分
①

这个论断的最早版本出现在 2001 年法国玛丽安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 该报道指出,1 公斤盗版光盘的价值超过 1 公斤大

麻。 这一观点在国际刑警组织 2003 年向美国国会提交的《 知识产权犯罪和恐怖资金来源之间的联系》 的报告中被再次提及。 自此
以后,这一论断就经常被业界的报告所引用。 这一论断曾受到人们的质疑( Piracy Is Not A Crime. com 2006) ,但是在更新相关的数据

时又被重新提及。 根据美国海关官员说法,1 公斤大麻在纽约的销售价格大约为 3 万美元,1 公斤盗版的 DVD( 每张光盘 16 克的话,
大约为 60—65 张) 在纽约街头销售价值为 300 美元( 按现行每张 5 美元计算) 。 IPPA 在 2010 年向 USTR 提交的报告中再次提出了
这个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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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存在联系。 一些奇闻轶事也被当作证明存在广泛联系的证据。 而且,现在界定有组织犯罪的门槛
也相当低。 兰德公司的报告基本上就是在国际唱片协会和国际刑警组织的早期报告的基础上重新
整理而得的。 其中突出事例就是 1980 年代爱尔兰共和军参与电影盗版和 1990 年代真主党参与
DVD 和软件盗版。 墨西哥市的街头商贩网络( 在墨西哥一章我们会详细论述) 被错误地界定为是与
贩毒有关的犯罪团伙。 在俄罗斯,盗版经常被认为是黑手党的行为,而不是合法和非法企业渗透合
作的结果。 巴基斯坦黑帮“ D 公司” ( D-Company) ,其实根本不是兰德公司所描述的宝莱坞电影的
“ 垄断盗版商” ,该团伙在印度 DVD 盗版市场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因为本土化生产已经挤垮了走私
网络。

美国相关资料记载也不能让人确信盗版和有组织犯罪之间存在联系。 杰弗里·麦克温( Jeffrey

McIllwain) 查阅了美国司法部 2000—2004 年间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刑事案件,发现 105 个案件中仅有

49 件的犯罪嫌疑人仍被认为和更大的有组织网络存在联系。 在盗版软件方面,几乎所有的案件都是
通过“ 无形” 的网络发行的,即通过没有任何明确商业目的的黑客组织传播。 麦克温发现,在司法部

的任何刑事指控中,“ 没有明确提及专业化有组织的犯罪团伙” ( McIllwain 2005:27) 。 一般情况下,
如果有组织犯罪是一个严重问题的话,应该会有非常明显的资料记录。

不同行业的盗版情况
盗版对版权行业的威胁经常是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 但是实际上,不同版权行业受到盗版
的威胁是不同的。 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音乐、电影和计算机软件的使用方式存在哪些区别,同时也
反映了不同行业的商业策略和消费预期是如何塑造这些市场的。 核心版权行业内部同样也是多样
化的,不同的收入来源和商业模式构成了其区别的基础。
我们看到大量证据表明,数字化的变迁正在改变音乐、电影和商业软件的混合商业模式,而且损

害了一些利润很高的行业,例如 CD 和 DVD 市场。 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相关证据可以说明这些行
业创新或者商业化的能力已经削弱。 从各方面来讲,过去十年是美国版权产业非常繁荣的十年———
有些版权产业部门一直繁荣到当前的经济危机。 所有的美国版权产业———电影、商业软件、娱乐软
件、书籍出版、甚至音乐( 包括现场表演) ———在 2008 年全年收入都是增长的。

如果说新产品的数量是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一个指标的话,那么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可以说

是美国的黄金时期。 在此期间,新唱片的发行数量增加了 1 倍以上,从 2000 年的 35,516 张增加到

2007 年的 79,695 张( Oberholzer-Gee and Strumpf 2009) 。 好莱坞发行的电影数量在 90 年代每年约为
370—460 部,21 世纪初则增长到 450—928 部。 其中 2006 年达到高峰,2009 年发行的电影数量约为
677 部( MPAA 2006, 2010 ) 。① 软件产业的增长也非常迅速, 直到 2009 年, 每年增长速度平均约
20—30% 。 视频游戏行业 2005—2008 年间每年平均增长近 17% ,2007 和 2008 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
28% 和 23% ( Siweck 2010) 。② 根据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统计,美国核心版权产业部门 2003—2007

年间平均的增长率为 5. 8% ———远高于美国在此期间大约 3% 的年经济增长率( Siwek 2009) 。 根据

世界报业和 新 闻 出 版 业 联 盟 ( World Association of Newspapers and News Publishers) 提 供 的 数 字,
①

我们对这些数据持保留的态度。 欧洲视听观察站( European Audiovisual Observatory) 依赖 MPAA 的数据,而 MPAA 似乎在

2010 年的统计中已经改变了其方法,这导致有关 2005—2009 年发布的电影数量的数字不一致,而且新制作的电影数量在某种程度
上呈现出明显的下降。 这种新的统计方法对 2005 年以前的数据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目前尚不清楚。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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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经济危机影响,2009 年的增长率减少了 10% 。

2002—2008 年美国在媒体和娱乐方面的消费每年大约增长 5. 3% ,而全球则为 6. 4% ( WAN-IFRA

2008) 。 盗版所带来的损失应该放到这个大的整体行业增长———甚至有些部门是快速增长———的大
背景下来分析。

然而,我们需要再次指出的是,围绕高价格的刻录光盘( CD、DVD 和单机版的软件) 所建立起来

的商业模式已越来越难以行得通了。 特别是当消费者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拥有整个产品而不满足于
暂时许可或租借,在产品价格和收入的比率仍较高的国家,这种商业模式更是难以行得通。 盗版是
给光盘市场造成压力一个主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 特别是,我们越来越难以将盗版对 CD / DVD

市场的影响与过去几年出现的低价合法竞争的影响区别开来。 流媒体音乐和视频低价的合法竞争
者,如英国的 Spotify 和美国 Hulu;非常低价的录像租借公司如美国的 Redbox 或印度的 BigFlix;以及
“分拆” 产品的服务,如销售数字音乐的单曲正在替代价格高昂的整张唱片成为主要的销售单元。 不
可否认,盗版催促这些低价商业模式出现,以致重新塑造消费者对便宜、按需提供产品的预期。 但
是,越来越多的高端市场所面临的压力,其实主要是来自低端的合法创新者。
音乐
除了上文涉及的,我们在本节增加了关于音乐行业的一些数据变迁,希望这些增加的论述能够

作为“ 煤矿中的金丝雀” ,对其他媒体市场有所启示。 和公众的看法一样,音乐产业的目前现状最好
理解为是高利润的 CD 唱片业所面临的危机———或者说是主要利润来源于 CD 销售的“ 四大” 唱片公
司所面临的危机( 百代唱片公司“ EMI” , 索尼音乐娱乐公司“ Sony Music Entertainment” , 环球音乐集
团“ the Universal Music Group” 和华纳音乐集团“ Warner Music Group” ) ,而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音乐
产业所面临的危机。 毫无疑问,在原有商业模式中,CD 销售量的下降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参阅图

1. 3) 。 根据国际唱片协会提供的数据,全球唱片销售金额从 2001 年的 337 亿美元,下降到 2008 年
的 184 亿美元———这主要是由于 CD 销售量的减少。 在美国,CD 的销售量从 2004 年的 70 亿美元减
少到 2008 年的 31 亿美元———而同时期,网络音乐的销售则从 0 发展到 18 亿美元。 诸多其他国家的
唱片销售基本上也是呈现出自由落体趋势。 2004 到 2008 年间,巴西的唱片销售从 3. 99 亿美元缩减
到 1. 79 亿美元;俄罗斯从 3. 52 亿美元减少到 2. 21 亿美元;墨西哥从 2. 37 亿美元减少到 1. 45 亿美
元。 不得不提一下的就是南非,其销量 2007 年达到了顶峰 1. 29 亿美元,但到 2008 年也下降到 1. 19
亿美元。

唱片业界认为销量的下降是源于盗版———在高收入国家主要指 1999 年 Napster 所开创的网络

盗版模式的快速发展。① 然而,与此观点不同的是,最近关于音乐产业发展历史的诸多研究表明,一
系列因素导致 CD 市场在 21 世纪早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这些因素包括:随着消费者完成从激光唱
片到 CD 的转换,CD 市场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已经趋于成熟;② 其他类型的媒体产品和服务的快速
发展吸引了部分原本用于购买 CD 的消费支出;客户可以随心选择并通过网络购买低价的单曲而不
是购买整张唱片等等。 这仅仅是所列举的几个例子,可见,我们很难认定是盗版直接导致 CD 销量的
下降,而且这种说法也不为人们所广泛认可。 尽管 CD 的销售量下降,这期间人们用于音乐消费( 包
①

RIAA 主席 Cary Sherman2003 年曾指出:“ 导致唱片销售急速下降的根源是互联网中存在着非常惊人的音乐盗版” 。 IFPI

CEO Jay Berman 在 2001 年的讲话中也持类似的观点:“ 产业所面临的问题主要不是产品受欢迎程度的下降,而是音乐的商业价值已
经被大规模的复制和盗版所减损” ( Hu2002) 。
②

CD 销售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成为美国唱片工业大规模增长的引擎,从 1990 的 34 亿美元增加到 2000 年的 132 亿美元。 这些

增长诸多可以归结于“ 重置支出” ,消费者重新购买他们已经收集的唱片的 CD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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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 音乐唱片销售( 贸易额,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IFPI 数据整理所得,2004-10

括音乐会和数字格式音乐) 的总支出却保持稳定,甚至出现小幅增长。 在美国,CD 销售量下滑被数
字音乐销售和音乐会门票收入的增长抵消了:后者增加了 3 倍以上,从 1998 年的 13 亿美元增加到

2008 年的 42 亿美元。 这些数字表明了以下趋势,即音乐产业从以 CD、专辑销售和四大唱片公司为
主导的高利润行业,转向一个更多由表演者和相关权利者主导的低利润市场。① 在我们看来,这些转
变并没有对现有的音乐产业带来威胁,更不用说音乐文化了。

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同样趋势,包括 CD 销售量的下降和现场表演市场的上升。 但是,全球市场

结构也使得他们在一些主要方面存在区别。 从广义上讲,这种市场结构相对简单,其特征主要有:
(1) 四大唱片公司基本上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几乎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在巴西约占市场的

84% ,墨西哥为 82% ,南非为 78% ;②(2) 80% —85% 的收入集中在美国、西欧、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3)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强有力的国内竞争者可以建立替代性的发行策略,例如在美国已经出现
的苹果和其他数字音乐发行者。

实践上,这些因素进一步使得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高价格和小市场的现状。 而且,这还导致
四大唱片公司非常积极去调整高收入国家的市场定价,却没有动力去调整他们在低收入市场的定价
策略。 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市场与美国、英国、日本等高价值的国家相比,显得无足轻重。 在这种情形
下,降低价格以扩大巴西、南非或者墨西哥的市场所带来的好处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如果破坏了高收
入国家市场的定价传统,所带来的潜在威胁也是非常明显的。 因此,主要唱片公司如何权衡这种利
弊就非常清楚:不能在新兴经济体国家明显降低价格。

主要唱片公司占据主导地位同样还意味着,很少有本地企业能够采用低于 CD 零售价的商业模

式。 在高收入国家已经出现的推动商业模式转变的数字市场竞争者,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则仍处于起
步阶段:合法的数字音乐服务市场也仅仅是过去几年才出现的,而像 iTunes 这类运营商则在这些国
①

很少有相关的实证研究分析这种转变对行业收入的影响。 毫无疑问,这种转变对一些艺术家产生消极的影响,但是整体而

言,这种影响是好是坏我们这里并不能够做出明晰的判断。 音乐会收入与 CD 销售收入相比,会有更多的比例的收入留存在艺术家
手中。 这也反映了艺术家对举办音乐会的控制权。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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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占据全球的 70% —75% 相比。

家的音乐和录像市场都很少见。① 于是,这些国家的市场仍然还是“ 卡” 在 CD 销售模式,这又进一步
扩大了其与盗版市场之间在价格、便利性和多样性之间的距离。 可以认为,CD 销售的进一步下降和
盗版市场的大量增长是消费者驱动的结果。 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最近报告引用的数据认为,中国、
印度和巴西的音乐盗版率超过 90% 。 而这些音乐盗版却很少以街头贩卖光盘的形式出现,现在的实
体光盘盗版已经转向更小货源和更高利润的 DVD 市场。

我们很多数据表明,CD 销售市场还会进一步减少。 其主要压力来自于商业行为的诸多方面。

生产成本价格的下降和数字发行渠道便捷性的增加,使得新一波企业进入到低端的音乐市场。 数字
发行模式打开了通往国际市场的大门。 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推动移动音乐销售的本地定价协议。
我们对各个国家的研究中,从投资者、消费者和业界本身的角度分析了这一转变趋势,并从整体
上论证了发展中国家的本地企业控制市场所具有的优势。 在一些本地唱片公司和演出公司分别具

有较强市场力量的国家( 在我们的报告中,主要是俄罗斯和印度) ,音乐市场模式的重构是必然的。
在印度,如 T-Series 这样的公司通过与盗版产品在价格上开展激烈的竞争,最终大大拓展了其在音乐
市场的占有率。 俄罗斯唱片公司,虽然没有稳定的 CD 市场可以依赖,但是它们越来越多地将 CD 作
为现场演出的宣传品,并且它们的 CD 定价远低于那些国际大公司的价格。

在我们的研究中,玻利维亚是个特例。 在这个国家,高价格、低收入和无处不在的盗版已经导致

21 世纪早期除了 1 家本地唱片公司外,基本上所有其他公司都关闭,一些主要的唱片公司也撤出该
国。 玻利维亚的正版唱片市场很小,最高峰的时候也仅有 2000 万美元,而且现在已经基本上被毁掉
了。 但是,玻利维亚的音乐文化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 在高端商业前景越来越惨淡的背后,我们
的研究发现,新一代的制作人、艺术和商业模式正在出现———这些很多都来源于原著人社区,并在非
正规市场发行。 盗版产品、促销 CD 和低价专辑混合在一起,第一次在这个国家创造出一个受欢迎的
录制音乐市场。

整个全球情况是复杂的,而且目前还不确定。 印度 T-Series 公司和其他商贩所开创的廉价 CD

销售模式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消除或者排挤了盗版———实际上并没有。 但是它能够证明,印度音乐
产业中的竞争和技术创新推动了产品价格的下降,使购买群体扩大到商业精英以外的普通大众,并
且也证明这是一种可行的本地商业模式。 在其他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唱片公司并没有采用这种
模式:玻利维亚的案例所揭示的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不如说是既有的商业主导团体缺乏创新的
兴趣。

在一些国际主要唱片公司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正版 CD 市场从来就不是一个大众市

场,而且从目前看,以后也不可能。 将高价格和小市场拴在一起,使得其模式越来越陈旧。 相比之
下,当前的盗版市场是一个大众市场。 但我们的疑问是,到底有多少合法出版商能够( 或愿意) 提供
与盗版在价格或实用性方面进行竞争的产品。 在一个音乐获取和音乐创新都达到前所未有高度的
时代,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但不应成为我们予以提防的理由。
电影和电视节目
盗版电影所面临的不断谴责推动了版权产业的诸多执法议程。 2009 年,美国电影协会主席 Dan

Glickman 宣称盗版是插在电影产业“ 心脏上的匕首” 。 参议员 Patrick Leahy 在刚刚客串完 2008 年
①

iTunes 商店之所以能够被广泛接受主要是因为苹果公司 iPhone 手机的全球市场占领策略,但是它没有广泛支持音乐和录

像的销售。 印度第一家 iTunes 音乐商店 2008 年开始运营( 墨西哥为 2009 年底) ,但是在很多其他国家( 包括南非、俄罗斯和巴西) ,
还是没有 iTunes 这类的网络音乐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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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暗骑士》 的表演后,就提出了《 知识产权保护法案》 ( PRO-IP Act) ,宣称盗版威胁了电影所创造的
“ 全部价值” 。 这是个典型案例。 《 黑暗骑士》 尚未在电影院发行,就在 BT 网站上开始出现,并且成
为 2008 年被盗版最为严重的电影。 但是,该电影打破了票房销售记录,在全球范围内赚取了 10 亿
美元。

好莱坞有关盗版和票房收入的信息有时使我们相当困惑:它们经常称电影行业正处在危机之

中,但是我们却看到电影票房收入在不断增长。 自 2002 年以来,美国电影产业的国内票房收入一直
维持在 90—105 亿美元之间,并且在 2007、2008 和 2009 年连续三年创出新高。 电影国际发行的收入
在 2007 年约 166 亿美元、2008 年约 181 亿美元、2009 年约 193 亿美元( 美国电影协会 2009) 。 电影
的 DVD 销售收入是另一独立的主要收入渠道:全球销售收入在 2007 年达到高峰为 234 亿美元,但

2008 年下降到了 224 亿美元,2009 年则进一步下降。 与电影相关的商品许可经营是第三个收入来

源,每年估计约 160 亿美元( Oberholzer-Gee and Strumpf 2009) ①。 这种商业成功并不局限在好莱坞。
印度电影产业( 全球第二大) 近年来也飞速增长,2008 年登记注册的新影片增长了 13% ,票房收入达
到 22 亿美元( 参见图表 1. 4) 。 2009 年销售收入稍微下降,为 18. 6 亿美元( Kohi-Khandekar 2010) .

图 1. 4 国内票房收入( 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欧洲视听观察站数据整理所得(2001-10)

随着宽带和计算机运行能力的提高,盗版电影能够满足高质量要求,业界开始担心制片公司将
会步唱片公司的后尘。 我们认为这有可能,但是仍要仔细论证电影与唱片业的类比。 高价格的正版
DVD 市场容易受到盗版的冲击,并且正在被快速发展的流媒体服务( 如美国的 Netflix 和 Hulu 等) 和
Redbox 等自动租借服务所替代。 这些不同的发行和消费途径所带来的替代效应已经越来越难以区
分开来。 但是,影院票房收入却如音乐商业演出一样非常稳定,即使在这个消费者不断缩减开支的
经济危机时期。 相关商品的特许经营、跨媒体授权以及其他收入来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这些发

①

电影所享有主要“ 财产权” 在实现过程中交叉销售使得难以将不同的收入来源区别开来:电影、游戏、书籍和其他产品越来

越多地成为集合媒体的组成部分,从交叉的公众和部门中实现销售收入。 因此,迪士尼仅商品许可在 2008 年就实现了 300 亿美元的

收入,其中包括 37 亿美元来自于 2006 年的电影《 汽车总动员》 和 27 亿美元来自《 汉娜蒙塔纳》 的相关销售收入( Walt Disney Company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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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渠道的变化的。 与唱片公司不同,制片公司控制着这些其他收入来源,这使得他们能够较好保持
其核心商业模式。 因此,假如 DVD 市场也和 CD 市场一样萎缩,美国电影行业的收入也不会明显减
少,至多是国内市场收入从 600—700 亿美元降到 500—600 亿美元而已。

热门电影基本上都是盗版所重点关注的对象( 表 1. 2) ———尽管 BT 下载有时也会爆出冷门黑

马,如 2008 年的英国黑帮电影《 摇滚黑帮》 。 该片只在美国的一些小众影院上映,但却在 BT 上成了
热门。 总体而言,美国电视剧仍是 P2P 网站传播的主要内容。 上述这些盗版行为诸多发生在美国以

外的地区,这些地区热播的电视剧经常要比美国本土滞后几个月,有时甚至几年的时间。 电视网络采
用全球同步发行的进程非常缓慢,这点与主要制片公司不同。 直到最近,像澳大利亚这样的主要英语
国家,通常也要等待 1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播放美国的热门电视剧。 2010 年 2 月,电视剧《迷失》
(Lost)在美国播放一周以后进行了国际首发,这也代表了当前最快的压缩电视国际播放档期的实践。
表 1. 2

2009 热门下载目录

电影
Star Trek
Transformers: Revenge of the Fallen
The Hangover
Twilight
Heroes

全球总值

10,960,000

＄385,459,000

10,600,000

＄834,969,000

9,180,000

＄459,422,000

8,720,000

＄384,997,000

6,580,000

5,900,000

9,430,000

RocknRolla

电视剧( 热门单集下载)

下载次数

( 美国电视观众)

Lost
Prison Break
Dexter
House

＄25,728,000

6,310,000

11,050,000

2,780,000

2,300,000

3,450,000
2,590,000

5,300,000

15,600,000

电脑游戏( 销售数字通常难以获取)
Call of Duty: Modern Warfare 2
The Sims 3
Prototype
Need for Speed: Shift

4,100,000
3,200,000
2,350,000
2,100,000

主机游戏
New Super Mario Bros. ( Wii)

Call of Duty: Modern Warfare 2 ( XBox 360)
Punch-Out!! ( Wii)

Wii Sports Resort ( Wii)

Street Fighter IV ( XBox 360)

来源: 作者根据 TorrentFreak 数据整理所得。

1,150,000
970,000
950,000
920,000
8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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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特一家》 在慕尼黑
问题:你的工作是分析观察文件共享。 这
方面是否有主流趋势? 来自希博伊根的《 凯特
一家》 是否是盗版的呢?

埃里克·高兰德( Eric Garlan,美国网络媒

体评估公司 CEO) :是的,特别是当《 凯特一家》

容,而且现在马上就要获得这些内容。 即使《 凯
特一家》 ( Mom and Pa Kettle) 说目前还不会播
出,我 们 也 不 理 会, 打 开 电 脑 上 网 就 可 以 观 看
了。 如果他们想让我等 6 个月,我们会做出其他
选择。 人 们 不 会 真 正 对 此 产 生 疑 虑 或 感 到 不

在慕尼黑、塞维利亚、巴黎都出现的时候。 为什

安。 即使有,这一感受也会因他们认为有权利

么我们谈到这些音像作品时把上述欧洲城市单

与他人一样保持同步观看电影而有所减缓。 这

独列出来,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的人们通常要

是推特和实时英特网带来的观众期待。

等很长的时间才能观看到合法授权的节目。 但
在数字时代,我们不想等 3 个月、6 个月。 我们
再也 不 能 这 样 等 待 …… 我 们 想 获 得 所 有 的 内

———对 BigChampagne 公 司 CEO Eric Gar-

land 的采访 ( Sandoval 2009)

从美国电视节目的地下传播情况可以看到,媒体传播的全球化是不彻底的,这在我们的报告中
反复强调,全球媒体文化和全球市场推广,打破了原有的国家界限和节目延迟发行策略。 关注本地
媒体的“ 国内” P2P 网站的角色,同样也反映了对业界版权节目发行时间管理的突破。 这些网站如印
度的 DesiTorrents、俄罗斯的 Torrents. ru,不像全球知名的 Pirate Bay 和 Mininova,它仅仅迎合了小部
分公众的需求。 然而,这些网站却大大满足了居住在国外的少数族裔移民群体的需要。 这些群体通

常居住在带宽较高的国家,但是却很难获得来自故乡的音乐、电视和电影。 超过 20% 的 DesiTorrents
用户居住在美国和英国。 为影视节目添加字幕的影迷团体,通常也规避了缓慢———或有时根本就不
存在———的媒体产品出口和本土化过程。 在 21 世纪早期,日本动漫影迷群体开始为仅能够在日本
观看的动画片加载字幕。 这些未经授权的加注字幕的视频受到国际市场的广泛欢迎,以至于制片公
司最后自己也认可并主动来满足这一市场需要。 宝莱坞的电影也经常被加注字幕以便盗版发行到

亚洲和非洲。 巴西著名网站 Legendas. tv 仅仅发行字幕文档,而影视文档则需通过其他途径下载获
得。 它在《迷失》(Lost) 美国首播 4 个小时后,就发行该剧的完整葡萄牙语字幕。
娱乐软件
根据 ESA 所提供的数据,2008 年美国娱乐软件销售额达到 117 亿美元,登记注册的软件数量比

2007 创的历史最高纪录还高出 28% ,销售收入超过了电影票和 CD 销售收入的总和。 包括电脑游
戏、主机游戏和移动设备游戏在内的全球游戏市场,2009 年销售额达到 465 亿美元( Wu 2010) 。

主机游戏在这些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最大———根据欧洲互动软件联合会( Interactive Software Fed-

eration of Europe,ISFE2009) 的数据,2007 年约占总销售收入的 39% 。 电脑游戏的销售数额难以较为
准确地统计,因为这些数据通常由以下部分组成:个人单机版游戏,这种游戏近十年来缓慢下降,当
前市值为 40 亿美元;网络游戏( 如《 魔兽世界》 ) 在电脑游戏方面所占的市值为 70—80 亿美元,在所
有平台游戏中的市值约为 150 亿美元;手机和掌上游戏机游戏占到另外的 130 亿美元。

如大多数业界人士所言,视频游戏盗版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单机电脑游戏市场,这导致游戏开发

商放弃了此项业务而转向开发仅能在家用游戏机上玩的主机游戏。 解码的电脑游戏在网上和盗版
市场上随处可见。 与唱片公司或电影公司不同,PC 游戏开发商和发行商有众多途径可以估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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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游戏被盗版的程度。 例如,他们可以通过追踪针对游戏玩家的技术支持服务来确定相应的盗版比
例( Ghazi 2009) 。 就流行游戏而言,据说通常正版与盗版的比例是 1:10。

主机游戏的盗版则在传统上来说比较困难,因为需要安装“ 改机芯片” 或为操作系统打补丁。 在

当前这一代游戏机中,任天堂的 Wii 和微软的 Xbox360 能够被“ 软破解” ,即不需要替换芯片就可以
被修改。 索尼 PlayStation 3 则比较难,直到 2010 年末才被人破解。 现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可以购买到
完整“ 破解” 版的游戏机,而且非常容易安装,大规模生产的改机芯片已经被用到诸多的游戏机中,其
中被关注的最多的就是任天堂 DS 手掌机。

对这类系统破解行为科以刑事责任,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互联网条约( WIPO Internet Treaties)

所关注的主要内容之一。 但是,包括加拿大、西班牙、法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法院,在适
用现有版权法来制止这些行为方面存在较大顾虑。 这些国家的法院之所以认为有些破解行为不属
于违法,其主要原因是认为破解技术本身不属于版权侵权行为,而且具有大量非侵权用途。① 美国的
《 数字千年版权法》 (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规定了更为严格的技术措施保护条款,版权产
业团体成功说服执法机关对破解者和提供破解芯片的人提起刑事控诉。

尽管破解行为经常成为执法讨论的突出主题,但是我们并没注意到有相关研究论及破解芯片或
者破解系统的市场状况,并且也很难找到可信的评估以确定这些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超出了技术爱好
者的业余爱好范畴。 2007 年,任天堂认为大约有 700 万台 DS 掌上游戏机被一种中国生产的流传较
广的芯片所破解,这导致任天堂在不同游戏平台上的损失约 9. 75 亿美元。 任天堂 2009 年向美国贸
易代表办公室提交的报告中将墨西哥、巴西、中国、巴拉圭和韩国列为游戏盗版的主要地区。 美国政
府近年来针对改机芯片的行动———2007 年的复杂网络行动———共缴获芯片 61000 片。 但是这一数
字也表明,至少在美国,改机芯片的规模还是比较小的( Associated Press 2007a) 。② ESA 在其报告中
却指出,他们对网络发行的分析发现,盗版的主机游戏和电脑游戏的数量大致相同,说明游戏机破解
已经形成了大众市场,这与人们对此问题的传统看法不一致。 在我们看来,情况到底如何还需要更
为详细的研究。

Xbox Live 在巴西
在很多国家,要成为一个合法的游戏玩家

西销售最新一代的游戏机和游戏,但是其他第

是很难的。 虽然游戏文化在过去十年已实现全

三方的游戏发行商却拒绝在巴西发行,这大大

球化,但是游戏市场在很多情况下却没有彻底

缩减了巴西正版游戏零售市场。 巴西消费者已

全球化。 在巴西———在所有的报道中被认为是

经被 拒 绝 在 诸 多 新 数 字 游 戏 的 门 外。 例 如,

视频游 戏 高 盗 版 率 的 国 家———索 尼 拒 绝 发 行

Xbox Live 这样一个流行的在线游戏门户网站,

破解( 补正:索尼 2010 年 8 月开始在巴西发行

底才在巴西上线。 使问题更糟糕的是,游戏机

PlayStation 3 游戏机,尽管该机相对来说难以被
PS3,最低价为 1225 美元) 。 微软和任天堂在巴
①

虽然早推出了 Xbox 360 网游,但是直到 2010 年
和游戏 在 巴 西 的 售 价 高 于 美 国 和 欧 洲。 一 个

例如为“ 自制” 软件开发者打开封闭的任天堂系统以拓展游戏设备的功能( 但没有向任天堂付费) 。 任天堂和法国游戏配套

设备提供者 Divineo 之间围绕“ 连接器” 的纠纷仍在继续。 任天堂 2006 年在美国和香港赢得了 2 个诉讼( 后者缺席审判) ,但是 2009

年在法国巴黎法院却遭遇败诉。 巴黎高等法院法官认为,Divineo 根据法国和欧洲的法律应提供互操作性的系统。 任天堂是否有权
利保护其封闭性操作系统从更广意义上讲,已成为消费者和公司之间对游戏设备所享有的权利的争夺。 任天堂已经就该案提起上
诉。
②

2008 年,美国大学销售 3500 万台游戏操控平台。

41

Xbox 360 在美国的零售价为 299 美元,在巴西

提供的 Xbox Live 版本只有少数几种游戏。

外国进口软件的高税收和复杂的本地认证要求

务在巴西也没有推广,但是有很多非官方的虚

所导致的。

拟货币交换渠道,可以让很多没开展此服务地

却超过 700 美元———高出的费用通常被认为是
Xbox Live 在巴西的运作情况,解释了复杂

的地区游戏市场。 Xbox Live 的服务每年只需

60 美元 的 费 用, 这 是 很 多 游 戏 玩 家 购 买 Xbox

360 的主要原因。 这种订购模式还将 Xbox 与更

为强大的硬件和游戏认证服务系统联系起来。
虽然游戏机可以被成功破解,但是 Xbox Live 的

基于 Xbox Live 的虚拟货币点数的相关服

区的用户也能使用相关的游戏功能。 微软通过
IP 地址可以识别用户的地点,但是由于多种原
因而容忍用户的这些行为,以及相关的非正规
市场———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 用户获得相关
服务的努力可以表明其对该款游戏的忠诚度。
在铁杆游戏玩家中,高价格的游戏和高价值的

服务却不会,这使得微软可以有效排除用户修

Xbox Live 服 务, 可 以 让 其 同 时 拥 有 两 个 Xbox

西的游戏玩家通过订购盗版网站来获得相关服

是为了使用 Xbox Live 所提供的服务。 相似的策

改其游戏机。 当 Xbox Live 在巴西上线之前,巴 360s:一个是采用改机芯片的盗版游戏,另一个
务———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 很多人现在仍是
采用这种方式:最近一个抽样调查发现,在巴西

略可以让巴西用户享有尚未在巴西合法接通的
索尼 PlayStation Network 服务。

大部分游戏公司不管采取何种运作模式,其目的和意图就是使得终端用户不能盗版。 在线 PC

游戏,例如《 魔兽世界》 ( World of Warcraft) ———2007 年市值约 70 亿美元———其采用按月订购的模式
运作,这使得任何一个长时间段的未经授权使用都是不可能的。① 诸多其他类型游戏也越来越与发
行商的服务联系在一起,并且需要在线认证才能玩。 同时,游戏厂商可以很容易通过增值服务来验
证产品, 这也是有力的反盗版工具,保障了游戏产业在版权产业处于稳定的地位。 与电影、音乐或
者商业软件不同,游戏通常需要在消费者和开发商或者发行商之间建立销售以外的关系,并且相关
反馈信息还融入游戏的进一步开发。 开发商非常重视与消费者所建立的这种关系,并且游戏社区也
非常认可这种关系。 在线游戏论坛经常出现消费者之间有关盗版行为和伦理的讨论,据我们所知,
这种现象也是所有版权产业中独一无二的。
为什么商业软件盗版是不同的?
商业软件市场是非常独特的,于是提供了不同角度来理解盗版。 正如前文所述,商业软件联盟

同时还拥有最强大的关于盗版率的统计模型,而且———在 2010 年以前———也是有关实际损失的最
为夸张的统计模型。 然而,该模型存在的问题之一就在盗版和销售损失之间一一对应关系的理论预
设已经被证明是不存在的。 而且,在我们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商业软件联盟和业界对于盗版在软件
市场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采取了选择性失明的做法。
在软件市场,网络效应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即软件的价值随着软件安装基础规模的增加而上升。
一个软件或一项软件服务越是被广泛应用,其越容易成为事实标准进而影响用户下一步对软件的选
择和购买。 像操作系统这类平台技术,具有非常明显的网络效应,因为一个广为使用的操作平台将
会催生一个需求较大的有关软件应用和服务的二级市场。 这反过来又会增加平台的价值。 当放弃
①

根据 ESA 和 IIPA 的报告,在线游戏领域欺诈的现象越来越多———通常采用模仿服务器主机的模式来运行以订阅为基础的

游戏。 这是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目前尚不清楚。 我们没看到有关其市场规模的估算数据,并且似乎都是在有关商业侵权和消费者
欺诈的情形下才论及这些行为的。

42

一个特定软件环境的成本非常高时,软件的“ 锁定” 效应就会发生———主要是因为换一种软件需要大
量花费来重新购买,或者是使用不常见的标准会带来诸多不利,或者可能仅仅是重新培训使用新软
件的成本。 在接近垄断的市场,如微软在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系统,网络效应增强了产品的市场竞
争力,并增加了产品的价值。 锁定效应又进而确保消费者一般不会转向使用其他竞争者的产品。①
如商业软件联盟的数据所揭示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软件市场之所以充满活力,主要是( 有时甚至
完全是) 因为采用盗版而不是正版软件所起到的作用。② 盗版实际上使得主要软件供应商占据了中
低端收入国家的市场( 或者,随着这些市场的发展,还会产生进一步细分市场) ,而这些软件公司却没
有较强的经济利益驱动来服务这些市场。 也许对于具有市场主导地位的公司而言,盗版最为重要的
作用就是阻挡竞争者进入市场门槛,特别是针对那些“ 免费” 的并具有替代功能的开源软件。 如过去

10 年所经历的,当这些新兴市场开始成长时,盗版能确保其沿着与市场主导者相关的网络效应和锁
定效应所形成的路径发展。

在我们看来,任何有关软件盗版的成本和收益的论述,都必须充分考虑网络效应和锁定效应等
上述因素的影响。 顶级供应商经常在本地没有大规模投入之前,通过盗版建立并保持其在新兴经济
体国家的市场主导地位。 软件公司在这些国家的消费者市场和企业市场上遭受到的任何利润损失,
都要与其在这些国家的市场主导地位进行权衡比较。 我们认为,近乎垄断的地位给这些大软件公司
带来相当高的市场价值。 企业如果处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或者所销售的产品不能起到标准或平
台的作用,那么其产品的价值显然是较低的。 由于没有相关的研究从实证方面测量或区分这些因素
的影响,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推测。
本研究项目所采访的一些执法官员不同意我们关于软件盗版市场的看法,坚持认为盗版最为主
要的影响就是减少了版权人的收入,减少了外国和本地的投资。 我们之所以将其称之为“ 选择性的

失明” ,是因为这些公司非常了解盗版和网络效应之间的关系———包括行业的领导者如比尔·盖茨,
他不止一次提到盗版对其产品在中国保持市场份额并减少 Linux 的应用的重要性。③ 如微软的执行
官杰夫·莱克斯所说:“ 从长远来看,公司的基本资产就是安装使用我们产品的用户。 随着时间的推
移,你所需要做的是将他们变成我们软件的正版用户” ( Mondok 2007) 。

许多软件供应商在过去 10 年中,已开始通过区别定价和执法政策的结合,迫使新兴经济体国家

的机构部门开始使用正版软件。 这一策略的对象主要是计算机制造商和供应商、大型商业公司、学
校系统以及其他公共机构。 之所以针对上述对象,是因为他们同时具备软件公司想要的两个特点:
这些机构具有相对较高的支付能力,同时容易执法。 但他们也有些特点是软件公司顾虑的:充沛的
市场或者政治力量来对价格施加影响,同时也拥有足够的技术能力使用开源软件来替代其产品。

2007 年,俄罗斯政府和一些商业组织结合起来,通过这种方式以 95 折的价格购买 Windows 操作系统
①

有大量的( 其中的大部分) 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经济学论文论及网络效应,试图通过模型确定有关宽容盗版的政策以及对

软件盗版开展执法行动的决策点( 相关论述可参阅 Katz [2005] ) 。 但是,要实际测算这个点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在任何软件领域或
者在发展中国家都没看到令人信服的测算。
②

来自于 BSA 的俄罗斯的软件盗版率到 21 世纪初基本都在 90% 左右。 有关中国最近的一个数字在 2008 年是 90% 。 印度在

③

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 1998 年在华盛顿大学给学生的演讲中指出:“ 只要他们想继续盗版,我们希望他们继续盗版我们

过去十年大约为 70% ,巴西在 60% —70% 之间。

的。 他们将会对这些产品上瘾,我们到时就可以考虑在下个十年中如何收网了” ( Grice and Junnarkar 1998) 。 或者更近的观点:“ 如
果有盗版的存在,我们 的软件就可以更容易打败 Linux …… 你可以得到相同的 产品,但是不需 要支付相应的价 格” ( Kirkpatrick

2007) 。 一些相对较小的企业为了打入发展中国家市场,通常也持这种观点。 例如,一个市值为 3. 2 亿美元的远程接触软件供应商
LogMeIn 的 CEO 迈克尔·西蒙( Michael Simon) 回应盖茨的话说:“ 如果人们准备盗版什么东西,我们满足他们的需要来盗版我们的
产品” ( Vance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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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捆绑在一起的应用软件供学校使用。 当中国要求政府机关软件正版化之后,各省级政府在 2008

年也采用相同的方式购买相应的软件。 印度的卡纳卡特邦政府 2009 年也通过相同的方式实现政府
软件正版化。 商业软件联盟在其报告中认为,俄罗斯和中国的上述软件正版化行动,是其软件盗版
率下降的主要因素( BSA / IDC 2009) 。 当这些软件开始更新升级的时候( 俄罗斯将在 2010 年底) ,网
络效应和锁定效应是使软件供应商在任何新的许可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的重要因素。

相反,在零售渠道,软件价格相对于本地收入而言仍显得较高———通常跟欧美国家价格相同,甚

至有时还更高。 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原因非常明显,连软件供应商自己都很清楚。 很
少有印度或巴西的消费者会花 300 美元购买 Windows 操作系统,或者花 1000 美元甚至更多的钱去
购买一套 Adobe( Adobe Creative Suite) 。 这一价格水平是不会有什么市场的。 然而在实践中,软件商
并不需要这样一个市场。 因为即使在发达国家,软件零售市场对主要软件供应商而言,所起到的作
用也是很小的。 因此,更不用说在那些软件价格是收入好几倍的发展中国家了。① 售卖正版软件给
政府或组织机构才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
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能维持较高的零售价格,是因为零售市场并不是其市场占有率所需要考
虑的。 盗版就占据着这个市场。 然而尽管如此,高零售价格还是具有以下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
防止别人从价格较低的国家进口相同软件进而利用价格差获利②,另一方面是给软件许可设置了价
格预期———因此也可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虽然一些软件供应商试图在零售部门通过区别定价以
“ 完全” 占据这些低端市场,但是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绩。 大力推行简装版的 Windows( 过去十年间
经常提到的各类“ 入门” 软件包) 也许是最好的例证。 虽然这些软件发行较广,但是在只需要支付较
少费用甚至不需要花钱就可以获得完整版的情况下,正版的简装软件必然难以逃脱失败的局面。 正
如接受采访的一位印度人员所说:“ 在印度所谓免费软件就是微软的 Windows。”

在这种情形下,商业软件联盟关于盗版引起正版软件销量减少的评估( 到 2010 年仍坚持这种看

法) ,在我们目前看来是错误的。 在一个以批量许可交易为主的市场,问题不在于“ 多少盗版取代了
正版” ( 不管答案是 90% 或者 10% ) ,而是“ 假定软件供应商在高盗版率的国家已经占据了较高的
市场份额,那么还有哪些市场是可以通过区别定价和执法方式加以获利呢?” 这里,软件供应商面临
大规模经济的负面效应:越小的消费者,要求其签订许可合同的成本就越高。 在这种情形下,完全占
据一个市场意味着高投入低收益。 在我们看来,商业软件联盟的盗版率就是对这种结论的一种
概括。
小企业经常是执法的主要对象,其经常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包括商业软件联盟及其在各地的
附属机构、主要软件供应商,还有警察。 中小型企业处在尖锐的困境:当他们面临执法时,缺乏有效
的谈判杠杆,但是如果要他们支付所有的软件许可费,他们的企业又没办法运作。 在这种情况下,如
我们对俄罗斯的研究所阐明的,一次审查或取缔行动就可能危及企业的命运。 由于这个原因,商业
软件联盟针对中小企业的执法策略经常受到批评,批评理由包括商业软件联盟提出的不切实际的许

可条件,以及将单个软件的最高零售价而不是实际的购买成本作为索赔的基础 ( Associated Press

2007b) 。 这与软件公司为大型机构侵权人提供解决问题的便利并在价格上给予相应折扣的做法形
成鲜明的对比。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做法同时也导致执法行为并不是在有效阻止侵权,而是在实行
区别定价,而价格的高低( 体现在协议索赔的高低) 则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

与其他可选择措施相比,上述方式可能是商业软件供应商可接受甚至可能是认为最好的途径。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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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收入季报,微软的消费者市场( 包括零售和通过制造商的销售———后者经常打折) 大概占到总的商业软件销售的 20% 。
即使是那些以打折价出售的本地语言的版本。

所有主流软件公司都采用更强的在线认证措施,使得用户难以采用或长期使用盗版软件。 他们也可
以设置更多的障碍以阻止超出许可范围的安装使用行为,这种方法是公认的阻止侵权的主要手段。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软件公司并没有采取更强有力的保护措施。 这些原因包括害怕疏远付费用户、
分裂已经安装的代码( 这会增加正版用户的风险) 、减少软件的广泛使用所带来的正网络效应。① 值
得借鉴的是过去几年 PC 游戏发行商在反盗版上采用的策略。 由于游戏很少用于操作平台或技术标
准,因此发行商很少可以从与盗版相关的网络效应获得相应的利益。 所以,他们很快便转向采用更
强的在线认证保护技术。 尽管存在大量的具有争议的错误或漏洞( 例如,2008 年的《 黑暗孢子》 游戏
和 2010 年育碧娱乐游戏公司的大部分游戏都出现认证服务器死机的问题) ,通过在线认证以锁定
PC 游戏的方式还是被大量采用。

友谊方面的投资
“ 盗版能帮助年轻的一代了解电脑。 它推

动了罗马尼亚 IT 产业的发展。 它帮助了罗马尼
亚人提高了 IT 产业的创新能力,这使得我们的

一种投资。”
———罗马尼亚总统 特拉扬·伯塞斯库( 与
比尔· 盖 茨 在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的 讲 话) ( Reuters

产业 在 世 界 范 围 内 具 有 一 定 的 影 响 …… 十 年 2007)
前,这是微软和比尔·盖茨对罗马尼亚友谊的

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以及很多其他国家采用开源软件所可能带来的威胁也强烈冲击着商业
软件执法策略的上限。 其中蕴含的逻辑很简单却又很少被意识到:在俄罗斯和中国,通过执法行动
推广正版的做法最后可能的结果就是,这些国家采用开源软件作为替代。 而且,相关的软件如果还
没有相同功能的开源软件可以选择,这些国家非常有可能鼓励发展其他可能的替代方式。 例如,鼓
励采用其他方式以取代 Autodesk 所开发的 AutoCAD 工具。 正如我们在俄罗斯和印度两章所详细
论述的,商业软件开发商所面临的这些风险是确实存在的:微软和其他供应商竭尽全力以低于开
源软件的价格争夺机构消费者,进而确保开源软件的采用难以达到可与之相比拟的网络效应。 ②
如果机构或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涉及软件开发商的重大利益,那么竞争的压力可能使得其许可费用
为零。
由于这些竞争规则,一些国家采用开源软件的政策受到了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批评,虽然这与
知识产权保护毫无关系。 例如,印度尼西亚政府最新公布了开源软件政策以减少对盗版软件的使
用。 但是,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并没有对此政策表示欢迎,而是批评印度尼西亚此种做法是制造贸易
壁垒,即“ 没 有 正 确 考 虑 到 知 识 创 造 的 价 值” , 而 且 “ 没 有 建 立 起 尊 重 知 识 产 权 的 制 度” ( IIPA

2010b) ③。 这种开源软件政策是否构成贸易壁垒———合适与否———是个重要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开
①

如微软副总裁布拉德福德·史密斯( Bradford Smith) 在 2001 年曾经指出的:“ 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每一个独立的软件公

司都放弃了版权保护方式,其原因就是合法的用户并不喜欢版权保护。 这些合法用户发现很多时候他们需要做额外的备份拷贝:他
们将计算机卖出去并重新买了一个新的而需要将原来的软件拷贝过来;或者他们的硬盘损坏需要重新安装软件。 因此,即使全球的
盗版率超过 80% ,他们也必须认真优先考虑这 20% 的合法用户利益而不是考虑如何对付没有授权的用户。 这种相同的区别对待政
策至今仍大量存在。 我发现当微软内部开始讨论这些问题时,其就存续至今( Katz 2005) 。” 在 2010 年底,微软放弃了将 Windows 和
Office 的升级和微软服务器的常规认证结合在一起的 Windows 正版增值计划。
②
③

可以作为教材一个例子,可以参考 Volker Grassmuck 对慕尼黑采用 Linux 系统的研究( Karaganis 和 Latham (2005) ) 。
IIPA2010 的报告有关印度、巴西、泰国、越南和菲律宾的内容,也提出了相同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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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软件团体内部被广为探讨( O’Reilly 2002) 。 但是,如果说开源软件侵害了知识产权,显然是有所偏
颇的。 相反,开源软件的许可依赖于强有力的版权制度。

商业软件联盟还继续呼吁通过增大惩罚和监督力度以强化版权执法。 其所提出的措施还包括
对“ 机构性的终端用户侵权” 科以刑事责任,以此对商业机构施加压力。 一些国家已在立法中规定了
终端用户的刑事责任。 这些国家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因为签订了美国所推动的双边协定( 如澳大
利亚和新加坡) 。 而这些双边协定有关刑事保护的条款实际上已经大大超出了 TRIPS 协议所规定的
内容,而且这些内容至今也是充满争议的。 实际上,连美国也是这样的。 在美国,只有《 反电子盗窃
法》 (1997) 概括性隐含了终端用户的刑事责任,但是并没有被适用过。 鉴于机构软件正版化策略的
有效性,以及执法和开源软件使用之间的制约关系,我们不认为主要的商业软件供应商有动力来打
破现状。
最后,30% 的增长率和高价值的网络效应支撑着关键的软件市场,因此我们并没发现有证据证
明商业软件盗版所带来的任何实际损失。 但是,执法行动对于供应商确定对组织机构采取何种许可
策略,确实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默许盗版给地方 IT 基础建设带来的间接大量补助,到现在采
取各种形式的开源软件作为替代策略,我们可以看到,诸多政府是想和软件供应商慢慢玩这场软
件正版化游戏。 政府一边在执法上 合 作,一 边 又 采 用 开 源 软 件,这 实 际 上 就 是 胡 萝 卜 加 大 棒 的
政策。

价格
不同国家盗版产品和正版产品之间的价格比较,提供了一个简单却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来阐释各
国媒体市场的结构。 为了说明不同国家之间的区别,我们只将最为普通的正版媒体产品的价格和最
为普通的盗版媒体产品价格做比较。 同时,我们还将上述相关数字转换成“ 比较购买力” ( Compara-

tive Purchasing Power,CPP) 的价格,以分析如果按照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换算,这些产品在美
国应销售的价格是多少( 表 1. 3) 。①

表 1. 3 价格比较:国际热门唱片, 2008- 9
圆括号表示的是我们看到的最低价格( 通常是批发价)
酷玩乐队[ Coldplay] :《 生命万岁》 [ Viva la Vida] ( CD)
正版产品价格

美国

＄17

俄罗斯

＄11

盗版产品价格

＄55

＄5

＄25

＄2. 5

＄14

＄1. 2

＄54

—

巴西

＄14

＄80

南非

＄20. 5

＄164

＄14

＄80. 50

印度
墨西哥

①

CPP 价格

＄8. 5

＄385

—

—

＄2. 7

＄22

＄(0. 4)1 1

＄5. 75

这里采用的数字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9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国际汇率而不是通常采用的购买力评价:美国 46857

美元;俄罗斯 8694 美元;巴西 8200 美元;墨西哥 8135 美元;南非 5824 美元;印度 1031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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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版 CPP 价格

《 蝙蝠侠之黑暗骑士》 ( DVD)

正版产品价格

CPP 价格

盗版产品价格

—

—

盗版 CPP 价格
—

美国

＄24

俄罗斯

＄15

＄75

＄5

＄25

巴西

＄15
＄14

＄3. 50

＄20

南非

＄85. 50

印度

＄14. 25

墨西哥

＄27

＄112
＄641
＄154

来源: 作者收集.

＄(0. 4) 2. 8

＄22. 40

＄(0. 4) . 75

＄4. 25

＄(0. 3) 1. 2

＄54

这些有关价格的数据是 2008 年底和 2009 年初收集的,因此可以把其视为大概的数字而不是精

确的。 媒体商品价格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因此差异较大。 这些因素包括销售地点、需求观念,对盗
版产品而言还涉及产品质量的高低、包装,以及在单个光盘上是否有捆绑其他产品。 货币波动对价
格的影响也较大。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只关注高质量的单片( 即非压缩的) CD、DVD 和与之相应的正
版产品价格。

酷玩乐队的《 生命万岁》 和华纳公司的电影《 黑暗骑士》 都是 2008 年国际畅销的音像产品。 自

从《 生命万岁》 发行以来, 已累计卖出超过 900 张 CD,而且连续几月列在数字音乐下载的榜首。 《 黑
暗骑士》 的全球票房收入超过 10 亿美元,自 2008 年底发行 DVD 以来,已打破了所有的 DVD 销售
记录。

虽然在诸多方面这些媒体产品属于典型的全球性产品,但是他们的销售与同样具有全球性特征
的汽车、电子产品或者其他制造品很不同。 唱片和电影在每个销售国家都是单独授权的。 这些授权
许可通常只允许特定数量的复制,而且这种复制多是在销售国本地完成。 很多国家都对版权产品的
平行进口作限制,以防止第三方利用差价进行获利。

版权人控制着授权许可的费用———基本上是由各大唱片公司、软件发行商或者制片人所控制。

以音乐为例,最终的许可价格通常是唱片公司和包括发行人、零售商以及电台等其他发行链上的参
与者所达成的交易结果。 这导致在价格方面出现差别,相同的唱片在不同的国家可能价格相差
甚远。

电影公司在不同地区的定价上通常是较为一致的。 最近发行的 DVD 价格在诸多市场中都为

14—15 美元之间。 这种高价格在一些国家已经习以为常。 除了尝试性发行廉价 DVD 外( 主要在中
国和东欧) ,几大电影公司很少降低价格以迎合不同地区的不同收入水平,也很少降低价格以跟盗版
产品进行竞争。 不管是电影还是音乐市场,产品的定价水平都无法满足小众以外的广大消费者。 在
诸多中低收入国家,正版 CD 和 DVD 仍然属于奢侈品。 在这些国家,只有在盗版市场上才能看到与
欧美市场类似的价格与收入比。

这些现象也影响到本地出品的音乐和电影( 表 1. 4) 。 本地唱片公司不受主要大唱片公司的投

资回报模式的约束,通常偏好通过推广现场表演来获得相应收入。 因此,本地出品的 CD 通常在价格
方面更为灵活。 然而,这种灵活的价格机制在诸多本土电影市场中却没有出现,电影的价格通常只
会在发行商所设定的高门槛基础上再继续增加。 与本地唱片公司不同,本地的制片公司已经和全球
电影的生产、发行网络紧密集合在一起,参与到了全球的反盗版执法行动并且遵循全球定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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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4

价格比较:国内畅销音像产品, 2008- 9

国内生产的畅销唱片
正版产品价格

CPP 价格

Krematorium: Amsterdam ( 俄罗斯)

＄6. 50

Victor and Leo: Borboletas ( 巴西)

＄9. 50

＄54

＄15

＄86

正版产品价格

CPP 价格

Thermal and a Quarter: first album ( 印度)
Thalia: Primera Fila ( 墨西哥)

＄7

＄32. 5
＄315

国内生产的畅销电影
Tropa de Elite ( 巴西)

＄10
＄15

＄75

Mr. Bones 2 ( 南非)

＄18

＄144

＄17. 6

＄100

The Inhabited Island ( Obitaemiy Ostrov) ( 俄罗斯)
Arráncame la Vida ( 墨西哥)

Jaane Tu. . . Ya Jaane Na ( 印度)
Oye Lucky! Lucky Oye! ( 印度)

Mission to Nowhere ( 尼日利亚)

＄57

＄3. 8

＄171

＄2

＄90

＄3

＄123

来源: 作者收集.

电影成为高档消费品
虽然美国自 2000 年以来国内票房收入增加

种差异定价甚为明显的国家代表。 印度老一点

2000 年以来,印度的电影票房收入翻了近 4 倍,

映好莱坞和宝莱坞大片的电影院,其票价却可

了 40% ,其实际增长主要还是在海外市场。 自
巴西翻了近 3 倍。 俄罗斯自 2004 年以来也翻了

3 倍。

①

然而,由于增长的基数较低,这些市场与美

国和欧洲相比仍然显得规模较小。 而且,几乎
所有收入的增长都主要来源于价格的上升而不

能达到 20—12 美元。 这种混合的定价模式确保
了印度的大多数公众可以看得起电影:过去十
年,印度每年人均看电影的次数一直徘徊在 3 次
左右———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得多。 但是即使

是观众的增加( 图 1. 5 和图 1. 6) 。 随着发展中

在印度,电影票价也在大幅上升。

经迅速变成高消费产品。 ( 在美国,观众数量自

策略:因为观众对价格不敏感,尽管可以想象这

下一个目标就是 3D 电影和 IMAX 影院。

加大了正版和盗版产品之间的价格差距,并且

国家中产阶级财富的增加,电影在过去十年已
2000 年以来稍微有所下降。) 这种高价位策略的
在国内公司积极争取观众的国家, 平均电

影票价很难计算,因为放映商采用了极为复杂
的区别定价策略。 比如根据电影院等级的不同
而确定不同的价格,对会员或订购者给予不同
的折扣。 而且在印度,同一个电影院还根据座
位的好坏和服务的高低来区别定价。 印度是这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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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影院的票价大概是 0. 6—0. 7 美元,但是放

票价的上升也许是一个有效的收入最大化
种价格关系必然有个临界点。 但是价格的上涨
缩小了正版产品和盗版产品相互竞争的余地。
在我们研究中,唯一与这种趋势不同的国
家是 南 非。 南 非 占 主 导 地 位 的 发 行 商 SterKinekor 在 2005 年降低价格以吸引逐渐壮大的
黑人中 产 阶 级。 为 达 到 这 一 目 的, Ster-Kinekor

发动了一场价格战,将电影票的定价降至 2 美

墨西哥和南非在这段期间增长较为缓慢,本研究没有获得有关玻利维亚在这方面的数据。

元。 结果就是将电影市场一分为二:两个主要
的电影发行商都分别建立了面向高端人群和普
通消费者的两种市场。 这两种市场虽然都放映

一直维持到 2007 年价格战结束为止。 这也是本
报告中唯一一个通过降低价格以吸引电影观众
的例子。

好莱坞电影,但是价格却区别较大。 这种模式

图 1. 5 平均电影票价( 单位:美元)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欧洲视听观察站的数据整理所得(2001-10)

图 1. 6 每年人均观看电影的次数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欧洲视听观察站的数据整理所得(2001-10)

印度和尼日利亚在电影市场定价方面与上述规则有很大的不同———这两个国家拥有大量的国

内电影产业,需要与国际制片公司争夺本地公众。 印度的电影票和 DVD 价格明显分为两个部分:如
果是好莱坞电影,则价格以西方为准;如果是印度本地电影,则价格相对较低。 许多主要发行商( 最
为典型的就是印度最大的发行商 Moser Baer) 甚至打破正版 DVD 市场的传统做法,在印度开辟了一
个大众音像市场,并可以跟盗版市场的高端相竞争。 尼日利亚的音像市场( 主要建立在盗版宝莱坞
电影的基础上,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正规的发行和销售网络) 也同样以较低的市场定价跟盗
版 DVD 竞争( Larkin 2004) 。 这个价格比较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其实很简单:在国内企业主导制作和
发行的国家,企业会在价格上开展竞争以争夺本地观众;而在跨国公司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跨国公
司是不会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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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版 CD 和 DVD 的价格同样也间接说明了这些国家不同的盗版市场结构。 在 21 世纪早期,所

有这些国家的盗版 DVD 价格都接近 5 美元。 到 2009 年,在很多国家这一价格已经跌到将近 1 美元,
而且批发价或者质量较差产品的零售价通常比这个价格还低得多。 我们的研究显示,在目前竞争激
烈的盗版市场( 包括来自其他供应商和网络的竞争) ,1 美元是中等质量 DVD 的零售价基准。 任何
情况下如果高于 1 美元,那么就反映可能存在一些贸易制约因素,例如受到执法因素的制约、进货价
格较高或者是供应商之间的勾结。 本报告对有关国家的论述会进一步举例阐述上述三个制约因素
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和美国的盗版产品价格较高就显得相当突出。 在美国,盗版光盘市场几

乎消失了———被 P2P 和其他数字服务所替代。 大规模盗版零售已经不存在。 虽然现在美国的一些
大城市仍能够看到街头商贩销售盗版,但是这类盗版所针对的仅仅是小众市场,比如在新电影发行
时通过录像机拍摄的枪版或者只专注于像瑞格舞这样的专门题材。 美国盗版产品价格较高,反映了
这样一种小众市场状态,而且也反映出消费者具有较高的支付能力。
相反,俄罗斯盗版市场的高价格似乎反映的是大型企业控制着盗版产品的生产,有人称之为国
家保护盗版。 这些企业有足够的市场力量来维持盗版产品的高价格。 为了掌控盗版市场,大型企业
所采取的重要步骤,就是自 2006 年开始的打压小型零售商和本地生产商的运动,进而扫清了其他国
家所出现的在价格和产量方面与其进行竞争的中间障碍。

中国的特例
跨国公司对 DVD 高定价规则也存在一些例

美元。 由于这个低价行动计划并没有对盗版市

外,在此本报告已对其中的一部分例外做了相

场产生明显的影响,第二年就没有继续实施①。

应的论述。 到目前为止,最为主要的例外是中

因此,正版产品的价格又涨了回来,像沃尔玛这

DVD 的平均价格从 100 人民币(15 美元) 降到

格约 22 元人民币(3. 2 美元) 。

国。 2003 年到 2007 年,中国市场上国外电影的
了 1. 5 美元;国产片 DVD 从 50 人民币(7. 5 美

现在中国的 DVD 价格已经被充分压缩,以

元) 降到了 1. 2 美元。 现在,诸多高质量的外国

致市场上合法与非法产品的区别更多体现在复

(3—4. 5 美元) 。 而且消费者通常还可以买到更

量的 DVD-5 和高质量的 DVD- 9 作出区别定价,

DVD 市 场 售 价 大 概 在 20—30 元 人 民 币 之 间
为便宜的、质量相对较低的 DVD-5 版本。

中国的国内电影公司为了减少正版产品与

盗版产品的价格差距,启动了正版产品降价计
划。 由于中国市场基本上是由国有电影制片公
司和发行公司所控制,这些国企有足够的市场
力量来迫使处于市场边缘的国外企业来跟从。
华纳公司和派拉蒙电影公司为了保持其在中国
市场的地位,从 2007 年起开启了降价行动( 由
华纳公司主导) 。 “10 元人民币大片” 行动,即
一张 DVD-5 格式的流行电影 DVD,只售约 1. 5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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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批量零售商现在销售一张新电影的 DVD 价

与时代华纳代表座谈时所得知的情况。

制品的质量而不是价格方面。 电影公司将低质
实际上还是给盗版留下来巨大的空间。 消费者
也经常对华纳廉价 DVD 的录制质量、包装和所
采用原料的低质量表示不满。 现在价格的竞争
已经转向了蓝光 DVD 市场。 该市场正版和盗版
产品均已降至 30 元人民币(4. 5 美元) 。

在我们看来,时代华纳和派拉蒙在中国市

场忍让 低 价 格 是 全 球 媒 体 市 场 的 一 个 例 外 而
已。 中国潜在的未来市场规模( 虽然至今政府
干预仍较强) 意味着,暂时放弃部分利润并且满
足部分中国市场需要比获利显得更加重要。 根

据其他公开的部分数据,2010 年微软的 Office

中国家的价格要低。 与中国的特例相对应,我

美元,远比我们所看到的印度、巴西和其他发展

价策略的迹象。①

2007 的家庭版和学生版在中国的售价仅为 26

们没有发现跨国公司有在其他国家实施此类低

在这个定价大环境下,软件市场也不例外。 在发展中国家,很多应用软件的零售价格等同或者

接近于西方国家市场———除了对本地语言版的软件有小额打折外,因为这些软件缺乏出口价值。 这
种价格机制表明这些国家的软件零售市场并不重要,同时也说明两个主要软件行业在发展中国家的
不同市场策略:(1) 对于商业软件行业而言,主要的策略是批量许可和对机构组织开展执法维权行
动;(2) 对于娱乐软件行业而言,主要是通过技术锁定和降低投资成本。 对于大多数消费者而言,其
所面临的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市场,即高价格的正版零售市场和廉价的盗版市场( 表 1. 5) 。
Microsoft Office 2007: 家庭和学生版

合法产品价格

表 1. 5

价格比较: 软件, 2009
CPP 价格

盗版产品价格
—

盗版 CPP 价格

＄149

—

＄745

—

＄109

＄621

南非

＄114

＄912

—

墨西哥

＄155

＄883

＄1

＄4

印度

＄100

＄4500

＄2

＄90

合法产品价格

CPP 价格

盗版产品价格

盗版 CPP 价格

—

美国

＄149

俄罗斯
巴西

Halo 3 ( Xbox 360)

—

—
—
—
—

＄101

—

＄505

—

＄60

＄342

南非

＄53

＄424

—

＄30

＄240

墨西哥

＄54

＄308

＄2

＄11

印度

＄36

＄1620

—

—

美国

＄40

俄罗斯
巴西

来源:作者整理

—
—
—

发行
在中低收入国家,与高价格相对应的是发行系统相当薄弱。 在这些国家,电影院、DVD 和 CD 零

售商、书店和软件供应商非常稀少,并且主要集中在首府城市,这些地方基本上是富裕的精英人士居
住的地区。 相对较小的城市或者省份经常没有得到有效的满足———有时甚至完全没有相关的产品
提供。 在巴西,虽然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人口只有全国总人口的 9% 左右,但是电影院的数量却占
到该国的 41% ( Funarte 2009) 。 在俄罗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人口占到该国的 11% ,但是电影院
的数量占到三分之一( Berezin and Leontieva 2009) 。 在南非,黑人聚居的城镇直到 2007 年才有第一
①

关于中国 DVD 市场的结论主要是根据 Jinying Li 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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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多厅影院。 很多国家的人均电影院数量与美国相比微不足道,尽管这个数量在过去十年有缓慢增
加( 见图 1. 7) 。 同时,在偏远地方,复制品及放映电影的基础设施质量也不尽人意。 尽管全球同步
发行正成为一个防止盗版的策略,有些地方的放映商通常要等数周之后才能得到新发行电影的
拷贝。

图 1. 7 每 100 万居民的银幕数量
来源:作者根据欧洲视听观察站(2001-10) 数据整理所得

光盘市场的情况也与上述情况基本相同。 在这些国家,光盘是一种奢侈品,仅有部分零售商有
权销售。 在我们考察的国家中,有几个已经开始改变这种现状。 但其改变的主要原因是,正版发行
商为了应对盗版的消费便利优势,因为盗版商总是在人口聚集的地方销售产品。 在印度,T-Series 公
司从 1980 年代开始就在盒式录音带领域采取这种革新方式。 与其他发行商的销售范围相比,T-Se-

ries 公司将产品分销到更大范围的销售商和零售渠道。 我们在南非、巴西、印度、俄罗斯和玻利维亚
发现大量这样的案例,即非正规部门作为销售渠道所具有的优势已经促使发行商采用与他们相同的
销售方法和定价方式。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利用盗版销售网络来销售具有价格竞争力的正版产品。
尼日利亚音像产业( 单就影片发行数量来说,它是全球第二大电影产业) 就是主要利用这种方式建立
起来的,并将这种模式推广到整个非洲( Larkin 2004) 。

本研究报告认为,这种方式能否取得成功,主要取决于经销商能否获得足够的资金和市场力量

来慢慢建立新的发行渠道———特别是要与现有发行商竞争媒体内容。 在印度和美国,一些大公司已

经证明这些举措是有效的。 但是在跨国公司主导生产和发行的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则成效甚微。
这种困局对本地的艺术家来说影响更为深远,而且将大量发展中市场的媒体获取渠道创新,拖入到
了媒体经济中的法律争端或法律灰色地带中。
如果在某地根本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发行,我们就不能说盗版对合法的销售构成竞争,或者说给
产业带来损失。 在社会经济阶层的低端,这种发行缺口普遍存在,而对这部分人来说,盗版就是唯一
的媒体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要消费者在盗版与正版之间作出道德上的选择( 这也是反盗版运动的
基础) 是没有意义的。 当产业不停地对这些人们无法获得的媒体产品进行大肆宣传时,反盗版的道
德说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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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新兴经济体国家尽管宽带接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盗版光盘仍然是人们获取音乐和电影的主要
形式。 因此,在这些国家的执法行动主要还是集中在光盘生产商、发行商、零售商以及街头商贩等这
些相互连接的商品链条上。 与上述行为相对应的在线网络商业模式———付费 MP3 网站和下载刻录
服务———同样也成为执法所关注的目标。 其中,一些突出的网络侵权行为已成为美国与俄罗斯、中
国之间贸易谈判的重要内容。 而商业软件的执法就其本身而言,继续将目标锁定在私人公司和公共
机构。 换句话说,执法仍然直接针对的是商业和机构的侵权行为。 因为这些机构行为容易受到执法
的影响,而且通常私下和解还能够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回报。
然而,随着宽带接入和廉价的数字存储技术日益普及,执法行动正在转向非商业性的侵权活动,
甚至延伸至消费者的个人空间。 在高收入国家,非商业性的数字侵权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了
大规模的商业零售盗版。 这一趋势在我们考察的中等收入国家中也正在发生。 打击 BT 网站和其他
P2P 服务就是应对这种变化的一个表现。 在相关案例中,版权人要求网络服务商承担第三方侵权责
任的诉讼请求通常得到法院的支持。 即使网络服务商实质上提供的只是搜索引擎服务,也面临着承
担第三方侵权责任的风险。 但是,发展中国家尚未完全采取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做法,并且通常不愿
意打击作为终端用户的消费者的侵权行为———特别是不愿意对消费者启动刑事程序。 尽管面临着
来自版权产业的压力,我们所考察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均不愿意采取上述措施。 然而,新兴经济体国
家的上述立场是否会发生改变,在某种程度上要看明年“ 三振出局” 法的实施情况。
但并不是所有方面业界都希望强化执法。 随着传统思维开始接受商品价值链的变革,以及回应
变革的新商业模式逐渐成为市场中的主导者,业界对于执法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 业界关于盗版和
技术变革的观念转变,是我们了解这一变化的有效方式。 从 1980 年代至 2000 年代早期,美国电影
协会主席杰克·瓦伦蒂( Jack Valenti) 奠定了产业抵制新的消费媒体技术的基调:他在 1982 年摆出
了一个完全不妥协的态度,认为 VCR 等同于杀人恶魔( Valenti 1982) 。 20 年后,这种将新技术与产
业决然对立起来的态度仍然非常明显,特纳广播公司 CEO 杰米·凯尔纳认为:“ 任何时候你跳过广
告 ……你实际上就是在偷盗节目” ( Kramer 2002) 。①

然而,到了 2009 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电影协会的代表很少对未经授权的使用行为采用摩尼教

似的决然对立的看法,而是认为盗版与合法市场之间存在多样的联系。 美国电影协会的专门计划主
任罗伯特·鲍尔( Robert Bauer) ,在 2009 年的访谈中提出行业协会的不同观点:“ 为了将与正版销售
形成竞争的盗版形式分离出来,我们需要将盗版看成是未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一种表现,并且找出
相应的方式以满足此需求。”
在我们看来,瓦伦蒂对消费者盗版的攻击和鲍尔认为盗版是因为正版没有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的

看法相距甚远,这也许反映了当前有关盗版和知识产权在版权产业内的不同看法。 在过去 5 年,版
权产业有关盗版的讨论呈现出一个决然分裂的特征:一个是以瓦伦蒂等人为代表的强硬路线的执法
讨论,一个是以鲍尔为代表的软和路线的商业模式讨论。

本研究报告基本上认为鲍尔所提出的路线对媒体产业而言是唯一可行的———这一路线在具有

竞争性媒体产业的国家已经得到很好的运作。 但是,这不是一个短期就能达到的目标。 我们认为,
①

另外,如美国副总统乔·拜登 2010 年在宣布美国知识产权联合执法策略时提出:“ 盗版就是盗窃。 这是非常清楚和简单

的。 他是一种破坏和抢夺行为。 他本身与打碎蒂凡尼的窗户偷东西没有区别” ( Sandoval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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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政策的相关内容反映该路线之前,这一路线目标的实现是个长期的过程。 强硬的执法路线对
于阻止盗版趋势来说是徒劳的。 但是,在强硬路线的执法方面,美国所承担的成本其实是很少的,而
美国公司却能从中获得较大的收益。 这就是美国持续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的秘密。 而且,美国向
发展中国家施压的现象很有可能持续较长的时间,直至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的媒体商业模式发生
改变。 有关国际政策制定的情况,及其可能出现的僵局,将是下一章讨论的主要内容。

关于本报告
第一章概括了本研究报告相关的结论并展开相应的论述。 因此,本章结论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其

他章节的研究,以及诸多的本课题组的团队成员和其他研究者的贡献。 他们包括 Jinying Li, Jaewon

Chung, Emmanuel Neisa, Nathaniel Poor, Sam Howard Spink 和 Pedro Mizukami。 为了得出相关的结
论,本章写作过程中作者还与近 30 位在盗版和执法领域的专家通讯和访谈,这些专家包括国际知识

产权联盟、商业软件联盟、娱乐版权联盟、美国唱片工业协会、国际唱片协会和美国电影协会的员工。
这些访谈内在诸多层面,特别是商业实践和实证案例分析的详细论证方面,夯实了本章的论证基础。
本报告在合成相关的研究碰到了诸多的困难,最为明显的困难就是研究涉及价格问题时需要进
行汇率换算,尤其是当价格需要进行比较时所得出的结论就只能是近似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该
结论还可能发生变化。 在本研究领域,获得可靠的数据是另外一个问题。 媒体市场的诸多数据资源
要么是私人机构所占有、要么是不同的国家不具可比性、要么是数据过于昂贵,有时甚至是这三者的
结合。 我们已经尽力地从权威部门收集有关市场基础结构的数据———这些数据可能也是他们从其
他途径获得的。

由于本研究报告没有专门的致谢一章,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感谢:Alyson Metzger,作为编辑和文字

编辑,他采取多种方式提高本报告的质量;Jaewon Chung,在本报告整个研究过程中,他承担了诸多的
研究和管理任务。 感谢 Rosten Woo 为本报告提供了装帧和设计。 同时,我们还感谢本报告的资金支
持单位福特基金会和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特别是要感谢 Alan Divack, Ana Toni, Jenny Toomey, Phet
Sayo 和 Khaled Four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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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网络化的治理和美国联邦贸易
代表办公室

Joe Karaganis and Sean Flynn

参与撰稿人:Susan Sell, Parva Fattahi, and Mike Palmedo

引言
知识产权及其执法政策曾经是很小的一个法律和执法领域,只有少数几个政府机构负责。 版权
和专利局承担主要职能,同时海关和各级警察机构也承担着反商业侵权的职责。 知识产权侵权的实
质性责任条款,主要是各国通过国内法律来制定,并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 的自愿性条约( 在国际层面) 统一引领。

这种情况在过去 25 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知识产权政策已经变成一系列新增的国际条约和协

议的主题,而且还涉及更多的国际组织结构,包括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 、
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 、欧盟委员会( European Commission) 以及也许是
最重要的机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 ) 。 这些组织
通过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议,重塑着全球知识产权政策。

于是,知识产权执法就变得相应的复杂。 在美国,有 6 个主要的政府部门承担着国内知识产权

执法任务。 这 6 个部门包括: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州( 政府) 、联邦调查局、海关与边境保护
局以及版权与专利局。 在俄罗斯,承担执法任务的主要是内政部,但是也包括检察官办公室、联邦安
全局、联邦海关服务部、文化部、俄罗斯文化保护局、联邦反垄断局、工商局。

本章内容

在巴西,执法部门涵盖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警
察部门,包括联邦警察、联邦公路警察、州民警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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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警,海关工作人员和市卫队,以及联邦和州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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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National Council on Combating Piracy,“ CNCP” ) ,
该委员会的成员由政府部门和主要行业协会的人
员组成。 有个别的州和市也建立起其相应的地方
打击盗版委员会。
在这种背景下,新的机构和新的举措已经开始
出现,以协调这些正在扩展的执法网络。 美国在过
去 10 年围绕这一内容已经开启了第二轮行动,即
通过在 白 宫 建 立 一 个 新 的 “ 知 识 产 权 沙 皇” ( “ IP

Czar” ) 以取代国家知识产权法律执法协调委员会
(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Enforcement C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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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ating Council,“ NIPLECC” ) 。 在过去 10 年间,俄罗斯的执法也进行了两个方面的主要改革:首先
是 2002 年建立一个“ 惩治知识产权违法行为、加强知识产权利用和保护的政府委员会” ( 由当时的副
总统梅德韦杰夫负责) ,进而在 2006 年重新改组了相关行政机构。 巴西在 2004 年成立了国家打击
盗版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在 2005 年发布了反盗版计划,并且在 2009 年对该计划进行了修订。
所有的这些协调机构都和产业团体保持密切的合作,并且确保产业团体可以在指导知识产权执
法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就产业团体本身而言,他们的任务就是协调与其产业相关的国际和国内层面
的系列研究、政策立场和行动。 同时,不同的产业团体通过 IIPA 和 BASCAP 这样的组织,相互之间
协调配合开展工作。① WIPO 这样的国际组织也提供了一定的联系纽带作用———通过国际条约的形
式建立自上而下的联系,并且通过给律师、法官、海关官员以及其他知识产权执法相关人员开展培训
等方式,提供自下而上的联系渠道。 这些执法网络的费用支出,主要来自于国际产业团体对本地相
关机构的资助。 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彼得·德霍斯所说的“ 网络化的治理” ,即相关的政策制定和司
法活动在相互重叠的公共机构和商业网络间蔓延( Drahos and Braithwaite 2007) 。
这种快速发展也是几十年来部分产业团体和部分国家———特别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知识产
权政策推进的结果( Sell 2003; Drahos and Braithwaite 2007) 。 就国家层面而言,它反映了一个汇聚公
共资源、加强知识产权执法的过程。 这一过程的特征之一就是,阶段性地组织和强化彼此分散的不
同执法机构。 就国际层面而言,反映的是产业团体“ 选购” 合适组织机构的过程,以使得力度更强和
更有约束力的知识产权措施能够得以通过。 如果现有的组织机构不能有效满足其目的( 如以前的
WIPO 和现在的 WTO) ,产业的游说者就会推动建立新的组织机构来排挤那些反对者。 随着时间的
推移,新的国际协议所设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就催促着国内立法进行相应的修订,而国内法律的
修订又为国际协议的制定提供了新的基础。 因此,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逐步提升。
过去 30 年,知识产权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运动的历史。 当国际或国内不愿意采用更
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时,产业团体就启动了上述运动方式。 这种方式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非常
难以把握制定政策的程序,因为决策通常是在不同机构之间进行。 而这实际上也为那些能够有效协
调的国家和产业组织带来优势,因为他们有资源来管理和利用这种复杂性。

术语缩写
ACTA: 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反假冒贸易协议

BASCAP: Business Coalition to Stop Counterfeiting and Piracy:制止假冒和盗版商业联盟
CNCP:( Brazil) National Council on Combating Piracy:( 巴西) 国家打击盗版委员会
FTA: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贸易协议

GATT: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GSP: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普惠制待遇

IIPA: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liance:国际知识产权联盟
IP: 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

IP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知识产权权利
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网络服务提供商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技术

MPAA: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美国电影协会

NAFTA: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①

国家知识产权联盟( the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liance, “ IIPA” ) 位于华盛顿特区,打击假冒和盗版商业行动( Busi-

ness Action to Stop Counterfeiting and Piracy,“ BASCAP” ) 是国家商会所启动的一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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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 Act ( US) No Electronic Theft Act:( 美国) 反电子盗窃法
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
P2P:peer-to-peer:点对点

PhRMA: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 美国药品研究和制造商协会
RIAA: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美国唱片工业协会

SECURE:Standards to be Employed by Customs for Uniform Rights Enforcement:海关统一权利执法标准

TRIPS: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USTR: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WCO: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世界海关组织
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卫生组织

WIPO: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贸易组织

TRIPS 协议与 TRIPS +
通常认为,产业团体选择适合其需要的国际组织的典型例子,就是 1994 年知识产权贸易协议的

制定(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 ) 。 该协议的制定是长期以来试图

将全球知识产权的规则制定移出 WIPO,进而转到 WTO 的最终表现。 诸多 TRIPS 的条款涉及商标、
专利和其他工业产权。 同时,将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扩大至生物技术、软件、半导体技术和工业设
计。 在著作权方面,TRIPS 协议是第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协调不同国家围绕《 保护文艺作品的
伯尔尼公约》 进行国内立法的条约。 1886 年制定的《 保护文艺作品的伯尔尼公约》 规定了国际层面
上的知识产权最低保护期限、作者和表演权、作品创作完成即取得版权的自动机制( 而不需要履行一
定的登记程序) ,以及现代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其他一些制度。 TRIPS 协议被视为是比《 伯尔尼公约》

在推行上述制度内容方面更强有力的条约。 因为不像 WIPO,WTO 有一个强硬的争端解决程序,以
保证没有履行协议的败诉一方将因此丧失贸易特权。

发展中国家对 TRIPS 协议有两个预期。 第一,他们相信借助 TRIPS 协议协调规则,可以结束和

高收入国家长期存在的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争议。 第二,他们相信 TRIPS 协议的争端解决程
序,可以结束发达国家利用双边或者区域性贸易协议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的局面( 美国非常擅长
这么做) ( Sell 2003; Bayard and Elliot 1994) 。 实际上,这两个设想都是不正确的。 相反,TRIPS 协议
开启了在各个领域强烈推动政策制定的时代。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作为《 伯尔尼公约》 主管单位,很快
启动了新一轮的谈判以扩大 TRIPS 协议的保护范围。 此轮谈判的结果就是 制 定 了 《 版 权 条 约》

(1996) 和《 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 (1996) 。 由于这两个条约的主要条款主要涉及数字作品的保护,
因此也被称为《 互联网条约》 。 美国和欧盟还进一步协商地区和双边的协议,其中的内容之一就是提
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特别是强化执法力度。 这些 TRIPS 协议之后出现的新的要求,通常统称为
“ TRIPS + ” 。

与诸多保护创意作品的正式规范不同,《 伯尔尼公约》 除了规定在成员国中“ 一部作品的侵权复

制品应该受到扣押” ( Art. 16) 以外,基本没有涉及执法问题。 这里,TRIPS 协议远远超出《 伯尔尼公
约》 的内容,专门规定了如何执行的相关规范,特别是要求成员国“ 应规定对商业规模的故意假冒商
标和侵犯版权行为科以刑事责任以及罚金” ( Art. 61) 。

与其他 TRIPS 协议条款一样,上述立法语言明确规定用强有力的措施以保障相关条款得以执
61

行。 但是,它同时也给成员国提供了相应的自由裁量空间,以界定相关术语的含义。 如成员国可以
界定何为“ 商业规模” ,或者何种程度上的罚金“ 足以制止侵权” 。 在过去 20 年间,关于“ 商业规模”

的认定标准已成为贸易谈判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伯尔尼时代,各国的版权法关于“ 商业规模” 存在诸
多不同的规定,为处理版权侵权的刑事责任划定了门槛。 通常,这一标准所关注的不是侵权复制品
的数量本身,而是侵权的营利目的。 而是否具有营利目的,则可以通过是否获得“ 商业优势” ( 欧盟
和美国的规定) 或“ 经济收入” ( 美国的规定) 来判断。 这些规定传统上豁免了非商业性和个人侵权
行为的刑事责任———虽然民事责任不能豁免。 随着数字发行的推广,非营利和个人复制的数量几乎
达到商业组织的规模,既有的相关刑事责任的标准假设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因此,产业团体开始要
求将刑事责任适用于所有的侵权行为。

早在 80 年代,产业团体就开始要求删除刑事责任的“ 商业规模” 门槛。 那时,计算机公司开始非

商业规模的软件侵权行为。 美国在 1990 年代修改了版权法,大大扩大了刑事责任的范围,并增加了
相应的罚金数额。 1997 年,美国通过了《 反电子盗窃法》 ( No Electronic Theft Act,“ NET Act” ) ,将这
一强化刑事责任运动推到高峰。 该法通过界定“ 经济收入” 为“ 收入,可预期的收入、任何有价值的
东西以及包括收到其他版权作品” ( Sec. 2a) ① 的方式,降低了商业规模的门槛。 根据这一新的定
义,所有的侵权行为都可能受到刑事责任的追究,面临着最高 3 年( 初犯) 和 6 年( 累犯) 的刑事处
罚。 实际上,尽管面临着来自版权产业的压力,法律修改的次数也是有限的,并且主要是针对盗版软
件的发行商( 从未针对用户或者 P2P 服务商) 。 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高收入国家,执法机构已经
开始关注到刑事打击范围的扩大趋势,因此转而倾向于适用民事责任。② 相反,在诸多中低收入国
家,刑事责任的适用已成了常态( Harms 2007; Correa and Fink 2009) 。

TRIPS 协议明确规定,成员国可以自主决定用于知识产权执法的公共资源配置,但是自从 TRIPS

协议通过之后,这一规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随着一些国家广泛适用刑事责任来制止侵权行为,版
权人团体进一步提出了增加知识产权公共执法资源的要求。 正如第一章论述的,急剧膨胀的刑事责
任条款,以及相对薄弱的执法能力,已经导致了立法与执法之间的隔阂,并且引起了 TRIPS 协议下各
国关于究竟以何种程度来优先版权执法的争议。 TRIPS 协议第 41 条第 5 款明确规定:

本部分的任何规定在实施知识产权与实施一般法律的资源分配方面,不产生任何义务。
这一段话重申了成员国有权自主确定公共执法资源的优先适用领域,同时也表明缔约各方认识

到知识产权执法问题通常不能独立于司法程序和法治等更大层面问题。 TRIPS 协议第 61 条的相关
条文,还进一步提供了更为复杂的平衡制度,规定:“ 可适用的补救手段应包括足以起威慑作用的监
禁和 / 或罚金,处罚程度应与同等严重程度的犯罪所受到的处罚程度一致。”

通常认为,上述语言过于间接,不足以支持扩大成员国义务的解释———部分原因是还要进一步

解释“ 可适用” 的阻止救济措施的范围。 从版权人的角度看,这一简要规定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
诸多知识产权进口的发展中国家的法律,传统上将版权侵权规定为是一种轻罪。 商业侵权的罚金通
①

《 反电子盗窃法》 的相关规定使得人们质疑传统的构成刑事责任的要件———侵权故意是否可以适用于该法。 有关这方面的

②

即使在民事领域,针对终端用户文件共享行为的案例也是相当少的。 在美国,针对杰米·托马斯雷斯特和乔尔·特纳鲍姆

论述可以参阅 Bailey (2002) 。

的民事诉讼是个别的非常极端案件———这两起案件都是美国唱片工业协会提起的。 在这两起案件中,陪审团支持唱片工业协会极
其高额的罚金请求,对托马斯·雷斯特通过 P2P 软件传播 24 首歌曲的行为判决 192 万美元的罚金( 后来减少为 150 万美元) 。 而特
纳·鲍姆共享 30 首歌则被判处 67. 5 万美元的罚金。 2009 年,美国联邦司法部也认为根据 1999 年《 数字盗窃阻止和版权损害赔偿
提高法》 有关侵权惩罚赔偿金额的规定,对托马斯·雷斯特判处上述罚金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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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较低,但是定罪的证据标准却相对较高。 执法人员通常缺乏必要的权力以调查侵权行为或实施逮
捕行为,因为法律要求在实施执法行为之前,需要权利人或其代表人的投诉。① 在这种情形下,诸多
国家还反对建立专门法院或者独立于一般民事和刑事程序的“ 快速” 审判程序以审理版权侵权案件。
这实际上使得版权执法程序与其他民事和刑事案件一样缓慢,经常要花好几年的时间。

因此,提升版权执法的优先性已成为版权产业及其所在国政府的首要目标。 TRIPS + 所规定的

措施通常包括:建立特别知识产权法庭、建立专门的警察和公诉机关、降低证据标准要求等。 而且还
要求确保警察有足够的权力以开展调查、逮捕、查封产品以及对知识产权侵权提起公诉。 这些条款
对于将知识产权侵权从民事转到刑事领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中,诸多的执法任务均由公共机
构负责。 整体而言,这些建议措施使得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权而不是公权的原则( 这一核心原则是
TRIPS 协议在序言中做了明确的申明的) 成为一纸空文。

走向《 反假冒贸易协议》 ( ACTA)
2007 年,美国向 WTO 提起了第一例针对其他国家( 中国) 有关执法问题的诉讼,认为中国对软

件盗版商没有采取适当的手段。 这个案件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界定中文的 “ 大” 、“ 巨大” 、
“ 严重” 等词汇来描述盗版商贩。 这一语言含义上的争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想根据其意愿对
商业规模侵权做出符合其利益的解释。 2009 年 1 月,WTO 的裁定支持中国在确定商业规模侵权方
面享有自主确定权。 这挫败了美国希望通过对 TRIPS 模糊术语的界定来控制其他国家的设想。②

这一案件也表明,要求 WTO 成员国在现行 TRIPS 协议下加大执法力度是很困难的。 21 世纪初

关于获取药品的争议就已经表明,发达国家是不会放松任何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即使面对公共健
康危机也是如此。 随后几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这个问题分成两大阵营,分歧日渐扩大,并
且扩展到 WTO 之外的其他场合。 到 2005 年,在所有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组织中,要求强化执法
的努力已经明确遇到各种尖锐的和潜在不可逾越的障碍。 WIPO 成为各方角逐的主要场合。 2007

年,发展中国家联盟( 包括巴西、南非、印度) 通过 WIPO 大会成功推动了《 发展议程》 ,要求新的知识
产权政策应该优先考虑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③

2004—2005 年间,版权产业团体为了解决出现的僵局,先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最早的一个

会议是“ 全球反假冒大会” ( Global Congress on Combating Counterfeiting) 。 该会议由国际刑警组织和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办,由全球反假冒商业领袖联盟( Global Business Leaders’ Alliance Against Coun-

terfeiting,“ GBLAAC” ) 资助。④ 这些不同的计划在 2005 年 7 月的 G8 会议上取得了超出预期的进展,
日本代表提出了建立一个新的打击盗版和假冒的协议的建议。 强化知识产权执法的领导者———国
际商会———启动的“ 打击假冒和盗版商业行动” 又进一步推动这些计划的发展。

上述努力所取得的第一个成果就是,G8 成员国 2006 年在位于布鲁塞尔的世界海关组织(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CO” ) 讨论如何通过新的协议来强化国际海关执法标准, 该协议被称为《 海
①
②

这一要求可以解释为警察支持公开销售盗版版权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
在美国提出申诉的其他两个请求中,裁决结果也是不同的。 中国赢得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争议,即其边境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执法是符合 TRIPS 协议要求的;而美国则赢得相对次要的一个请求,即 WTO 专家组认为有关中国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的限制是不
符合 TRIPS 协议的规定的。
③
④

WIPO Development Agenda(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展议程) , http: / / www. wipo. int / ip-development / en / agenda / 。

全球反假冒商业领袖联盟的成员包括:可口可乐公司、克莱斯勒公司、辉瑞公司、宝洁公司、美国烟草公司、菲利普莫里斯公

司、瑞士手表公司、耐克公司以及佳能公司( Shaw 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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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统一权利执法标准》 ( Standards to be Employed by Customs for Uniform Rights Enforcement,简称“ SE-

CURE” ) 。 世界海关组织被认为是非常适合权利人的一个论坛,因为在这里,企业可以和政府平等参
与会议,并且不需要披露协商的内容,或承认有顾问人员或消费者群体的参与。

《 海关统一权利执法标准》 规定了海关部门新的职责,包括大量的“ TRIPS + + ” 条款( “ TRIPS-

Plus-Plus” provisions) ,这些条款已经超出了 TRIPS 协议的正常扩充范围。 它扩大了海关的执法范
围,使其从传统的处理货物进口扩展至所有边境贸易行为,包括出口、运输、仓储和中转等领域。 该
规定减轻了权利人要求海关搜查或者查封货物的举证责任,并授权海关当局有权在当事人违反任何

知识产权法律( 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假冒和盗版情形) 的情况下对其给予相应的处罚。 批评者们担心,
上述规定会使海关人员在其没有经验和能力裁决的领域增加有罪推定,比如专利侵权案件( 与常见
药物的生产尤其相关) 和规避软件技术保护措施的破解案件( Li 2008) 。

世界海关组织跟 WTO 一样,是一个多边的国际组织,其成员来自 170 多个国家。 因此,它自然

而然地成为重要场合让发展中国家表达对海关权力扩大及由此增加的执法成本的不满。 2008 年,发
展中国家联盟不断扩大,足以阻止《 海关统一权利执法标准》 的实施。 这一联盟使得《 海关统一权利
执法标准》 的缔结过程相当缓慢,并最终在 2009 年中期被放弃。

然而,《 海关统一权利执法标准》 并不是唯一正在讨论的执法方案。 2007 年 9 月,WIPO 通过《 发

展议程》 仅两周后,美国、欧盟和日本就正式宣布他们将协商“ 建立一个新的、更高的执法标准。 其他

国家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入” ( USTR 2007) 。 这一建议最终变成了 《 反假冒贸易协议》 ( 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简称“ ACTA” ) 。 该协议经过 3 年的谈判最终在 2010 年 10 月宣布最
终确定的版本( 尽管仍然不完整) 。 最初参与起草制定的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德国、瑞士、澳大
利亚、韩国、加拿大、新西兰、约旦、摩洛哥、新加坡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些
工业化过程中的中等收入国家并没有参与这个条约的制定。 而这些国家正是在 WIPO 和 WTO 谈判
中反对强化执法的主要国家,同时也是美国和欧洲过去 10 年施加执法压力的主要对象。①

尽管《 反假冒贸易协议》 最开始的议案只是强化不同海关机构之间在反假冒问题上的协作,但是

2009 和 2010 年间泄漏出来的各种草案表明,该协议涉及的内容要广泛得多,其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
个更高的、涵盖专利、商标和版权等所有范围的 TRIPS 协议执法标准。 其中,关于网络执法的条款争
议最大,因为其强化了间接责任,适用了美国式的针对侵权内容的“ 通知删除” 程序。 这些措施使得
版权人对网络服务商以及其他参与网络服务的单位拥有较大的控制权。 草案还包含了更为严格的
禁止规避技术保护措施的条款,规定破解保护数字内容的技术措施( 如 DVD 的复制保护技术) 的行
为可以构成刑事犯罪。

上述协议起草的背景( 有时在草案中也会体现出来) 表明,版权业界已经将关注重点从商业侵权
转向消费者的侵权行为,这些侵权行为大多发生在网络领域。 虽然草案的用语没有出现消费者或者
个人,但是它要求网络服务商以及参与网络服务的单位采取权利人认为合适的措施以制止侵权行
为。 现在诸多讨论围绕网络执法展开———这也是唯一在草案中专门提及的具体措施———关注的重
点是如何适用“ 三振出局” 法律惩处被控告多次侵权的消费者。 但是,《 反假冒贸易协议》 在界定何

①

如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顾问荒井寿光在美国驻东京使馆对工作人员所说的:“ 提出《 反假冒贸易协议》 的目的是要解决例

如中国、俄罗斯和巴西等这些国家的知识产权问题,而不是要我们具有相同立场的国家进行谈判” ( Wikileaks cable 06TOKYO4025;
July 20,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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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有效遵守” 方面所采用的语言也是非常灵活的,因此就埋下了修改成更高标准的可能。①

2010 年 10 月②最终发布的版本在某些重要内容的规定上与先前草案不同,而要充分了解这些

特定文字上的变化所蕴含的内容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根据最新版本的内容,美国由于受到来自欧盟
方面的压力以及怀有急于完成谈判的目的,在后期的协商阶段放弃了其所提出的多项网络执法内
容。 最终版本对网络服务商的间接侵权责任所采用的措词也并不强硬。 同时,美国想推广其本国立
法所规定的“ 通知删除” 程序最终也被取消。 保留下来的关于禁止规避技术措施的规定与先前草案
相比,相关的措施也被弱化了,与之前 WIPO 的互联网条约没有太大区别。

但是在其他方面,最终文本却在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版权侵权法律责任及其执法方面取得了重

大的进展。 最终文本明显扩大了“ 商业规模侵权” 的定义,用 “ 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或商业优势” 取代

了诸多国家法律中关于“ 商业规模侵权” 的狭义定义以及有关商业侵权例外的规定。 在这个前提下,
没有人能够明确指出“ 间接经济优势” 的含义显然并不是偶然。 相反,这个模糊概念设立了一个特别
宽泛的框架,使得任何行为都可以被纳入刑事制裁范围———这一规定与美国《 反电子盗窃法》 中将商
业收入定义为“ 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是非常相似的。

在其他方面,文本还规定( 甚至可能是强制性要求) 对侵权行为施行法定的惩罚措施,这一规定
与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允许法官自由裁量的做法不同。 同时,还规定采纳权利人提交的任何“ 合理”
损失证据,而且还特别规定这些证据包括商品的零售价格( 尽管版权产业团体已经放弃了使用零售
价格计算其损失) 。

在某种程度上,文本错综复杂的语言使得这些规定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可以做出不同的解

释。 但是,如何解释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国家间不同的实力对比会决定着文本朝着哪个方面解释。
相比之下, 版权的限制与例外制度, 虽然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效应,但是在法案的最终版本中却没有
得到任何关注。

《反假冒贸易协议》 同样在其他方面也产生了争议,特别是其秘密的协商过程。 协商的内容虽然

偶被泄露,但是直到 2010 年 4 月向公众咨询意见稿的发布,才算短暂公开。③ 同时,《 反假冒贸易协
议》 在各国如何执行也存在争议。 在美国,奥巴马政府已经暗示 ACTA“ 仅仅是政府间的行政协定”

而不是一个条约———对于这种级别的协议,这个说法很不寻常,目的是可以不需要国会批准就执行。
这导致了诸多争议( Lessig and Goldsmith 2010) 。④ 国际层面,争议双方的阵营开始出现,印度( 不属
于参与谈判的国家) 指出,关于知识产权执法的合适谈判场所应该是 WTO。

印度试图引入 WTO 的做法显示出《 反假冒贸易协议》 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它不仅仅是一些具体

条文,而是一个意在取代现行国际知识产权执法框架的新机构的出现。 即使是目前这个已经淡化的
①

RIAA 和 MPAA 在对美国“ 知识产权沙皇机制” 做出评价的基础上,已提出了下一步工作计划( Victoria Espinel,2010) 。 这些

计划包括建立新的国际规范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主动过滤侵权内容并且引入安装在终端用户个人电脑上的监测软件( AFTRA et
al. 2010) 。
②

最终的文本草案可以在欧盟的网站上获取 http: / / ec. europa. eu / trade / creating-opportunities / trade-topics / intellectual-property /

③

这一秘密的协商过程还延伸到参与谈判的政府官员的确定,这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导致各国国内还出现一些矛盾。 2010 年 3

anti-counterfeiting / 。

月,欧洲议会投票要求披露参与谈判的欧盟委员会掌握的 ACTA 文档。 加拿大政府( 同样也是参与谈判的成员国) 也主张披露所有
的文档。 美国的一个参议员则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披露更多的公共信息。 西班牙、法国和瑞典等国政府,同样也面临着要求披
露相关谈判内容的请求。
④

仅仅是行政协定被认为是相对不重要的协议,因此不要国会批准甚至不需要总统签字。 一些学者,包括莱斯格教授( Les-

sig) 和戈德史密斯教授( Goldsmith) 认为 ACTA 适用这种行政协定的程序是违反宪法的,因为知识产权政策的制定明显属于立法的职
能,而不属于行政权力范围( 另见 Flynn (20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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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反假冒贸易协议》 还是把 TRIPS + 的很多条款集合成一个新的知识产权执法基础。 而且与
TRIPS 一样,这些条款也不是最终的,必然还会进一步修改强化。 《 反假冒贸易协议》 将成为进一步
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措施的平台。 如果过去的经验能作为参照的话,那么建立 “ ACTA + ” 的任
务将主要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来完成。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和特别 301 条款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国际知识产权规范的协商制定以及提高国际标准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年度《 特别 301 报告》 其实就是美国处理国际知识产权政策的“ 胡萝卜
加大棒” 手段。 这些报告主要评估相关国家的知识产权和执法水平,标准是现行国际知识产权条约
以及美国希望其他国家采用的另外一些条款。 这些报告传递了美国对其他国家法律修改的建议,以
及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接受其他国家加入国际组织( 如 WTO) 的条件。 《 特别 301 报告》 通过将其
他国家列入或者删除出年度的“ 观察名单” 或者“ 优先观察名单” 的做法,来威胁其他国家,或肯定其
他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同时,如果其他国家没有满足美国所提到的要求,《 特别

301 报告》 也是美国试图施加制裁或者采取其他措施的一个信号。

美国版权产业和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某些关键方面是一种共生的关系。 IIPA 对《 特别 301 报告》

的制定起到重要的作用。 IIPA 每年提交的关于各个国家的报告成为《 特别 301 报告》 阐述版权问题

的主要证据。 不管哪一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基本上都是根据 IIPA 的建议来确定观察国名单。

2008 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纳了 IIPA 建议的 54 个观察国中的 46 个( 约 84% ) 。 2010 年采纳了
所有的观察国名单。 同年,IIPA 建议的 24 个优先观察国有 21 个被采纳( 采纳率约 91% ) 。 《 特别

301 报告》 的很多部分基本上是直接复制了 IIPA 的结论和建议。①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 IIPA 之间紧密的联系不是偶然的。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成立于 1974

年,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加强政府和产业界在贸易谈判中的合作。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职权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进行了两次修订,这使得其对产业界的要求能作出更为有效的回应。 而且,
通过进一步的修订,其职权不受现有贸易协议( 如最开始的 GATT 以及现在的 WTO) 的约束。 虽然
其他国家认为 WTO 的多边解决机制将使得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但是实际上,在
过去 20 年中,《 特别 301 报告》 的功能得到显著的扩大。
《 特别 301 报告》 的历史
《 特别 301 报告》 建立在一个早期贸易政策机制的基础上,即 1974 年美国贸易法第 301 条。 规

定第 301 条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国际贸易协议( 即当时的 GATT 及其后的 WTO) 所规定的全球
贸易规则缺乏有效执行手段的问题。 第 301 条授权总统对那些给美国商务带来不合理负担或者限
制的国家采取经济制裁。 可采取的措施包括中止贸易协议、提高产品的关税,或者限制进口、取消发
展中国家的特定贸易优惠政策( 即所谓的普惠制待遇,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GSP” ) 。②

非常明显,第 301 条是美国根据其自身的标准单方认定的。 这实际上意味着,一个国家的贸易

①

美国药品研究和制造商协会(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 PhRMA” ) 是报告的第二家主要提供者。

②

普惠制待遇免除发展中国家根据 WTO 的规定提供同等待遇的要求,普惠制主要在更加有力的关税或者其他贸易待遇方

从既有的历史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大约采纳美国药品研究和制造商协会 75% 的建议。
面。 美国和欧盟对诸多发展中国家都保留普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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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及实践即使不违反 GATT( 及其后来的 WTO) ,也可能被认定为“ 不合理” 。 而且,第 301 条也没
有要求美国考虑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来判定其做法是否合理。 这与 GATT 差别甚大,因为后者
要求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区别对待。

特别 301 条款受到了美国出口商的强烈支持。 这些出口商希望在扩大国外市场的同时强化其

他国家对美国本国产业的保护。① 最开始参与到 301 条行动的主要是出口企业,特别是 1970 年代那
些担心日本出口增长的汽车和电子企业。 但是,这些主要参与者很快就转变成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
产业———制药公司、半导体制造商,以及最为重要的娱乐产业。 这些产业日渐提高对知识产权保护
的认识,认为知识产权保护是其扩大全球市场的关键所在。 在这种背景下,建立一个保护水平更高
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很快就变成了 301 行动的主要内容。

受到产业团体的游说,301 条款在之后十年进行了几次修订。 第一次修订是在 1979 年,其主要

内容是将主管单位从商务部转变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进而增强其对产业诉求的回应能力。 1984

年进行了第二次修订,主要内容是规定是否提供“ 充分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 是启动 301 调查和制

裁的理由之一。 这一修订反映了知识产权产业在立法游说以及与政府协调方面取得的成绩。 同时,
这一年成立的 IIPA,也是知识产权产业推动知识产权保护所取得的另一成果。

在 IIPA 以及 MPAA 主席杰克·瓦伦蒂( Jack Valenti) 的强烈敦促下,301 条款在 1988 年再次进

行修订。 这次规定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一个针对知识产权的《 特别 301 报告》 以及制裁程序。 根据

301 条款,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有权认定其他国家是“ 没有提供充分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 ,还是
“ 对美国依赖知识产权保护的产业提供了公平和平等的市场进入” ②,并对其启动相关的调查。 这一
规定的结果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每年列出的“ 观察国” 和“ 优先观察国” 名单。 而这些名单也起到对那
些没有满足美国知识产权保护要求的国家的一种警告作用。 作为 301 条款调查结论的第三种情形
就是“ 优先指定国家” ( Priority Foreign Country,PFC) ———这是意味着到了最后的警告阶段。 “ 优先指
定国家” 必须在 30 天内与美国“ 进行善意的谈判” ,或者“ 在双边或多边协商中取得重大进展” ,否则
就面临着美国的制裁。③
制裁和双边协议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通过双边协议的方式建立的更高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1984 年美国贸易法修正案通过之后,里根政府迅速利用了 301 条新增加的知识产权条款,启动了对
韩国和巴西的调查———这两个国家有对本国企业采取特殊保护的历史传统。

针对巴西的 301 条款调查的主要目的,是结束巴西对其本国制药和计算机行业的保护。 第一个

针对巴西的案件是 1985 年启动的,缘由是巴西没有对计算机软件提供版权保护———实际上,美国在

1980 年才开始对软件进行版权保护。 巴西满足了美国的要求,因此这一案件在 1988 年不需启动制
裁程序就得到了解决。 第二个针对巴西的案件是 1987 年启动的,案由是巴西只保护药品方法专利
而不保护药品产品专利。 实际上,在 TRIPS 协议通过以前,对药品的方法专利和产品专利进行区别
保护是符合相关国际条约规定的。 因为进行区别保护可以鼓励对进口药品进行“ 反向工程” ,进而发
展本国的制药产业。 由于巴西在公众健康问题上的态度非常明确,而且巴西国内制药产业的商业利
①

这一进程的历史轨迹及其最终的结果体现在 WTO 的相关规定。 参阅:Sell (2003) , Harris (2006, 2008) , 以及 Drahos and

②

19 USC 2242( a) .

Braithwaite (2007) 。 关于 GATT 的执法规则可参阅 Lowenfeld (2002) 。
③

19 USC 2242( b)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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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比信息技术领域更为明显,所以巴西政府拒绝了修订其国内法律的要求。 因此,在 1988 和 1989

年,双方的争议进一步升级,美国对从巴西进口的产品多征收了 3900 万美元的关税。① 作为回应,巴
西向 GATT 提起了诉讼,认为美国的保护措施是不合法的。 但是,美国却阻止 GATT 争议解决小组的
组成,使得争议无法得到裁决。 直至 1990 年,新上任的巴西总统表示将根据 TRIPS 协议要求完善专
利保护制度,同意对药品产品进行专利保护,这一争议才得到解决。

1985 年针对韩国的案件也主要是因为药品专利。 这一案件的最终结果就是制定了谈判人员所

说的“ 蓝色清单” :通过双边条约或者附加协议,韩国承诺提供更高的专利和版权保护( Drahos and
Braithwaite 2007:103; US / Korea 1986) 。

美国通过 301 程序启动上述案件,最终导致韩国和巴西均采纳了更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制

度,这基本上满足了美国政府的要求。 从美国产业的角度看,这一结果证明了 301 程序的作用,并且
鼓励他们游说国会在 1988 年通过了更高保护要求的特别 301 条款。

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即将结束,新的国际贸易协议( 即 WTO) 即将形成,美国

采取特别 301 行动的战略价值日渐明显。 以印度和巴西为首的发展中国家集团支持强化现有的反
假冒条款,但反对通过 TRIPS 协议增补相关的知识产权规则。 因为在既有的国际贸易协议中没有涵
盖知识产权条款的先例;而且,WIPO 实际上已经掌管着诸多版权和专利条约,没有必要做出重复的
规定。

美国在 1989 年的第一份《 特别 301 报告》 列出 10 个指定优先观察国,认为其中有 5 个是反对

TRIPS 协议的“ 强硬派” ,即巴西、印度、阿根廷、南斯拉夫和埃及。 过了两年,印度、中国和泰国成为
指定优先观察国,并遭致了 301 调查。 巴西、泰国和印度分别在 1988 年、1989 年和 1992 年丧失了美
国提供的普惠制待遇,其原因均与药品专利相关。 美国的压力以及美国对加入 TRIPS 协议可以终结
单边行动的许诺,最终导致反 TRIPS 联盟瓦解。
警告制度
随着 TRIPS 协议的通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实现了其 80 年代所追求的大部分知识产权政策

目标。 但是,成功并不意味着计划的结束。 相反,1994 年,国会修订了贸易法,规定尽管其他国家遵
守了 TRIPS 协议的规定,仍然可能没有提供“ 充分和有效” 的知识产权保护。 这一修正案授权美国贸
易代表办公室利用特别 301 程序,超越 TRIPS 协议的规定,提高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政策。 美国贸
易代表办公室很快就执行了这一任务。

图 2. 1 反映了自 1989 年美国开始发布《 特别 301 报告》 以来被列为不同类型观察国家的数量。

从上图可以看到,WTO 的成立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工作策略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从 1994 年以
来,采用制裁措施的案件明显减少,特别 301 程序主要变成为一种监督和警告制度。

这种变化也促使我们思考在 WTO 框架下特别 301 条款的合法性。 WTO 规定不需要各方同意

就可以成立争议解决小组,并且对成员国违反 WTO 规则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这些都有效地弥补
了 GATT 在执法方面的不足。 《 争端解决谅解》 (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 ② 要求成员国对任

①

这一数额反映了特别 301 条款关于制裁规定的要求,即“ 对外国的产品或服务所征收的关税的数额应当与美国受该国不合

②

《 WTO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 ,http: / / www. wto. org / english / tratop_e / dispu_e / dsu_e. htm.

理影响和限制的产业损失的价值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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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

《 特别 301 报告》 :各类型观察国的数量

来源:作者整理所得

何与 TRIPS 规则①有关的争议均需要采用 WTO 规定的法定程序来解决。 1999 年,欧盟启动了争议
解决小组,要求审议美国在一个非知识产权案件中采用 301 条款的合法性。 欧盟认为,美国不能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之外适用特别 301 条款进行贸易制裁( WTO 1999) 。 该案件裁决结果表明,对于
TRIPS 协议所调整的行为,美国不能适用特别 301 条款进行制裁,这种做法本身就违反了 WTO 的规
定。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自此以后的行为似乎考虑到了这个裁决的结果。 1994 年以来,美国贸易代
表办公室仅有一次适用特别 301 条款制裁 WTO 成员国———1997 年制裁阿根廷,主要理由是认为其
没有履行药品专利的相关义务。 阿根廷很快就被美国降伏,因此美国也就避免了直接挑战特别 301
条款合法性的问题。

在 WTO 的法理层面上, 美国的特别 301 观察名单也违反了 WTO 规则。 在上文提及的 1999 年

争议解决中,WTO 专家组指出,避开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 单方威胁” 或者单方制裁挑战着 WTO 合
法性的基本原则,即“ 大国和小国均受到同等的保护” :

成员国面临着单方威胁,特别是面临着来自经济实力较强国家的威胁的时候,可能很容易
屈从于强国的要求……换句话说,在诸多情况下,仅仅举着棒子威胁和使用大棒有同样的效果。
WTO 制止这种单方威胁行为,因为这种威胁使得某些成员国可以采取不适当的手段对其他成
员国施加影响。 它会破坏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已经建立起来的稳定和平衡。 也就是说,不管对于
大国还是小国、强国还是弱国,都必须适用同样的程序和规则( WTO 1999: Para. 7. 89) 。

诸多 WTO 研究人员将上述规则解释为主要针对美国的观察国名单的做法,但是 WTO 并没有进

一步对美国的做法采取任何手段。

因此,在 WTO 时代,特别 301 的制裁功能就变得更为间接。 观察国名单的做法虽然仍是美国表

达不满的主要手段,但是这一不满再也不会导致美国直接对 WTO 成员国的制裁。 美国在贸易争端
中有其他方式来表达其不满和诉求。 其中,WTO 争端解决机制就是它经常采取的方式,而且美国也
是运用这一程序最多的国家。② 由于拟加入 WTO 的国家都需要和主要的贸易伙伴进行谈判,因此接
受美国特别 301 条款的要求就成为这些国家加入 WTO 的一个瓶颈。 例如,俄罗斯和其他几个后苏
①

第 23 条第 2 款规定:“ 成员国不能决定有关违反规则行为已经发生,各种利益已丧失或遭受损害,或各有关协议的目标的

②

到目前为止,WTO 共受理了 402 件争端解决案件,其中美国提起的有 92 件。 欧盟共提起 80 件,排名第二。 提起争端解决

实现业已受到妨碍,但按照本谅解的规则和程序求得争端解决者除外。”

的其他国家主要包括:加拿大,31 件;巴西,23 件;墨西哥,17 件;印度,16 件;韩国,13 件;中国,6 件( 自 2001 年加入 WTO 以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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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和国为获得美国同意其加入 WTO,就采纳了 TRIPS + 的标准。①

自由贸易协议也经常成为特别 301 争端解决程序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承认,某个国家在自由贸

易协议谈判中的态度,将关系到其是否会被被列入特别 301 名单中。 自由贸易协议通常包含比
TRIPS 协议更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义务。 在版权领域,这些义务包括加入 WIPO 互联网条约和强化警
察、法院和海关的执法力度。 但是,签订贸易协议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免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指
责。 以色列、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等国虽然和美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但是仍然被列为观察国名
单。 其理由之一是对协议缺乏有效的执行。 智利甚至在和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之后,反而从观察
国名单转向更为严重的优先观察国名单。②

参与单位及其影响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通过各种咨询委员会的形式和产业界建立了直接联系。 与贸易政策事务

相关的知识产权产业影响咨询委员会( Industrial Func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for Trade Policy Matters,“ IFAC-3” ) 在特别 301 条款的施行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其成员包括
IIPA、PhRMA、时代华纳、RIAA 以及一长串的其他公司和产业组织名单。③ 这种正式的联系长期以来
主要是靠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它的业界当事人之间通过“ 旋转门” 的利益输送方式实现的。 美国
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员如果满足了产业的要求,那么产业会通过一定的利益输送渠道对其进行回
报。 在过去 30 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其他联邦知识产权和执法机构的职责通常是为高利润的
行业服务。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做法符合两党的立场。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前任官员经常会到产业组织中工作,进而反过来游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

室,这样的人员包括:哈维·贝勒( Harvey Bale) ( 现在是“ 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 主管,Interna-

tional Fede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and Associations,“ IFPMA” ) 、乔· 帕波维奇( Joe Pa-

povich) ( 现在是 RIAA 副会长) 以及前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 米奇·坎特( Mickey Kantor) ( 现就任于
PhRMA) 。 美国版权局也有诸多有影响的、曾经在其工作过的人员,包括前任全球法律政策和国际事
务总顾问索尔·珀尔马特( Shira Perlmutter) ( 现就职于 IFPI) 和前 ACTA 谈判联络员斯蒂芬· 泰普
( Steven Tepp) ( 现就职于美国商会) 。 这种“ 旋转门” 还波及到美国司法部以及华盛顿的律师事务
所,他们代表着媒体和技术公司的利益。 同时,还包括其他不同领域曾在政府部门担任一定职务的
人员,包括前农业部长丹 · 格里克曼 ( Dan Glickman) ( 到 2010 年一直担任 MPAA 主席) 和布鲁
斯·莱曼( Bruce Lehman) ,美国商务部专利与商标局前局长。 布鲁斯·莱曼,现任国际知识产权研

①

要满足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的要求,关键之一就是要加入 WIPO 因特网条约。 俄罗斯曾 12 年被美国列为优先观察国,其

最终在 2009 年 2 月签署了因特网条约。 哈萨克(2000—2005 均被列为观察国) 在 2004 年签署了因特网条约;阿塞拜疆(2000—2005

均被列为观察国) 在 2006 年签署了因特网条约。 乌克兰在 2001 至 2005 年间,曾因盗版受到制裁,在 2002 年签署了因特网条约
(2008 年加入了 WTO) 。
②

以色列 1985 年和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但是经常被列为观察国名单( 1997、2003、2004 ) 和优先观察国名单( 1998—

2002,2005—2009) 。 加拿大和美国在 1994 年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但是自从 1989 年以来( 除 1994 年外) ,每年都被列为观察国
名单,甚至 2009 年还被升级到优先观察国名单。 墨西哥自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以来,由于电影盗版的问题,也经常被列为观察国
名单(1999,2003—2009) 。 美国———智利贸易协议 2004 年 1 月开始生效。 然而,智利也仍有 15 年被美国列为观察国名单(1994—

2006) 和优先观察国名单(2007—2009) .
③

这一长串的名单可以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网站上获取 The full list is available on the USTR website: http: / / ustraderep.

gov / Who_We_Are / List_of_USTR_Advisory_Committees.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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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主任———该研究所是一个产业支持智库。①

直到最近,很少有外来压力要求特别 301 程序扩大参与面或者提高程序的透明度。 其中的原因

一方面是制度文化所致。 而受特别 301 影响最大的一方———其他国家,对此也无能为力。 而且,传
统贸易政策的模糊性也使其免受公众的关注,因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其他相关领域的政策制定
主体,如联邦通讯委员会。 此外,特别 301 的法律地位更是强化了其不需扩大参与面或者提高透明
性的趋势。 特别 301 程序属一种“ 非正式的裁决” ,这与其他正式裁决或者规则制定程序不同。 根据
《 美国行政程序法》 的定义,裁决是指运用专门知识、根据现行规则和过去行为决定权利和义务的分
配。 而规则的制定则是面向将来的行为。 在我们看来,特别 301 条款的主要功能并没有体现这种区
别,其主要是作为一种推动其他国家和美国超越现行义务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工具,其施行过程
不会碰到强有力的公众参与程序( 这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是需要的) 或者另一方的对抗程序( 在正式
裁决中是需要的) 所带来的不便。
非正规性的特征在这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使得相关的程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特别

是,非常规的裁决不需要“ 举办听证会就可作出决定” 。 在特别 301 施行的很长时间内,没有人关注
到这个条款在程序上的宽松要求。 直至 2010 年 2 月,才发生第一起关于这个条款的听证会。

尽管如此,在这种情形下,当判断其是否符合正当程序要求时,该条款却可以做多种不同的法律

解释。 法院认为,“ 正当程序的最低要求是至少要包括有一些通知的形式以及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

的方式提供一个听证的机会。” ② 在我们看来,特别 301 的程序并不符合这一最低的正当程序标准。
在施行过程中,只有在 2008 年曾稍微履行了通知手续,但是该通知也存在明显不足。 第一个有意义
的听证会是在 2010 年。
一种共生关系
尽管在程序上是模糊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必须符合特定的基本要求以证明其结论的合法

性,包括必须根据启动特别 301 程序期间所收集的证据来开展行动。 由于大约有 50—60 个国家每
年都被列为观察国的名单,所以特别 301 程序需要开展大量的研究工作。 由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在特别 301 程序中的职能从未在法律上得到明晰的界定,因此版权产业界很快就发挥了主导作用。
版权产业在 1990 年代根据新的形势变化提高其自身的研究能力。 这种分工方式很快反映到美国贸
易代表办公室的内部组织上:2009 年,大约 200 名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中,只有 8 位从事知识
产权工作。 《 特别 301 报告》 诸多的结论、法律建议以及关于各个国家的详细论述只不过是复制了
IIPA( 以及其他产业) 的研究报告而已。 大约近 20 年来,IIPA 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一直是一个大
型的合作机制中分别负责研究和政策制定的一方。③
①

可以肯定上述的名单是不完整的,可参照“ 旋转门” :知识产权执法数据库 https: / / sites. google. com / site / iipenforcement / the-

②

32 Fed. Prac. & Proc. Judicial Review § 8136 (1st ed. ) ,指出:“ 通常而言,所有非正式的裁决必须包含以下三个基本的形式

revolving-door.

要素———通知、参与的机会和陈述理由的机会。” 同时可参见: 32 Fed. Prac. & Proc. Judicial Review § 8201 (1st ed. ) ,指出:“ 一些法
院已经指出,就最低限度而言,一个程序应该包括至少一些形式的通知和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听证的机会。”
③

有一小部分案件中 IIPA 的建议没有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纳( 在 2009 年,没采纳针对以下国家的建议:尼日利亚、哈萨

克斯坦、立陶宛、文莱) ,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一些政治方面的因素也影响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决定。 这些政治因素包括地
理政治目标、产业间不同的要求以及其他影响双边关系的因素。 例如,1990 年代后期关于美国与南非之间在艾滋病专利药品方面的
争议使南非蒙上了被列入观察国名单的阴影。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2002—2006 年间没有采纳 IIPA 的建议,而是将南非从 IIPA 提
出的观察国名单建议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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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的特别 301 程序都会有一个阶段来征集公众的建议,为报告收集相应的信息。 原则上,

这一事实调查阶段需要考虑 “ 任何贸易代表所 可 能 获 得 的 信 息 …… 而 且, 可 以 由 利 益 相 关 方 提
供。” ①利益相关方包括其他国家、非美国的产业团体、非政府组织以及( 理论上) 个人。 实际上,这一
程序仅仅对美国产业有意义。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基本上没有兴趣听取其他相关各方的意见,这点
从公众建议程序本身受到诸多限制就可以看出来。 直至 2008 年,征集所有各方的建议都是同一天
结束———这一要求使得告知被申诉的国家以及在同一年答复他们成为不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
少数国家( 主要是没有公民社会的国家) 会提出意见,而且一般也只是回复上一年的建议。

根据 2008 年施行的新规则,其他国家( 不是非政府组织或者其他团体) 可以在美国贸易代表办

公室收到产业建议之后的 2 周内才提交建议。 虽然这个规定仅仅是开了一个小口,但是对参与各方
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见表 2. 1) :其他国家提交建议的数量从 3 增加到 24。 2010 年,其他国家提交

建议的数量相对稳定,但是个人和非政府组织提交的建议迅猛增长。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法律宣传和公共利益团体的努力使得公众对 ACTA 和知识产权政策制定的关注更为普遍。
表 2. 1

Companies and Industry Groups

Cuntries on Provious Walch Lists
Individuals
Nonprofits

来源:作者整理所得

对《 特别 301 报告》 提出建议的情况
2007

2008

2009

2010

4

3

24

25

21
0
1

19
2
0

30
1
0

37

441
26

随着贸易谈判范围的扩大及其自身公众形象的上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近年来越来越关注特

别 301 的程序问题。 与其他政府机关一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必须接受新的规定,在政策制定
的研究中采用更高的证据标准和更加透明的程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要求主要也是来自于美
国的产业团体,即产业团体希望通过一定的手段,阻止政府根据国家资助的研究成果作出对产业不
利的管理行动。 这里需要提到的一个背景就是 2000 年通过的《 数据质量法》 ( Data Quality Act) ,它
规定了相关程序来质疑政府决策所依赖的数据。② 然而,许多人认为,这是立法游说者战胜科学的表
现。 但是,对于像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这样的机构来说,有趣的问题是,根本就没有科学的研究可以
被挑战,那这个法案又如何使用呢。

2005 年,美国管理及预算办公室(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出台了关于《 数字质量法》 的

解释,要求如果政府发布的“ 科学信息将对公共政策或私营部门的决策产生明确和实质性的影响” 达
到 5 亿美元时,该信息所依赖的数据就必须接受同行评审( OMB 2005) 。 管理及预算办公室并没有
将这一要求限制于自然科学———实际上,其特别指出可适用的范围包括经济和其他政策相关方面的
研究。 它还进一步指出,争议各方提出质疑的异议程序,并不能替代同行评审。 美国商务部 2006 年
在执行管理及预算办公室的决定时,特别强调“ 透明性———以至最终具有可复制性” 是政策研究的关
键标准,并且进一步澄清,透明性就是“ 要说明你是如何获得这个结论的” ( Department of Commerce

2006) 。

IIPA 和其他产业团体事实上的外包研究,可以使特别 301 条款免受数据质量控制条款的影响。

①
②

19 USC 2242( b) (2) ( B) .

这是烟草产业游说者发明的主意,《 数据质量法》 被用来质疑联邦政府资助的一系列有关健康和环境问题的研究结论。 政

府资助的这些研究包括从研究接触阿特拉津杀虫剂的影响到研究动物的习性进而限制联邦政府土地的采伐许可等方面的内容。

72

《 数据质量法》 以及管理及预算办公室的公告并没有要求私人部门所开展的研究必须符合透明度的
规定,也没有提及如何完善政府依赖私企研究来制定政策的程序。 缺乏听证以及合理的固定评审程
序,进一步导致特别 301 条款即使在利害关系人提出质疑及回应的异议程序中所采用的证据标准也
比较低。 尽管如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是对提交的意见提出了两个相对适中的要求,即意见应
该“ 提供所有必要信息来评估法律、政策及其实施的影响” ;同时“ 任何包括损失数据在内的意见需
附上计算损失的方法。” ①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论述过的,不管采用哪种标准,这些要求都没有被
遵循。

如果了解特别 301 的历史和目标,我们对上述情况并不会感到惊讶。 特别 301 的任务就是要巧

妙地将美国产业的立场转变成贸易政策。 但是,随着贸易谈判在国内及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日渐突
出,就需要改变并建立一个相对公平和可信的程序性标准。 虽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产业的诉讼
并不承担任何直接的责任,但是它有义务保证其所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 因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
室可以根据自身的证据标准不全部采信甚至否定业界提交的证据。 尽管同行评审很难协调第三方
的意见,但是在我们看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是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以确保决策程序的可靠性
和有效性。 这些措施主要包括:(1) 严格执行自身的证据标准;(2) 建立更为动态和开放的意见表
达程序;(3) 在咨询和协调委员会中接纳更多不同层面的代表,包括消费者团体。
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在 2009 年开始提出尖锐意见,并且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些国家提出意见的基调也在发

生变化。 长期以来,其他国家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对话都是非常恭敬的。 这些国家的意见主要
是列出上一年度所开展的一系列行动,表明其符合美国的要求,进而希望美国将其从观察国名单中
删除。 由于各国政府希望从名单中被删除,所以各个观察国的政策和执法行动也是根据特别 301 的
要求来开展。

偶尔有一些国家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主张以及所依赖的产业研究结论提出异议。 1992 年,

意大利认为《 特别 301 报告》 中 MPAA 所提出的盗版录像带导致其损失 2. 24 亿美元是不正确的。 因
为 MPAA 假定盗版录像带和电影票销售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Drahos and Brathwaite 2007:97) 。 但
是,这类意见,特别是与此类意见相关的研究却非常少。 一些国家忽视、默认甚至迎合了特别 301 条
款的程序。 他们很少对其提出抗议。

现在,我们开始看到这种政治回避的迹象正在发生变化。 2009 和 2010 年,一些国家的意见包含

了诸多之前很少出现的直接反驳。 反驳的内容包括批评特别 301 的程序和 IIPA 的要求,以及质疑美
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主张是否符合 TRIPS 协议。② 诸多的意见明确指出,《 特别 301 报告》 缺乏坚实
的证据基础和标准来支撑其各类警告。 以色列(2008 和 2009 均是优先观察国) 在 2009 年对 IIPA 和
USTP 批评其最新修订的版权法进行了尖锐的回应。 具体而言,以色列主要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即
反对美国要求其在版权问题上承担超出现行国际条约所规定的义务。 美国对以色列版权法的批评
包括:录音制品的版权保护期限、合理使用条款的范围、技术保护措施条款( 禁止规避技术措施规
则) 、ISP 的通知删除程序、盗版软件终端用户的法律责任、赔偿偶然查封的合法产品,以及 TRIPS +

规定的其他内容( Israel 2009) 。 土耳其在 2004—2007 年间连续被列为优先观察国,2008—2010 年被
①
②

19 USC 2242( b) (2) ( B) .

这些意见可以在 regulations. gov 的网站中获取: http: / / www. regulations. gov / search / Regs / home. html#home ( Dockett ID # US-

TR-2009-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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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为观察国,它也提出了相同的意见,批评美国在药品专利谈判中采用单边主义的立场。①

西班牙在 2009 年被 IIPA 描述成“ 欧洲人均网络盗版最为严重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网络盗版最

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 这激起了西班牙的强烈反对,认为“ 报告中的许多断言并非基于报告中所包含
的数据或连贯的论据” ( Jordan 2009) 。 西班牙政府根据自己的消费者调查数据,质疑 IIPA 报告所引
用的西班牙音乐盗版率,凸显其与 IIPA 在数据上的差别,强调西班牙在商业软件联盟列出的盗版率
中排名良好,并提醒 USTR 注意西班牙已经参加了 ACTA 谈判以加强自身执法。
制度的变迁
在我们看来,没有必要更多地、更详细地阐述最近这些国家的抗议,因为这只不过意味着特别

301 程序正在演变发展而已。 更多表达意见的渠道以及更多国家利用这些渠道,促使 USTR 更加开
放和负责。 而这正是 USTR 一直试图回避的②。

这些微小的改进同时缓解了正在变迁中的全球知识产权政策与执法体制的紧张状态。 自从

1994 年 WTO 成立以来,USTR 的运作方式就处在一种模糊的合法性和力量较弱的状态———虽然能
够威胁其他国家,但由于担心可能违反 WTO 规则,所以不敢将威胁落到实处。 在我们看来,USTR 之
所以能长期在这种状态下运作,主要是一系列因素的结果,其中包括:产业实际控制着有关盗版的证
据披露;在知识产权政策上发展中国家联盟没有有效的组织形式;版权及其执法政策的模糊性使得
相关的政策制度不受消费者或公共利益团体关注。 如果上述因素在 6—7 年前还能发挥作用,现在
则很难了。 产业研究报告过分的诉求以及不透明的特点,导致其合法性受到质疑;发展中国家现在
已较好地组织起来,并且在知识产权政策的立场上较为坚定;知识产权执法目标“ 转向消费者” ,使得
像 USTR 这类原本不引人瞩目的知识产权政策机构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和批评。 建立一个更加
透明的 USTR 是其发展的唯一方向。

特别 301 条款 15 年来的变迁,也可以从 USTR 在当前一轮知识产权执法谈判中的领导地位体现

出来。 当 USTR 的一些主要任务开始转向 ACTA 时,这一机构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开放性。 现在,
ACTA 的最终结果仍然不清晰;而且即使生效了,也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确定它的作用。 但是,
ACTA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会减损 WTO 在执法上的优先性,这将导致现有的双边和多边机制暂时
回到近乎单边的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 301 条款是不会消失的。 而且更可能的是,特别 301 条
款将成为促使其他国家采取新的多边机制的措施,甚至最终建立新的 ACTA + 条款。 在我们看来,这
种状况如果延续下去,将是危险的。 在一个贸易和知识产权协议影响到健康、税收以及更大层面上
的经济增长等一系列社会福利基本问题的时候,相关知识产权政策的制定程序需要更加透明、有更
为广泛的参与,进而获得更大的合法性。 USTR 和特别 301 条款的权力太大,它们不能再保留“ 圈内
人游戏” 的做法。

关于本章的研究
本章的研究由 Joe Karaganis、Sean Flynn、Susan Sell 撰稿完成。 Mike Palmedo 和 Parva Fattahi 提
①

“ TRIPS 协议并没有相关的条款要求成员国规定专利连接制度……[ A] 美国立法关于专利连接制度的规定并不是一个全球

②

一些间接证据表明 2010 年参与度提高的提高影响到了该年度的《 特别 301 报告》 的内容。 特别是,USTR 对 PhRMA 提出的

规则,缺乏专利连接制度并不能解释为知识产权保护存在问题” ( Turkey 2009) 。

建议的采纳比例从 2009 年 75% 降到了 2010 年的约 60% 。 同时,关注公众健康的呼声也促使其将一些国家从观察国名单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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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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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与其他国家一样,南非的媒体盗版主要也是由贫穷和社会的不平等所导致。 低收入( 大约有三

分之一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用低于 1 美元) 和高价格的媒体产品及其相关的广告宣传,使得公众对
媒体产品的需求较高。 但是对于大多数南非人民而言,合法获得媒体产品的渠道非常有限。 因此不
可避免,盗版的磁带、书籍、光盘以及现在的数字产品,就弥补了这个空缺。
虽然上述因素在其他中低收入国家也同样存在,但是南非的盗版现象还来源于其独特的历史,
包括长期的压迫、政治冲突、外交压力,以及曾经的种族隔离。 在种族隔离政策之下,南非文化经济
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诸多产品的非法流通,其中包括书籍、录像带和录音带。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
早期,经济上受到制裁使得南非文化产品价格高昂而且通常难以在市场上获得。 这导致非法复制行
为( 主要是复制学校教科书) 广为流传并且被广泛容忍。 而且,政府的审查和对书籍出版的限制,也
使得非法复制成为抵抗现行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进而导致一系列秘密发行网络的出现,以传播不
同的政见。 种族隔离对黑人流动的限制,以及主要的文化服务产业都集中在白人居住区,进一步加
剧了南非公众在媒体产品获取上的不平等。 黑人作为主要的人口基本上很难获得合法的文化产品。
实际上,黑人和白人在购买力上的巨大差距,意味着文化产品只能被白人消费得起,因而那些地理上
的阻碍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多余的。

在南非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 16 年之后,对人口流动的正式限制已经取消,但是在媒体访问方

面,种族和经济上的地理差异基本上仍未改变。 尽管大多数南非黑人的工作、生活和娱乐的场所主
要集中在远离都市的小镇上,但是电影院、书店和音乐零售店仍然只开设在城市郊区( 以前是只有白
人居住的地区) 。 大型的连锁企业取代了旧有的独立影院和零售商,控制着整个市场。 现在,南非作
为一个拥有 4700 万人口的国家,只有不到 100 个多厅电影院,且大多数都坐落在消费水平较高的购
物中心或街区。

过去十年,媒体产品的消费趋势是喜忧参半的。 虽然全球的音乐 CD 销售量在 2004 年达到顶

峰,但是南非的市场还是持续增长,到 2007 年达到 1. 26 亿美元。 2008 年和 2009 年则稍微有点下
降。 南非每年观看至少一次电影的人口比例也稍微有所下降,从 2001 年的 9. 7% 下降到 2008 年的

8. 7% ———主要是由于白人观众数量的急剧减少( SAARF 2008) 。① 这一下降的趋势通常被认为是票
价的上升所导致的。 尽管 2005—2007 年间出现短暂的价格竞争,但是南非的电影票价平均为 35 兰
①

在所有的种族群体中,只有黑人看电影的人数是增加的,从 4. 2% 增加到 5. 2% ( OMD South Africa 2009, 2002) 。 这一趋势

可能有所变化,根据主要电影连锁企业的报告,受好莱坞电影《 阿凡达》 ( Avatar) 和《 钢铁侠》 ( Iron Man) 的吸引,2009 年的观众人数
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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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中转站。 产业团体认为南非盗版贸易的源头
上,随着巴基斯坦移民开始迎合、培育南非人的宝
常重要的作用。
南非尽管存在大量的非正规经济,其盗版所造

成的损失却从未很高。 根据 IIPA( 仅仅计算盗版给
美国公司带来的损失) 所提供的数据,2000 年的损
失是 1. 29 亿美元,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商业软件盗
版所造成的。 与此相比,在 IIPA 的同类报告中,巴
西、墨西哥和俄罗斯在 1990 年代末期所造成的损
失通常接近 10 亿美元。 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人均
损失是南非的 2—4 倍。 尽管这样,南非还是处在
TRIPS 协议有关中低收入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义务
的争论当中。 而 TRIPS 协议规定义务则是世界贸
易 组 织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以 下 简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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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O” ) 成员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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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争议及其影响
1990 年代后期,南非面临着巨大的艾滋病危机,成年人口中近 20% 感染了艾滋病毒。 新的抗逆
①

南非因为同意以发达国家的身份实施 TRIPS 协议( 南非之所以以发达国家的身份实施 TRIPS 协议,是因为南非领导着南部

非洲关税联盟( Southern African Customs Union,以下简称“ SACU” ) ,该组织被 WTO 划分为发达国家地区) ,因此它比诸多其他国家更
早面临着实施 TRIPS 协议的挑战。 1995 年南非开始实施 TRIPS 协议。 相反,印度通过 10 年的 TRIPS 协议实施议程的谈判,使得其
在 2005 年才开始执行 TRIPS 协议的相关规定。 签署 TRIPS 协议的国家中,被联合国认定为最不发达国家( 如莱索托也是 SACU 的成
员) 可以等到 2016 年才执行 TRIPS 协议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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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录病毒药物“ 鸡尾酒” 虽然被证明能够有效控制艾滋病,但是大多数的南非人却买不起这个药:一
个病人每年一个标准疗程大约平均需要 1. 2 万美元。 1997 年,纳尔逊·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总
统签署了《 南非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法》 ,规定了艾滋病药品的强制许可制度———更为主要的是允许
从低价来源( 主要是印度) 平行进口相关药品。 尽管很多观察者认为这一法案实际上遵守了 TRIPS

协议有关平行进口的模糊性规定,该法案仍然导致曼德拉政府和美国制药公司之间的摩擦。 这些公
司在南非法院提起诉讼以企图推翻这个法案。①

美国政府 站 在 了 制 药 商 的 一 方, 对 南 非 施 加 了 外 交 压 力。 1999 年, 美 国 贸 易 代 表 办 公 室

( USTR) 将南非列入《 特别 301 报告》 “ 优先观察国” 名单,认为南非没有提供“ 充分和有效” 的知识产
权保护措施。 美国对此表达出强烈的不满并且提出贸易制裁的威胁( Sell 2003) 。 然而,美国这一做
法随后遭到乐施会( Oxfam) 和无国界医生组织( 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的强烈谴责,使制药公司遭
到打击,也使得克林顿政府非常难堪,因此被迫与南非达成协议。

这一冲突在后半年得以平息,南非和美国达成了一个书面的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 谅解备忘

录” 。 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南非撤回平行进口的威胁。 美国则承诺将促使制药公司签订更加有
利于南非的协议,并且结束贸易和外交压力。 制药公司也撤回他们的诉讼。 该备忘录还促使 WTO

内部展开更广泛的讨论,关于如何提高那些面临公共健康危机的贫穷国家的药品获取能力。 该讨论
的最初框架是 2001 年通过《 TRIPS 协议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 ,并随后在 2003 年通过的《 药品获取
决定》 ( Medicines Decision) 中得到临时解决,解决措施包括建立平行进口规则以应对公共健康危机。

在随后大约十年时间,有关药品获取的争议及其解决掩盖了美国与南非之间其他方面的知识产

权冲突。 在整个 2000 年代早期,IIPA 一直警告南非在版权领域执法不力,特别在南非市场上涌现出
大量盗版 CD 和 DVD 的情况下。 IIPA 在 2001 和 2002 年建议将南非列入“ 特别 301” 的“ 观察国” 名
单,2003 年更是提出将其列为“ 优先观察国” 。 同时,IIPA 在 2005、2006 和 2007 年的报告中,还“ 特
别提及” 南非的执法问题。 然而, 为了避免与南非产生进一步冲突,USTR 没有采取 IIPA 的建议,尽
管 IIPA 对“ 特别 301” 的制定影响很大。 这使得南非成为近年来少见的例外。②

IIPA 在这整个时期主要关注的是光盘盗版。 2003 年,IIPA 报告认为南非的 DVD 盗版有显著增

长,盗版的市场占有率从 10% —15% 增加到 30% —35% 。 IIPA 报告还认为,南非已经成为“ 世界上
最大的零售盗版 DVD 滋生地之一” ———这一说法是不大可信的,因为这一期间南非盗版所导致的损
失从没超过 3500 万美元。

尽管 IIPA 努力试图将南非列入观察国名单,但是南非在版权产业的统计报告中却只是偶尔出

现。 与其他国家一样,商业软件联盟是最可靠的盗版统计来源,尽管并不清楚其关于南非的软件盗
版率数据是直接来源于抽样统计,还是从该地区的估算数字进行推测。 由于南非本地电影市场的规
模不大,大约每年在 5000 万美元左右徘徊,因此美国电影协会( MPA) 在 2005 年并没有将南非纳入
调查范围。 美国娱乐软件协会( EAS) 在 2000 年代早期进行过几次消费者调查,但是在 2003 年也停
止了。 美国唱片业协会( RIAA) 曾向 IIPA 提供定期报告,所提供的数据主要来自其在南非当地的合
作伙伴 RiSA( 南非唱片工业协会) 进行的估算, 但其中盗版损失的数据从来没超过 850 万美元。

由于缺乏统计数据,IIPA 有关南非的报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查封货物或警察执法活动的报

告,以及当地产业团体描述,还有就是对南非法律和制度的一些例行批评。 于是,IIPA 的控诉内容与
其他国家基本相同,很少是南非所特有的。 一直到 2007 年,IIPA 持续批评南非书籍盗版和商业软件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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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争议的介绍以及更多的关于公共健康的内容,可以参阅 Fisher and Rigamonti (2005) 。

2008 年,USTR 采纳了 IIPA84% 的建议;2009 年采纳的比例达到 91% 。 关于这方面的更多论述,可以参阅第二章的内容。

盗版盛行。 同时,重复强调南非法院系统效率的低下以及在涉及查封时原告需要承当的经济负担太
重。① IIPA 还对南非提出了以下不满:南非版权法有关“ 合理使用” 范围的规定是不合理的;对商业
机构作为终端用户使用盗版软件缺乏刑事惩罚措施;在版权侵权案件中原告需要证明是权利人的证
据要求不合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 完善执行 TRIPS 条例中存在的不足” ———特别是南非 1997 年《 假
冒货物法》 的执行问题。 IIPA2007 年的报告包括以下警告:

南非的盗版给合法权利人、正版发行商和零售商( 包括销售和出租) 带来的影响是毁灭性
的。 当地版权人必须行动起来,一致打击盗版。 很多正版发行商不得不减少雇佣规模,一些租
赁网点报告该地区的业务量比上一年度减少 30% ,而且很多租赁网点实际上已经倒闭。 ( IIPA

2007)

自圆其说的执法
上述很多论调其实是 IIPA 在自说自话。 到 2008 年,产业投诉已经低于 IIPA 监测的范围,并且

没有提出新的报告。 本地产业团体对执法成效以及与政府执法合作方面———特别是在打击盗版光
盘贸易方面,普遍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在过去 10 年,贸易与工业部(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

try,以下简称“ DTI” ) 、地方和国家警察以及产业团体三者间的合作已经大大加强,特别是 DTI 已经
成为一个执法活动的有力协调者和立法变革的主要推动者。

2010 年 6、7 月间,南非举办世界杯更是提供了深化知识产权执法的合理机会。 在此期间,被逮

捕和判刑的街头商贩人数大量增加。 这些成效大多都是在围绕保护世界杯期间的安全和公共秩序
所开展的执法行动中取得的。 但是,它也体现了南非政府对与国际足联和其他赞助商之间关于保护
世界杯知识产权的协议( 即保护世界杯相关的衍生产品以防止仿冒和复制) 的落实。 南非税务局
(包括南非海关总署) 大大增加了对仿冒运动服装销售地区的突击执法次数,并且成立一个新部门专
门与 FIFA 协调执法行动。 其他的执法部门同样也加大了执法力度,使得盗版 DVD 和 CD 的小商贩
们面临新的执法压力。

尽管政府投入有所增加,但是在很多关键方面,南非的反盗版努力始终是由美国主导的,只是由

当地文化生产者和执法机构( 特别是 DTI) 部分跟进而已。 尽管有一些行动是由南非的音乐家所发
起的,也尽管有一些美国产业的代理机构( 如南部非洲版权保护联合会 Southern African Federation A-

gainst Copyright Theft,“ SAFACT” ) 代表了南非电影制片人和出版商的利益,但是在国家层面,南非的
执法话语权和政策仍然继续被美国和跨国公司资助的行业协会所主导。 盗版证据的采纳同样也是
片面的。 在南非有关知识产权政策及执法的讨论中,产业界提供的报告仍然是主要的( 在诸多情况
下甚至是唯一的) 证据来源。
按照大部分官方说法,南非已经成为一个有效执法的成功典型。 产业界所提供的报告记载,南
非的街头市场和主要跳蚤市场上的盗版产品正在逐渐减少,尤其是在主要的城市中心地带。 执法机
构和产业界之所见的合作进一步强化,像 DTI 已经成为政府部门中推动强化执法政策及行动的重要
力量。 我们的研究也大致证实了执法状况的上升趋势,尤其是在打击跳蚤市场上的有组织盗版销售
方面。
我们很难衡量这些执法努力是否会对盗版媒体的整体供应情况带来影响。 我们所掌握的证据
①

主要是指控诉方有义务支付查封获取的仓储费用。 这一义务是 TRIPS 时代各国海关立法的一个共同内容,主要目的在于

保护被告人的权利和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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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表明此影响是不存在的。 例如,街头销售网络在警方的执法压力下呈现出很强的弹性。 根据我
们对刚被突击搜查或关闭的跳蚤市场的调研,发现盗版产品还是随处可以买到。 像其他那些依靠警
察来抵御有组织街头贩卖的国家一样,我们发现大量证据表明,南非的盗版贸易有很强的非正规性
和地理分散性,尤其是在低收入地区( 例如黑人居住的乡镇) 。 这种非正式的分销渠道主要是通过邻
里关系网络和挨家挨户贩卖组织起来的,因此警察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管理。 地区差异也影响着执法
行为,因为警察活动只集中在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的主要媒体市场,而较少关注偏远地区的盗版
行为。
和其他地区一样,南非面临的真正执法问题是盗版发行渠道的增加。 到目前为止,南非的版权
人在网络盗版方面已经享受了不同寻常的宽限期。 在 2010 年之前,只有一条连接非洲西海岸的海
底光缆( SAT3 光缆) 进出南非,因此宽带资源非常有限而且价格昂贵。 根据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简称 OECD) 的统计,2008 年南非只有 135
万宽带用户,普及率只有 2. 8% ( Muller 2009) 。① 而且,网络服务质量一直很差,低端宽带服务通常
还有严格的带宽限制。 这也导致 P2P 服务在南非很有限,一些试图开展本地 P2P 服务的努力也被唱
片工业协会( RiSA) 阻止。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随着新的海底光缆投入使用,南非带宽不足的问题预计将得到解决。
随着计算机和其他数字存储和播放技术越来越普及,南非可能很快就会赶上全球数字媒体经济( 包
括合法的和非法的) 时代。
本章将详细地分析南非盗版问题,讨论焦点包括:南非的合法与非法媒体市场之间的关系,公众
对待盗版的态度,执法行为与法律框架,以及形成盗版社会组织的诸多因素———不平等、事实上的种

族隔离、高价格和全球化的媒体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像本报告的其他章节一样,本章主
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上述问题:(1) 盗版在不同媒体领域( 包括书本、电影、音乐、软件市场) 中
起到的作用;(2) 不同的消费群体与盗版之间的关系。
我们第二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以南非不同群体中一系列使用盗版产品的组织机构为研究样本,
包括调查音乐人中使用盗版软件的情况、南非盗版市场的社会地理分布以及研究开普敦附近的一个
低收入乡镇———汉诺威公园( Hanover Park) 的盗版现状。

不同行业的影响
总的来说,这些样本研究反映的是一个不完整的媒体全球化进程,其中数以百万的南非人虽被
融入到了全球化的媒体文化时代,但却没能接触到相应的媒体产品。 如本报告其他地方所论述的那
样,南非盗版“ 问题” 的主要原因是正版产品的价格高、市场小。 这使得廉价、便捷的非法市场大行其
道。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版权产业都面临着相同的境遇。 不同的版权产业有不同的问题,也导致不
同的结果、执法模式和可能的解决方式。
书籍盗版
1990 年代后期到 2000 年代初,南非的书籍盗版是 IIPA 和南非当地出版产业团体关注的主要内
容。 印刷产业集体理事会( Print Industries Cluster Council,“ PICC” ,现在称为“ 南非图书发展局” South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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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普及率大约为 65% ( NTIA 2010) 。

African Book Development Council,“ SABDC” ①) 是南非出版产业利益的代言人,主要由出版商、零售
商和其他书籍产业链上的利益相关者组成。 2001 年, IIPA 认为南非全国使用的教科书中 “ 至少

30% —50% 是盗版的” 。 2004 年,PICC 指出:

南非的版权侵权并不是( 至少目前仍不是) 大规模盗版商业书籍的问题( 例如销往全球各
地的盗版《 哈里波特》 ) ,而是在教育部门、公共部门和商业部门里系统复制各种类型教科书的
问题。 ( PICC 2004:55—56)

南非的书籍盗版是种族隔离时代学术和文化抵制所遗留下来的遗产,当时各个大学都容许大规

模复制学术课本 ( PICC 2004:55—56) 。 影印复制给人们提供了获取教学材料的便利,而这些材料
通过其他方式无法获得,因为学术交流限制使得人们难以获取外国出版物;而经济制裁所导致的南
非兰特币的汇率差使得南非 的 书 本 价 格 可 能 是 出 版 地 价 格 的 2—3 倍 ( Haricombe and Lancaster

1995:89) 。 政府对出版物的审查也有一定的影响。 种族隔离时代的政府禁了大量的书籍和文章,这
些被禁读物通过影印复制和盗版桌面出版等方式大量发行( Berger 2002:532) 。 因此,许多政府反对
者认为,书本复制是一种政治反抗的表现,而不是犯罪行为。

根据有关报告提供的数据,南非书籍盗版程度在 2000 年代早期大大降低,从 2000 年的 2100 万

美元降到 2006 年的 200—300 万美元。 这种下降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教育机构的“ 版权意识” ———
特别是大学教育机构,明确提出对课程材料的复制进行严格的控制。 尽管如此,IIPA 在 2007 提交的
《 特别 301 报告》 中,还是再次提到书籍盗版的问题。

一些当地的合作伙伴,例如 PICC / SABDC,为 IIPA 提供书籍盗版的统计数据。 但是,PICC / SAB-

DC 不像其他产业团体一样进行消费者调查,没有进行系统的数据收集。 PICC 有关南非书籍盗版的
数据主要是根据“ 本地产业代表和咨询机构” 所提供的估算数据推测出来的。 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就
是要求本地的相关机构( 例如书籍出版商和发行商) 估算整个书籍市场中盗版所占的百分比。 这种
以“ 供应方” 为基点的统计方法具有非常强的主观性,因此其他产业团体现在已经不再使用此方法,
而是采用消费调查。 随着书籍复制从复印机转向数字文档,相关数据所要考虑的发行渠道和规模也
需要进一步扩展,所以上述两种方式都不尽合适( 参照第一章) 。

从执法的角度看,书籍盗版也很难被起诉,因为学生和学术机构人员通常可以根据《 版权法》 有

关允许个人使用或研究的复制( 至少在文字和图像复制方面) 的例外规定而免予承担侵权责任。②
虽然复印店作为商业企业需要承担侵权责任,但是由于它是根据用户的要求提供服务而没有主动复
制销售,因此也难以被起诉。 虽然大学开始对课程教材和辅助材料的复制进行更严格的限制,但是
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些限制会对书本复制带来哪些广泛的影响,也没有任何研究来衡量这些影响的程
度。 不管怎样,影印教材的日子很快就要过去了。 随着即将到来的廉价数字阅读器浪潮,学生间大
规模数字图书馆的共享将使得影印复制的行为日渐衰落。
软件盗版
在所有的产业团体中,商业软件联盟( 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 BSA” ) 在盗版报告和执法方

面是最有商业创新的。 像其他地方一样,BSA 在南非所承担的角色包括对商家应用软件授权许可的
①

2007 年,PICC 转变成 SABDC。 SABDC 还是南非执法领域公、私合作的一个典范,它的运作资金主要由艺术与文化部和产

②

《 南非著作权法》 第 12(1) ( a) 尤其在个人使用和研究方面规定了文字和艺术作品保护的例外,只要符合“ 合理使用” 的规

业团体联合资助。

定,就不需要承担责任。 然而,现行的法律并没有将合理使用延及至电影和录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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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通常可以带来巨额的和解赔偿。 BSA 所采取的做法还包括对举报者进行金钱奖励:任何举报
信息如果导致未经许可使用软件的公司被起诉或和解, 举报者可以获得 10 万兰特(1. 3 万美元) 的
奖励( 尽管我们没有听说谁获得过这个奖励) 。 对零售盗版软件的案件,BSA 则根据 1997 年的《 假冒
货物法》 ( Counterfeit Goods Act,“ CGA” ) 提出相应的诉求。 根据该法的规定,初犯可以被判处每件违
法产品 5000 兰特( 约 700 美元) 的罚金,和( 或) 最高 3 年的监禁( 对于重犯,惩罚程度会大大增加) 。

BSA 在 1997—2002 年的报告中发现南非盗版软件的数量在逐年稳步下降。 于是 BSA 在 2003

年改变了统计方法,将微软的 Windows 系统和诸多消费应用软件纳入统计范围。 这导致当年盗版软
件的损失增加了 4 倍,达到 1. 19 亿美元。 2008 年,BSA 声称当年软件盗版造成的损失达到 3. 35 亿
美元———损失的幅度大于任何其他产业的统计数据。

直至 2009 年,BSA 有关损失的计算都是将盗版数量等同于正版软件销售的减少数量。 这种计

算方式多年来一直受到质疑,因此 BSA 在 2010 年放弃了对损失的计算,转而采用更通用的说法,即
非授权软件复制的 “ 商业价值” 。 实际上,早该采取这种方式了:南非软件价格偏高和大量不同种类

的替代性开源软件的存在,使得这种将盗版数量等同于损失数量的方法难以成立。 如第一章所述,
盗版软件在主要商家采取区别定价和市场开拓等策略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严格执行软件
授权许可并不会起到正面作用,只会导致开源软件被大规模采用。 而且这个可能性正在增大,因为
南非政府在 2007 年采取了支持开源软件的政策,鼓励公共采购优先考虑开源软件,除非“ 版权软件
能够被证明具有突出优势” ( DPSA 2009) 。 实际上,主要软件开发商在这方面是非常谨慎的,并没有
动用自身的各种能力来执行软件许可政策。

与这些声称的损失相比,BSA 报告的南非软件盗版率则一直比较低,从 2002 年以来基本都稳定

在 35% 左右( 自从 90 年代后期和 2000 年代初期大规模下降之后) 。 2008 年,仅仅 1% 的增长就让
BSA 叫嚣软件盗版呈现出上升趋势。 事实上,就像本报告第一章所指出的,我们非常怀疑 BSA 是否

真的能够精确计算到 1% 这么精准的差别。 年与年之间的细微数字变化很可能是统计误差造成的,
同时还有其他一些不缺定因素,例如难以估测开源软件的市场规模或本国的计算机使用量。

尽管这样,BSA 的统计数据仍然给我们呈现出一个值得关注的特别现象。 35% 的盗版率使得南

非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商业软件盗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根据同类报告,2009 年俄罗斯的软件盗版率
是 67% 、墨西哥是 60% 、巴西则为 56% 。 南非的盗版率同样低于很多欧洲国家,例如希腊是 58% 、意
大利是 49% 、西班牙是 40% ( BSA / IDC 2010) 。 其他非洲国家的盗版率则通常都超过 80% 。

尽管南非的盗版率并不高,BSA 的代言人还是持续向其施加反盗版压力。 南非 BSA 前主席斯蒂

芬·乐劳斯( Stephan Le Roux) 声称:“ 南非的软件盗版是非常猖獗的,而且出现在各个商业部门,包
括金融服务机构、技术开发和制造业企业。 使用盗版软件不仅会对他们的生产效率以及数据安全带
来影响,而且最终还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 ( Mabuza 2007) 。 在这种大环境下,连全球经济
危机都可以成为提倡使用高价正版软件的借口。 正如南非 BSA 现任主席阿勒斯太尔·德维特( Al-

aistar de Wet) 的创造性推理:“ 在目前这个经济前景不确定的时期,企业万万不可为了偷工减料而使

用盗版软件。 因为这样做将会对企业、消费者甚至本地和全球经济都带来不利的影响” ( Manners

2009) 。 这就是 BSA 自圆其说的执法理由。
音乐盗版

南非的音乐市场很小,2009 年整个音乐市场的销售收入总共约 1. 2 亿美元,其中国际产品和南

非充满活力的本土音乐基本各占一半( IFPI 2010) 。 南非的音乐市场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向 CD 市场
的转变发生得很慢,这主要是由于该国尖锐的社会经济和种族分裂问题对消费技术普及的影响。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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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00 年代早期,南非的磁带市场的规模还比较大,这得益于廉价的卡式收录机等传统遗留设备。
根据国际唱片协会(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onographic Industry,“ IFPI” ) 的下属机构南非唱片
协会( RiSA) 的统计,直至 2007 年,南非的磁带市场仍有 3500 万兰特(500 万美元) 。 这个数字虽然
与 1998 年相比降低了 75% ,但是反映出磁带由于价格低廉仍然是穷困和农村地区的主要音乐发行
方式( Durbach 2008) 。 CD 的销量到 2007 年为止也在持续增长,而全球 CD 销售自 2004 年以来一直
在下降。 因此南非是一个特例( IFPI 2010) 。

根据 RIAA( 自 2006 年以来) 提供的有关南非盗版的最新数据,美国在南非音乐市场上因盗版所

遭受的损失所占比例并不大。 RIAA 声称,2004 年的损失是 800 万美元,2005 年是 850 万 美 元。
RIAA 特别指出,这些损失并不是按照与盗版量等同的正版零售量来计算的,而是按照盗版销售与对
应的正版销量之间的“ 替代比例” 小于 1 作为计算依据。 但是,与其他产业团体一样,RIAA 并没有阐
明是如何计算得到这些数字;同样,RiSA 也没有披露其开展消费调查所采用的方法。

RiSA 新提供的数据反映了其计算方式的改变。 这种改变很明显是为了避免采用替代效应计算

方式所面临的诘难。 RiSA 的新数据将街头盗版价值和正版零售价值进行了区分。 2009 年,RiSA 估
算街头盗版音乐的总值为 620 万美元,对应的正版音乐零售总值为 3020 万美元,却没有解释盗版
“ 损失” 应该在这个差异区间的何处。① 根据 RiSA 的报告,所查获的物理产品中大约有 65% 是本地
音乐。 这表明南非盗版市场上所销售的主要是本土音乐而不是进口产品。

尽管很少有公开发布的信息介绍南非音乐盗版的总体规模或影响,音乐盗版这一话题一直吸引

着公众的注意———至少是得益于当地音乐家的积极活动。 随着 2004 年和 2005 年的一系列有关伟
大音乐家死于贫困的报道,RiSA 和音乐人团体启动了反对音乐盗版的新运动。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
“ 杜杜拉运动” ( Operation Dudula) ———一个由当地乐手和诗人玛扎克·马布里( Mzwakhe Mbuli) 组
织的短暂的反盗版“ 运动” 。 该活动吸引到了产业界的支持,但最终由于被批评为民间报复行为而解
体( 本章后面将对此次活动作更为全面的讨论) 。
游戏盗版
南部非洲版权保护联会( Southern African Federation Against Copyright Theft,“ SAFACT” ) 代表着

电影和视频 游 戏 公 司 的 利 益, 它 同 时 也 是 美 国 娱 乐 软 件 联 盟 ( Entertainment Software Association,
“ ESA” ) 仅有的几个海外分支机构之一。 在 ESA 的支持下,SAFACT 在 90 年代后期和 2000 年代初
进行了一系列广泛的消费者调查的研究,并开展了相应的执法行动。 其中最早的活动可以追溯到

1998 年收缴索尼 PlayStation 的盗版光盘。

1999 年,SAFACT 发动了一个备受媒体关注的打击游戏盗版的“ 战争” ,开展了一系列对盗版销

售商和发行商的搜查行动。 开普敦和米切尔普林( Mitchells Plain,一个低收入的乡镇) 是这次活动的
中心。 前者被描述成南非的“ 盗版活动枢纽” ,后者则被称之为“ 南非盗版之都” ( IOL 1999) 。 这场
“ 战争” 至少表面上看已经结束。 尽管 IIPA 在最近的 2007 年报告中指出“ 盗版的娱乐软件产品继续
从东南亚国家进口,特别是马来西亚” ( IIPA 2007) ,但是自 2001 年( 该年也是 ESA 最后一年开展消
费者调查) 以来,IIPA 就没有颁布南非娱乐软件盗版的新数据。 2009 年,我们在努得 / 普林( Noord /

Plein) 、布鲁马( Bruma) 和佛德斯堡( Fordsburg) 这些地方都没有发现盗版游戏———这些都是约翰内
斯堡集中销售盗版 CD 和 DVD 的几个主要跳蚤市场。 我们的结论是,游戏盗版已经转到了在线网络
( 跟 ESA 的看法基本相同,但是对带宽严重不足的国家存在这种情况感到吃惊) ,而朋友之间和地方
①

这些数据是 RiSA2009 年 12 月 14 日通过 e-mail 的方式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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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团体之间非正式的分销网络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南非的游戏玩家对盗版行为的道德问题也表现出两面性。 我们在 My-

Broadband. co. za( 一个著名的网络服务提供商) 的论坛上及其他网站上有关盗版游戏的讨论中做了
一个非正式调查,发现游戏公司与音乐、电影公司( 它们的产品、市场行为和执法策略经常受到批评)

相比,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尊重。 在南非,游戏的快速创新,以及高端主机和游戏服务的缓慢发展,
使得人们更加注重商业投资、合法市场的重要性,以及对内容的保护。 在过去 20 年,很多主要的主
机销售商和游戏发行商都忽视了南非市场,认为该国市场小而且偏远,并且主要由低端的 PlayStation

1、2 系统和游戏占领,因此没有进入的动力。① 有别于其他更为全球化的产品市场( 例如电影) ,游戏
市场的地区性贫乏使高收入消费者得不到满足,并且导致平行进口以各种非正规经济形式出现。 随
着南非进一步融入到全球游戏市场中,上述因素导致游戏群体内部出现了关于盗版的复杂争议,有
人支持,有人反对。

尽管如此,国际价格和国内收入的现实差距使关于盗版的争议必须面对实际问题。 2009 年底,

游戏《 战神》 ( PlayStation2) 和《 光环》 ( Xbox 360) 在 Kalahari. net 的网上零售价分别是 274 兰特(39

美元) 和 400 兰特(57 美元) ———这些价格都远远高于美国的零售价。 与其他那些生活在本土游戏
出版发行都不发达国家的游戏玩家一样,南非的消费者通常从外国网站购买产品,因为这些网站提
供更多可供选择的产品和比本国更低的零售价,尽管需要支付国际邮费。 这种由消费者驱动的游戏
软件平行进口从来没有在电影或音乐领域出现过。
电影盗版
南非全国的电影院还不到 100 个———对于一个拥有 4700 万居民的国家来说,这个数量确实很

少( 虽然这样的稀缺状况并不是特别少见) 。② 过去 15 年,Ster-Kinekor 和 Nu Metro 这两家公司已经
成为南非最主要的电影放映商( 同时也从事音像和游戏的授权) 。 2009 年,这两家公司拥有南非全
国 78% 的多厅影院,屏幕总数超过 700 个。 剩下的电影院则主要由几个小公司拥有( 例如 Avalon 集
团) ,同时还有少数几家残留的单厅影院。

南非几乎所有的多厅电影院都建在主要城市郊区的综合娱乐场所或者购物中心,这里以前都是

只有白人居住。 在 Ster-Kinekor 2007 年在索韦托开设新的多厅电影院之前,黑人居住的主要城镇连
一个多厅电影院都没有。 多屏幕电影院不管在价格还是在便利观众方面,所考虑的主要还是富有的
少数白人群体。

从 1990 年后期和 2000 年代初,Ster-Kinekor 和 Nu Metro 的双寡头垄断使得电影票的价格较高,

到 2005 年平均电影票价为 35 兰特(5. 75 美元) 。③ 虽然黑人中产阶级的电影观众数量在这段时间
有所上升,但是整体上看,整个观众人数还是下降的———主要是由于白人观众减少近 30% 。 2005
①

在早一代游戏系统中,PlayStation 1、2 在南非市场( 甚至更大的非洲市场) 占据着市场主导地位。 索尼的主要竞争对手( 包

括任天堂 64、世嘉土星、世嘉 Dreamcast 和最初的 Xbox) 都没有进入南非市场。 南非本地的发行商虽然后面获得了任天堂的授权,但

是没有得到充分的后续支持。 Xbox2006 年进入南非市场的产品是它当时在其他高收入国家大力推出的主要系统。 尽管 Xbox Live
服务在很多国家很流行,但是直到本报告写作为止,仍没向南非开放( 根据其计划准备在 2010 年 11 月启动该服务) 。 但是与 Play-

Station 1 和 PlayStation 2 相比,索尼在南非市场对 PlayStation 3 的定价并不算高,2007 年开始在南非发行时的价格是 852 美元。
②

例如,南非人均的屏幕拥有量高于本报告所考察的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等国( 参阅第一章) 。 与美国相比,美国拥有近 6000

③

最近五年来,兰特对美元的汇率大幅地下降,从 2005 年的低于 6 ∶ 1 下降到 2010 年的差不多 8:1。 为了使研究更具客观性,

个电影院,人均拥有的屏幕数大概是南非的 8 倍。
我们采用的是接近所引用当年的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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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两大电影放映商为了争夺观众开展了价格战。 Ster-Kinekor 将大约 70% 的屏幕转向经济型连锁
电影院,称之为“ Ster-Kinekor Junction” ,这类电影院的票价为 14 兰特(2. 3 美元) 。 紧接着,Nu Metro

也降低其院线的票价到 12 兰特( 约 2 美元) ( Worsdale 2005) 。 这个价格大战使两大院线都损失惨
重,最终都不得不出售和关闭几家影院。 当价格战在 2007 年宣布结束时,电影院市场已经发生了变

化,分裂为高端的多厅影院( 票价是 35—40 兰特,5—5. 7 美元) 和廉价电影院( 票价是 17—18 兰特,

2. 5 美元) 。 Ster-Kinekor and Nu Metro 还进一步将高端影院细分为数码影院和 3D 影院,希望通过这
些新特色来索取更高的票价,并将影院体验与发展中的家庭音像市场区分开来。 一部分 3D 影院的
票价高达 60 兰特(8. 5 美元) 。

南非还有一个小却很有活力的宝莱坞电影和音乐市场, 随 即 也 出 现 了 盗 版 的 宝 莱 坞 CD 和

DVD。 在 2000 年代早期,宝莱坞的盗版大多都是由巴基斯坦黑帮团伙掌控的,他们将光盘走私到南
非并销售给庞大的南亚移民社区。 如本报告的印度部分所述,这些黑帮团伙之所以从事盗版 DVD

贸易,是因为克什米尔地区的冲突阻断了印巴之间的贸易往来,于是在巴基斯坦创造了盗版印度电
影的黑色市场。 他们的生产和组织能力又影响了移居海外的巴基斯坦人,开辟出一个销往海外南亚
人社区的 DVD 出口市场,其中就包括大约 120 万居住在南非的南亚人。①

在南非,合法的宝莱坞电影放映、零售和租赁市场在 2000 年早期就开始形成。 其中突出的就是

Avalon 集团的小型院线和宝莱坞全球音乐公司( Global Bollywood Music,印度音乐发行商 T-Series 的
授权商) 的相应发展。 但是,在本来就已经很小的南非市场,宝莱坞电影放映的数量和规模就更小
了。 宝莱坞所发行的最成功的电影之一就是 2008 年到 2009 年间发行的电影《 天生一对》 ( Rab Ne

Bana Di Jodi) ,这部浪漫喜剧片创下了宝莱坞有史以来第三高的票房收入。 2009 年,该片在南非获
得了 15. 1 万美元的收入,在该年南非电影票房中排第 101 位。

宝莱坞的例子对新进入南非( 或者其他地区) 文化市场的企业而言,就是一个“ 先有鸡还是先有

蛋” 的困惑。 在没有合法发行人的情况下,盗版培育了观众———在宝莱坞例子中,这些观众是以南亚
人社区为基础,但是逐渐超出了这个范围。 但是,盗版产品进入的同时也削减了正版产品的机会,这
进一步导致南非媒体市场只能在较低水平实现供需平衡。 在这种情形下,正版发行渠道的销量就难
以成为衡量一部影片是否流行的指标。 如果盗版市场上宝莱坞电影的大量存在具有任何指导意义
的话,那么电影票房数据显然是低估了宝莱坞在南非媒体文化中所占据的地位。
宝莱坞电影制片人在多年忽视海外盗版市场之后,现在越来越重视在美国和英国开展版权维权
行动。 因为这两个国家有庞大的南亚人口,但是当地正版的发行渠道较少,导致盗版印度媒体市场
非常活跃。 但是在南非,主要的宝莱坞制片人还是处于无组织的状态,很少有人注册商标保护,也没
有任何人雇佣本地代表来负责与南非执法机构合作查封盗版产品。 SAFACT 和 MPAA 在南非的代
表单位,以及其他一些电影权利的主要维权机构,都没有印度成员。 缺乏当地代理人对执法效果生
产了直接的影响:南非的警察和海关通常忽略盗版宝莱坞的 CD 和 DVD,因为没有人对这些盗版产
品提起控诉,或者更为实际的是没有人来支付《 假冒货物法》 所规定的查封商品存储所需的费用。 由
于种种原因,目前在南非还没有针对宝莱坞电影权利保护开展执法行动。②

通常,在临近电影上映日或者首映日当天就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盗版的 DVD。 地理位置不一

①

马来西亚是另外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宝莱坞( 和好莱坞) DVD 境外来源地———如南非,从普通的家庭到大量的南亚居民都期

②

在英国和欧洲的其他国家,宝莱坞的发行渠道相当完善,因此宝莱坞的盗版行为就会面临更多的压力。 印度最大的制片人

待看到宝莱坞的新片。

之一,Yash Raj 电影公司在抓捕和游说方面( Agence France Press 2008) 特别活跃,并且在部分案件中成功提起了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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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价格差别也很大,这反映了不同市场的顾客群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 布鲁玛湖( Bruma Lake

market) 的郊区市场主要是面向约翰内斯堡的中产阶级,定位在高端的市场,因此新发行电影的 DVD

价格一般在 20 兰特到 40 兰特之间(2. 5—5 美元) 。 努得或者佩林的市中心市场,基本上是面向乘
坐公共交通的黑人乘客,因此 DVD 的价格相对较低,通常在 10—20 兰特之间(1. 25—2. 5 美元) 。
不同市场上产品类型的不同也反映了顾客群体的不同。 在努得和佩林市场上销售的主要是本

地音乐、南非电影和较老的外国动作片。 布鲁玛湖地区的市场销售的则主要是最新的国际大片以及
尚未播放的系列电视剧。 在佛德斯堡,由于南亚的移民社区占据主导地位,因此销售的主要是宝莱
坞的电影和音乐。 虽然这种划分也许过于简单,但是它很容易反映出不同地区公众在获取媒体产品
的优先性方面存在的很大区别,同时也反映出与之相关的不同地区的文化消费偏好。 面向工薪阶层
的市中心市场销售本地流行产品和经典老电影,而布鲁玛地区的消费者却更容易接触到全球媒体文
化,他们更期待提前看到尚未在南非发行( 因为影视公司的扩窗发行策略) 的电影电视节目。

与其他地区一样,扩窗发行策略逐渐被国际同步发行所取代,而且 DVD 发行和影院上映之间的
时间差也进一步缩短。 这些努力削弱了盗版市场的两个基本优势之一。 如 SAFACT 现任主席詹姆
斯·伦诺克斯( James Lennox) 所指出的:

电影的迟延放映给盗版商提供了销售尚未发行的电影的机会。 电影的迟延放映以及影院
上映与录像发行之间的时间差不可避免地制造了市场缺口。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现在很多电影
在英美等中心市场公映后大约一两天就在南非影院开始放映了。①
目前为止,转播热播美国电视剧( 在布鲁玛地区非常流行) 尚未为收到诉讼的威胁。 新一季美剧

《迷失》 和《24 小时》 在南非都非常流行。 这两部电视剧在美国首播 1 年多以后,就在南非广为播出。
付费电视频道( 如 M-Net) 还能提前播出———这也是他们的主要价值所在。 最新两季的《 迷失》 在美
国首播后两个月就开始在 M-Net 上播出。 但是对于很多南非消费者而言,即使这么短的时间差也是

难以忍受的:尽管各地的播出时间可以被规划和延迟,但是在全球性的广告宣传和互联网的作用下,
媒体信息大量涌入,因此试图规划对全球媒体产品的消费期待是不可能的。 于是,南非的消费需求
(在价格和可获得性方面) 基本上总是比市场供应出现得快。 在这种情况下,盗版发行速度就设定了
消费者的期待标准。

伦诺克斯和其他产业界的代表认识到本地发行渠道的不足滋长了盗版的气焰。 伦诺克斯向业
界强调了以下问题:
在南非,可以购买到正版产品的地方( 包括电影院、音像店和零售商) 太少了,这给盗版提供
了空间。 很多人从街上购买盗版产品都是随手顺便购买的,但是合法的销售渠道却不能满足这
种便利购买的需求。 我不认为人们是这样想的:“ 我今天要到地摊上购买一部《 妈妈咪啊》 ( Ma-

ma Mia) 的电影。” 他们只不过是路过地摊、随便浏览一下、发现了这部影片,然后买下来而已
……我们每个成员应该继续努力,使得正版产品都能被消费者方便地购买,包括在车库、服装店
和自动售货机都建立销售点。
然而,伦诺克斯对导致盗版存在的另一个明显因素,即价格,却没有表示过多的关心:
我们注意到消费者经常以价格问题来证明盗版的合法性……首发日期的价格已经明显地

在稳步下降……在发行后 6 个月,DVD 的价格也会下降,所以消费者只要等 6 个月,就可以以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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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于 2009 年与 SAFACT CEO 詹姆斯·伦诺克斯的访谈。

50—90 兰特的优惠价格买到原版的( 带所有花絮的) DVD①。
高额定价然后逐步降低的方式,虽然反映了好莱坞在当地的定价策略,但是这种方式没有充分
考虑到南非的消费者预期以及媒体获取的实际情况。 尽管总会有一部分消费者有足够的耐心去等
待市场上出现打折的正版产品,但是这种定价模式明显没有考虑到消费者的眼球早就被好莱坞的广
告宣传所吸引。 因此,这种降价的正版产品并不能真正取代盗版市场。 与其他国家一样,宽带和数
字媒体平台的发展将进一步加大合法与非法发行模式之间的鸿沟。
盗版和南非电影
虽然本地的电影产业也经常深陷上述困境,我们还是有必要将其分开论述。 南非的电影产业存
在很多问题,但是盗版并不是其中最严重的。 最紧迫的难题其实是好莱坞全面占领南非的票房市
场:2009 年只有一部南非电影( 《 第九区》 ) 进入票房收入的前五十位,2008 年也只有 3 部。② 好莱坞
在制作和宣传上的极大优势,加上本地影院屏幕的缺乏,使得很多南非国产电影都没有获得在影院
上映的机会。 因此,南非的电影产业不仅小而且脆弱。 尽管最近热映的电影《 第九区》 票房很好,但
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是由公共电视台投资制作的。 然而 2009 年,最大的公共电视投资机

构———南非广播公司,面临财政危机而减少对本土制作的投资,这一电影制作模式就迅速垮掉了。
这导致南非的电影产业大量萎缩,从业人数从 2008 年的 25000 人降到 2010 年的约 8000 人。

在其巅峰时期,南非每年也仅生产少量长片,而其中只有少数能够进入主流院线。 《 黑帮暴徒》

( Tsotsi) 和《 第九区》 是近年来著名的、在国际上获得成功的南非影片,《 黑帮暴徒》 还获得 2006 年奥
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大部分的南非电影还是低成本制作,主要面向南非本地观众。 《 白色婚礼》

( White Wedding) 、《 耶路撒冷》 ( Jerusalema) 和莱昂·舒斯特( Leon Schuster) 的流行打闹喜剧就是典
型代表。 像大多数好莱坞和宝莱坞大片一样,这些电影通常在影院上映的同时就可以在盗版市场上

买到。 值得一提的是,《 黑帮暴徒》 ( Tsotsi) 被广泛报道为 2006 年在南非被盗版最多的电影 ( Maggs

2006) 。

对盗版的愤慨一直是 SAFACT 在电台和电视台资助的反盗版宣传节目的核心主题。 他们常常

将知识产权提升到民族主义的高度,谴责购买盗版的南非电影是一种“ 不爱国” 的行为。 这一反盗版
运动在一些执法力度较大的地区( 如布鲁玛) 取得了一定成效。 这些地方的盗版 DVD 商贩已经不愿
意再销售盗版的南非电影( 但是对好莱坞电影还照卖不误) 。③

可以预见,南非电影市场的失败教训将带来对其他电影发行模式的兴趣。 这里,扩大观众数量

的关键并不在于采用高新技术———像美国的 Hulu 和 Netflix 这样的新技术目前还不适用于南非市
场———而在于将技术含量较低的街头销售网络变成 DVD 的分销商和零售商。 后面这种模式在有些
地方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尼日利亚电影,其在南非( 甚至整个非洲) 的 DVD 市场呈现出持续增长的
①
②

资料来源于 2009 年与 SAFACT CEO 詹姆斯·伦诺克斯的访谈。

2009 年票房收入前十名分别是:《 阿凡达》 ( Avatar) 、《 冰河世纪:恐龙的黎明》 ( Ice Age:Dawn of the Dinosaurs) 、《 假结婚》

( The Proposal) 、《 变形金刚》 ( Transformers) 、《2012》 、《 伴侣度假村》 ( Couples Retreat) 、《 宿醉》 ( The Hangover) 、《 飞屋环游记》 ( Up) 、
《 赛车风云》 ( Fast and Furious) 、《 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 ( Harry Potter and the Half Blood Prince) 。 宝莱坞电影第一次出现在票房收入

前 100 名的名单中,影片《 爱上阿吉·卡勒》 ( Love Aaj Kal) 和《 难以置信的爱》 ( Kambakkt Ishq) 分别位居第 99 和 100 名。 参见 Mojo
票房收入:http: / / boxofficemojo. com / intl / southafrica / yearly / 。
③

这种情况不具有普遍性。 在约翰内斯堡中心的小规模努得或者佩林市场上,仍有大量的盗版本地电影的 DVD 出售。 根据

我们和执法机构人员的交谈,他们并不对盗版本地制作的电影的街头销售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制,除非有证据显示盗版南非的电影像
盗版好莱坞或者宝莱坞电影一样,造成相当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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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① 单就数量来说,尼日利亚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影片制作基地之一(2008 年发行的电
影数量是 1200 部) 。 尼日利亚的电影产业是在 1990 年代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同时,成
功的文化保护主义也是重要因素———1970—1980 年代这个较长时期内,尼日利亚严格限制国外的电
影和电视。② 尼日利亚由于几乎没有正式的发行和放映基础设施,早期的国内制片人就利用大量的
非正规部门来发行电影,以非常低的批发价将录像带卖给商贩进行销售( Ogbor 2009; Larkin 2004) 。

南非一直在讨论把非正式的销售部门作为合法产品的发行渠道的可能性。 以 SAFACT 为代表

的好莱坞电影发行商大多反对这种方式,认为这种方式过于复杂。 如伦诺克斯所说的:

对正版产业来说,这里存在一些障碍,包括必须遵守《 街道贸易章程》 ,支付最低工资标准,
提供可接受的工作环境。 如果这些都遵守的话,将会使得“ 非正式” 的贸易环境难以发挥作用。
例如,《 道路交通法》 禁止有执照的街头零售商在交叉路口 5 米范围内从事销售行为。 而盗版商
贩基本都是在交叉路口 5 米内活动的。 因此,如果“ 合法” 经销商在这个区域进行销售,他们的
雇主就可能面临着被控诉的危险。③

然而,很多本地的企业却又强烈地希望来尝试这种模式并试图克服伦诺克斯所提到的困难。

2009 年出现的 Bliksem DVD 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Bliksem 试图在街道销售文化开辟出一个中间地
带,向约翰内斯堡的上班族销售廉价的正版 DVD。 Bliksem 的模式依赖于它和本地制片商和发行商
之间的协议:一同打破国际制片商( 也包括南非主要的电影制片公司) 制定的定价常规。 于是,Bliks-

em 的价格不是根据国际市价或既有的授权标准而制定的,而是根据那些与正版 DVD 一同竞争可支
配收入的其他产品的定价标准来确定的。 Bliksem 的创始人本·霍洛维茨( Ben Horowitz) 指出,其实
是盗版 DVD 价格和手机话费标准决定了实际的定价尺度:

消费者购买的盗版 DVD 或 CD 价格是 10 兰特(1. 25 美元) 到 20 兰特(2. 5 美元) 。 我认为

这是公交上班族和工薪阶层的市场……他们在街头购物的标准主要是以他们预付的手机话费
为比较基础的( 大部分上班族平均要支付 35 兰特到 50 兰特的话费) 。 你要么就将钱用于购买
话费,要么就买其他奢侈品。 任何超过 50 兰特(6. 25 美元) 的东西都算超级奢侈品了,而如果
超过 100 兰特,就超出人们的购买力了。 在这个市场上,没有人会为了家庭娱乐花费 100 兰特
以上。④

Bliksem DVD 所销售的南非电影的正版复制品的价格在 20 兰特(2. 5 美元) 到 60 兰特(7. 5 美

元) 之间。 这个价格比低端的盗版商贩要高,但是比其他正版零售商便宜很多。 Bliksem DVD 在这
一过程中向消费者传递了强有力的反盗版信号。 这一姿态得到了索尼电影公司的高度评价,也赢得
了本土主要发行商( 如 Nu Metro) 的授权合同。 但是与美国和欧洲( 以及印度) 的主要同行不同,这
一计划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因此不能确保其以较大的折扣购买好莱坞的电影,而且没有机会扩
大规模或完善经营模式。 2010 年 7 月,Bliksem DVD 最终关闭了。 好莱坞电影在发展中国家电影市
场的两个结构性问题———价格高、发行渠道薄弱( 特别是在本地电影方面) ,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正
①

尼日利亚的电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南非所拥有的 Multichoice 付费电视平台所控制着,通过其覆盖整个非洲的“ 非洲魔

②

尼日利亚的文化保护主义一直延续到今天。 尼日利亚广播委员会近来禁止电视频道在黄金时间播放国外的影片。 参阅

③

2009 年与 SAFACT CEO 詹姆斯·伦诺克斯的访谈。 从法律的角度看,这种主张是有点站不住脚的:如果发行人将产品批发

④

与 Bliksem DVD 创始人本·霍洛维茨的访谈,2009 年。

术” 频道播送节目。

Oxford Business Group (2010:190) 。

给街头零售商,那么街头零售商是否遵守法律并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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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Ster-Kinekor 的 CEO 费迪尔·盖正丹( Ferdie Gazendam) 所指出的:
不仅仅是把本地产品放到货架上那么简单。 要找到一家商店是很难的……这一困境是我
们按照我们所代表的国际大公司的模式运作所造成的。 对于国产影片,我们需要探索不同的方
式将其推向市场。 ( Smith 2006)
网络环境下的盗版
直到 2009 年夏季,南非只有一条海底光缆接入全球互联网,其网速每秒只有 0. 8 千兆字节

( GB) 。 因此,相应的宽带服务价格高、网速低。 大多数消费者的每月带宽流量的上限是 3GB 左
右———这一流量基本上还不够看一部高清电影。 根据国际调查结果,南非的宽带服务质量在全球属
于垫底的位置( Muller 2009) ,大多数的 ISP 甚至无法保证像 YouTube 这样的普通视频服务正常持续
运行。 在这种情况下,对带宽要求较高的 P2P 服务就难以在南非发展起来。

但是,随着新的海底光缆投入使用,带宽不足的问题有望得到一定缓解。 根据计划,到 2010 年,

进入南非的带宽将提高到每秒 2. 58GB,到 2013 年则提高到 10. 5 万亿字节( TB) ( World Wide Worx

2009) 。 互联网相关产业均希望带宽增长能够降低宽带价格、提高宽带服务。 随着计算机、存储设备
和播放技术的普及,南非进入全球数字媒体经济( 合法的和非法的) 的步伐将大幅加快。

南非的带宽限制使得大部分权利人没有受到网络盗版的剧烈冲击,这使得现行执法主要是针对
光盘盗版。 于是,既有的网络侵权的司法管辖案件相当少,所以也缺乏对网上侵权活动开展执法和
监督的经验。 然而,版权产业团体已经正在为不可避免的网络盗版做相应的准备。 特别是 RiSA,已
经为更大范围的网络监督和执法做了前期准备工作,包括试图要求 ISP 负责封锁存在侵权内容的第
三方网站,甚至阻止侵权用户。 ISP 对版权产业团体的这些行动反应不一,而且也没有一个案子直接
进入到司法程序。

2002 年的《 电子通讯交易法》 (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and Transactions Act,ECTA) 实际上已

经就上述问题设立了框架,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商和以网络为基础的软件服务提供商对第三方侵权
所要承担的责任及其豁免标准。 该法案规定,网络服务提供商没有义务审查该服务所传输的内容,
同时也不需对用户通过其服务进行的侵权行为承担直接责任。 相反,ISP 只需要按照权利人提出的
删除通知承担删除义务。 一般权利人会提供侵权行为所使用的详细账户信息。

南非与其他国家一样,这一针对 ISP 的“ 避风港” 规则的适用范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直到现

在,南非的法律系统也没有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的廓清。 特别是像美国针对 P2P 的 Grokser 案所确定
的“ 帮助侵权” 标准①,在南非并没有相应的规定。 然而,权利人组织正在努力推动南非向美国标准
靠近。 2008 年,RiSA 向南非网络服务提供商协会(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Association,ISPA) 发出
通知,要求他们封掉两个刚刚成立的本地 BT 网站———Bitfarm 和 Newshost,认为这两个网站链接了侵
权内容。 ISPA 虽然对此予以了配合,但是 RiSA 提出这一要求的法律依据并不明确,因此对现行法
律制度是一个挑战。 代理这两个被告网站的律师莱因哈特·拜思( Reinhardt Buys) 认为:

不管在南非还是其他国家,判例法和立法均没有先例认定 BT 服务和检索贴吧帖子服务的

主机提供者所提供的文档索引行为是违法的。 ( MyBroadband 2008)

这一结论虽然有点武断,但却准确解读了国际上的相关案例。 尽管南非以外有大量的 BT 网站
①

MGM Studios, Inc. v. Grokster, Ltd. 545 U. S. 913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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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诉讼而被关闭,但是没有一个诉讼是针对 BT 搜索引擎本身的:实际上,BT 的搜索引擎功能与所
有搜索引擎是一样的( 包括 Google 也同样在搜索结果中显示侵权的 BT 文档) 。 相反,既有案件是采
用其他的标准来分析 BT 网站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网站涉及侵权行为的程度,是否从侵
权行为的过程中获利,或者是否履行了删除通知的要求。 例如,2009 年瑞典对著名网站“ 盗版湾”
( Pirate Bay) 的有罪判决就是以上述这些因素的综合分析为依据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类似案件都是被告败诉。 在 2010 年初,版权人在英国提起了针对 P2P 网站

OiNK 的诉讼,但由于英国没有明确的帮助侵权规则,因此法院判决原告败诉。 确立帮助侵权的标准
在 Bitfarm 和 Newshost 等类似案件也同样具有挑战性,而且南非法官对侵权所采取的宽松政策也非
常有可能拒绝原告的诉求。 RiSA 在成功关闭这两个网站之后,并没有进一步对这两个网站的经营
者提起诉讼。 2009 年 7 月与拜斯的访谈中,他进一步强调其所代理的两个网站是非营利的,而且适
用现行的避风港规则:这些案件就像“ 惩罚图书馆里的复印机,因为可以被用于复印书籍就要被加以

惩处” ———在南非举这个例子非常能引起共鸣。 RiSA 还声称这两个网站是盗版集团控制的,对此,
拜斯的回应是:“ 他们就像小孩子,说话都是凭想象” 。

2009 年 7 月,RiSA 向很多 ISP 发出断开两个国外网站 www. gomusic. ru 和 www. soundlike. com

的请求,原因就是这两个网站销售的 MP3 音乐价格远低于本地网上销售商的价格。① 在这个案件
中,ISPA 拒绝了 RiSA 的请求,并告知 RiSA 其通知已经超出了 ECTA 的范围。 如 ISPA 总经理安特·
布鲁斯( Ant Brooks) 所说:

法律并没有关于封锁网站的规定,特别是对于位于国外的网站。 ISP 不是警察,不能因为貌

似某个网站存在侵权内容就马上断开该网站的连接。 否则,这将导致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可以根
据任何原因阻止他人访问相关网站。 ( Vecchiato 2009)

像大多数的避风港规则一样,ECTA 规定,服务商的删除要求只适用在其提供的网络上传输的内

容或服务 ( MyBroadband 2009) 。 更大范围的阻断侵权网站的要求( 例如对设在国外的 gomusic. ru) ,
则必须通过刑事调查的程序,并且获得法院的指令。

尽管存在争论,IIPA、RiSA 和其他权利人团体之间仍在继续讨论如何进一步遏制网络盗版。 Ri-

SA 已经开始使用内容过滤技术来跟踪内容下载;同时也有报告指出,ISP 对于被指控为侵权的用户
准备采取中止服务和列入黑名单等制裁措施( MyBroadband 2009) 。 这些措施实际上是产业界努力
的结果,使得 ISP 在保护权利人的利益方面承担更为重要的角色。 但是这些做法的相应法律依据尚
不明晰,而且可能受到南非宪法关于隐私权保护的挑战。

对待盗版的态度
在反盗版过程中,立法和执法努力常常伴随着 “ 从头脑到心灵” 的大型媒体媒体宣传活动。 南

非的报纸读者和电视观众经常看到大量产业界制造的关于盗版对本地艺术家和制作人的负面影响
的报道。 2005—2008 年间,主要报纸和广播电视媒体报道了 846 个媒体盗版事件———这个数字对于
①

这两个网站销售的每首歌的价格分别为 1. 2 兰特(0. 15 美元) 和 0. 72 兰特(0. 09 美元) 。 这个价格远低于南非本地获得授

权经营者的在线销售价格:诺基亚音乐店( Nokia Music Store) 每首歌是 10 兰特(1. 3 美元) 和 100 兰特( 一个专辑) ;RhythmMusicOn-

line,本地音乐每首歌 7 兰特( iTunes 音乐店没有向南非开放) 。 这两个网站是俄罗斯非常流行的网站 AllofMP3 音乐商店变化而来
的。 他们利用了俄罗斯法律的漏洞,即只要支付适当的法定许可使用费,就可以为了传播的目的而下载音乐。 最近俄罗斯版权法已
经取消了这个规定,所以针对这种服务的执法就存在前后不协调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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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3 个主流媒体市场的国家来说是相当可观( 见表 3. 1) 的。
表 3. 1

广播
印刷
总数

2005
113
7

120

2005—008 的媒体盗版报道
2006

2007

2008

34

190

146

215
249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南非监测》 ( Monitoring South Africa) 数据整理所得

108
298

33

179

盗版事件
搜查和封缴、发布新的产业研究报告、本地艺术家和名人的反盗版活动等等,这些是媒体报道盗
版事件的主要内容。 这些内容的报道经常出现于不同时间、地点和场合,而报道的口径基本一致,即
艺术家和本地企业如何受到盗版的损害。 这些报道将盗版比喻为一种身体伤害行为———盗版杀害
或者使得艺术家窒息而死,盗版行为就像吸血鬼和寄生虫———这几乎成了媒体报道的标准模板
( Naidu 2007) 。

SAFACT、RiSA、BSA 和其他产业协会成功地取得了媒体的关注,并成功引导了媒体关于盗版的

基本叙述。 然而,像所考察的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发现媒体的报道和消费者对待盗版的实际态度有
严重脱节。 在很多情况下,消费者的态度非常多样,而且对盗版广泛容忍。 消费者对待盗版的不同
态度在有关南非知识产权政策和执法的各种在线论坛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例如,在 MyBroadband.

Co. za 网站上,就经常可以看到消费者对盗版的不同视角、道德上的模糊性和产业界对待盗版的阐述
等等。 在我们的访谈和有限的调研中也发现,盗版在南非已经成为常态,并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 ( Van Belle, Macdonald, and Wilson 2007) 。 正如一个被访谈的人所说的:“ 你走进索韦托的任何
一户家庭,都可以发现一大摞的盗版 CD 和 DVD。” ①

直到现在仍然很少有实证数据能够证明南非公众对待盗版的态度。 最近的研究就是 DTI 在

2006 年资助的有关假冒和盗版的消费者调查( Martins and van Wyk) 。 该研究发现,个人复制行为是
非常普遍的:58. 1% 的受访者表明他们为了自己的需要曾经复制了 CD、DVD 和计算机软件以及其他
材料;53. 5% 曾经帮助朋友进行类似的复制行为;40. 1% 说他们知道有人以销售为目的复制光盘。②

在一些非正规经济占主导的社区的调查结果更是让我们感到惊讶。 我们调研了汉诺威公园这

个贫民住宅区的光盘盗版情况( 本章后面将作详细论述) ,发现那里的居民经常不能区分正版和盗版
产品。 盗版电影基本就是电影的代名词,有时还被称为 kwaai( 好) 电影。 对大多数居民而言,正版产
品是如此遥不可及( 在地理上和经济上都很遥远) ,对他们简直没有任何意义。

反盗版的媒体宣传运动也没有深入到上述地区。 汉诺威公园的一些调查对象甚至不知道盗版

的概念,使得我们的调研人员不得不向他们解释这个词汇的含义。 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贫穷的南非
人民和主宰全球媒体贸易的美国公司之间严重的不平等是盗版存在的正当理由:
道德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那些美国佬并不会因为我的一张盗版盘而感觉损失

了 80 兰特(10 美元) 。 他们能够承担得起。 他们都住在花园豪宅,而我只不过是住在汉诺威公
①
②

与电影摄制人彼得·恩德贝莱( Peter Ndebele) 的访谈,2009。

这个调研的样本比较少,604 个受访者主要分布在大都市地区和四个主要的大城市:夸祖鲁—纳塔尔省( KwaZulu-Natal) ,西

开普省( the Western Cape) ,豪登省( Gauteng) ,和东开普省( Eastern Cape) 。 所采用的调研方式是随机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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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的一个小单元房。 因此,他们是否认为我是盗版对我来说无所谓,因为我的情况与他们不同。
购买盗版 DVD 在经济上是非常划算的。 我并不认为盗版是犯罪。

有些人则认为,生活在全球电影文化边缘的强烈反差是盗版存在的主要理由———虽然喜欢电影

并且也感觉到电影的社会影响,但是却不能合法地获得这些电影:

我知道盗版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我还是没办法拒绝它……我只能说的是,“ 我也是一名观
众,我也要看那些电影。”
还有一些人提出了更为实际的合理性解释,盗版电影可以使孩子们远离街头的黑帮文化。
整体而言,我们在汉诺威公园地区的调研揭示了盗版在娱乐之余所承载的一系列社会功能( 在

某种程度上,甚至驱动这些功能的出现) 。 与那些享有更多屏幕、电脑和居住空间的高收入家庭不
同,贫穷社区的盗版消费并不是满足个人观影需求,而主要是集体行为,通常是几家人或朋友们一起
组织观看。 盗版光盘主要也不是为了个人收藏,而是经常在一定的社会网络中流通。 在这种环境
下,盗版产品的获得满足了人们观看和共享的需要,加强了家庭和邻里之间的人际关系。 而且,对于
主要是通过广播电视来获得音像媒体的地区而言,盗版光盘最接近于那些高收入人群早已喜闻乐见
的点播媒体文化。 在这种情况下,盗版光盘比去影院买票看电影更灵活、低风险、便宜,而且更人性
化。 正如一个居民所说的:“ 有人甚至带着电影上门服务。”
音乐制作领域的软件盗版
由于音乐家在整个反盗版运动正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决定调查一下他们对待盗版
的态度。 我们所选择的不是他们对待音乐盗版的态度,而是对使用常用的音乐录制和复制软件的态
度。 越来越多的音乐家和音乐制作人从自我录制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 他们通常是自己在家里录
制专辑,因此非常依赖声音编辑和合成软件。 对于需要大量采样和变音的音乐类型,例如当代流行
乐和嘻哈( Hip-hop) ,这些软件工具就是整个制作过程的基本,而不仅仅是用于后期制作。 但是,这
些最常用的软件包一般价格很高,而且不容易买到,导致盗版非常活跃。 我们采访的一位独立音乐
制作公司的 CEO 告诉我们,南非的嘻哈音乐就是建立在家庭制作和盗版软件的基础上的。

在嘻哈歌手和制作人中间,被广泛应用的软件工具箱包括 Fruity Loops Studio、 Reason、 Sony’s

ACID Pro 以及 Apple’s Logic Studio。 所有这些软件没有一个是在南非开发或生产的,但是可以在官
方网站免费下载一个功能受限的演示版,完整版的网上售价则从 200 到 499 美元不等。 由于音乐制
作群体相对较小而且彼此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之间经常分享制作技巧和经验,于是在软件的选择
上具有很强的人际网效应。 音乐制作人都倾向于使用圈子里已经“ 审核” 过的软件,而制作人和音乐
人之间的彼此切磋又进一步强化对某些软件的偏好。 我们的访谈发现, 开源替代性软件( 如 Audaci-

ty) 竟没有被提及。

我们可以预见,歌手和制作人比汉诺威公园的居民更加关注盗版问题,而且对待盗版的意见分

歧也更大。 因为音乐人们的商业利益主要来自于唱片合同和 CD 销量。 同样可以预见,那些处于产
业边缘的歌手和制作人( 为便于调查,这里的“ 边缘” 指的以音乐制作为职业但却不足以谋生的人)
严重依赖盗版软件作为创作的基本工具。

28 个音乐家和制作人回复了我们的调查问卷( 通过 email 和 Facebook 发放) 。 在 28 个受访对象

中,有 19 人认为自己已经是“ 成名艺人” ———这一用语反映了他们对自己专业的认可和在圈中的名
气。 有一些已经在专业录音棚录制。 所有的这些受访人员都曾进行过非正式的音乐录制和合成,主
要是在家里通过电脑来实现。 没有一个受访人员和主要音乐公司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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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访人数太少,我们不想强调这个调研统计的结果。 尽管如此,这个结果还是令人吃惊的:

在 28 个艺术家中,有 20 个表示他们至少使用过一些盗版软件。 一半的人(14 人) 表示他们曾“ 从朋
友或者其他相关人士获得过免费的破解拷贝” ,接近一半(13 人) 从网络上下载过盗版软件。 将近一
半(13 人) 表示他们至少购买过一些合法软件。 当问到为什么使用未经许可的软件时,有 14 个人表
示正版软件价格太高,6 个人表示他们所需要的软件在当地零售店买不到。

只有两个受访者直接了当地说他们反对盗版软件。 其他人中,有的将盗版描述为不得已之举

(12 人) ,有的则感觉模棱两可 (13 人) 。 跟我们在汉诺威公园和其他地区开展的消费者调查不同,
很少有音乐家对盗版有直接的肯定。 更常见的回答是 “ 有能力支付为原则” 。 根据这一原则,如果
通过软件录制音乐实现了获利,那么就有义务购买正版产品。 如一个音乐制作人所指出的:

这是非洲! 我们无法及时获得最新发行和最好的软件。 当这些软件开始在非洲销售的时
候,价格也是贵得离谱。 对于一个新人而言,购买这种软件就是浪费时间和金钱。 如果你是使
用软件来学习相关知识和技能,尽管该软件是非法的,我也认为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利
用这些软件来盈利,那么我就认为这是有问题的。 这时候就应该购买正版的!
整个音乐家群体对此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 有些人认为,应该尊重软件开发商,因为他们推动
了低成本音乐制作文化;但同时也有人考虑到,在非洲购买正版软件的成本特别高:
我想盗版是好是坏要看一个人是站在哪个角度来看待问题。 软件公司和程序员会感到破
解的盗版软件影响了他们的收入。 然而,囊中羞涩的艺人和音乐制作者则认为,盗版软件使他
们不需要支付巨额费用就可以做他们想要的创作。 就我个人而言,如果获得音乐创作软件的唯
一途径就是付费,我可能根本就不会从事这一行。

法律与执法
尽管版权产业长期抱怨,但南非到目前为止其实是一个执法非常成功的例子。 南非的盗版率是
非洲所有国家中最低的,而且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中盗版率最低的。 过去十年,南非政府和产业界
密切合作,大大加大了执法的公共投入,包括成立新的法院和警察部门,并且引进强有力的执法措
施。 IIPA 报告———美国产业关心和信赖的报告指标———自 2002 年以来不断降低南非的盗版情况指
标,从 2007 年开始甚至取消了南非的盗版报告。 IIPA 在 2007 年的最后一次报告对南非的盗版作了

例常的谴责:“ 南非的盗版对于合法权利人、合法发行人以及零售商来说是一个毁灭性打击。” 但是,
非常明显所有的版权产业都感受到了南非执法所取得的进步,而且还在进一步完善。 例如,SAFACT

的 CEO 詹姆斯·伦诺克斯对南非执法取得的成果给予了积极的肯定,甚至面对产业团体的要求还
站在南非政府角度为其进行辩护:

总体来说,产业界不应抱怨南非政府缺乏相应的行动,因为用法律手段打击盗版是产业界
的责任。 我们发现南非政府非常愿意从各方面提供协助,从逮捕到查封。 一些批评者似乎认为
政府应包办所有的事。①
对于产业界而言,南非是否履行执法承诺的主要指标是突击搜查、逮捕和判刑的数量———政府

在这些方面进行合作的指标可以直接观察到。 2008 年,SAFACT 参与了 853 次盗版调查和 973 次突
①

与 SAFACT 的 CEO 詹姆斯·伦诺克斯的访谈,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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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搜查,最终逮捕 617 人,并有 447 人被定罪。 其中,突击搜查执法的次数比 2007 年增加了 59% ,定
罪人数则增加了令人瞩目的 936% 。 判刑人数的增加主要一方面是因为 SAFACT 对所有的侵权案件
都提起了刑事诉讼;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和审理大部分知识产权案件的商业犯罪法庭的相关调查和控
诉人员的关系日益紧密。

南非政府和产业团体之间的合作关系比起 2000 年代初有巨大的改善。 当时,IIPA 和其他一些

产业团体经常抱怨南非 对 执 法 缺 乏 公 共 投 入。 这 种 变 化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也 要 归 功 于 南 非 政 府 在
TRIPS 协议下加大了执法的力度,并且吸纳私营合作伙伴参与执法过程。 1997 年的《 假冒货物法》

( Counterfeit Goods Act,CGA) 引入了 TRIPS 级别的边境保护措施,并且为执法建立了专门的行政架
构。 随着 CGA 的实施,一些政府机关开始承担新的或比原来更多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职能。 这
些机构包括艺术与文化部,特别是贸易与工业部( DTI) 。

DTI 对知识产权执法并不陌生。 在 1990 年代后期,南非根据 TRIPS 协议进行相关立法的过程

中,DTI 就扮演了主要协调者的角色。 同时,DTI 也是按照 CGA 进行反假冒努力的主要执行者和协
调者。 DTI 的任务包括推动南非商标和专利注册制度的现代化、加强边境执法、协调日益扩大的公
私合作执法———这里需要协调的机构包括国家和都市的警察机构、南非税务局、司法和宪法发展部
(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 过去 10 多年来,DTI 一直是南非知识产权执
法的主力军,同时也是产业界施加压力要求改变政策的主要渠道。
TRIPS 协议的实施和执法方面的立法
南非现行的著作权立法和执法的框架主要由三个法律构成:《 假冒货物法》 、《 版权法》 和《 电子

通讯交易法》 。 其中,《 假冒货物法》 基本上规定了所有的执法和司法程序。 因此,过去 10 年产业界
对加强执法的要求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着《 假冒货物法》 条款的应用和争议。

南非为了实施 TRIPS 协议,在 1997 年制定了《 假冒货物法》 ,并于 1998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该法将进口、出口、销售、发行和展览“ 假冒货物” 的行为都科以刑事责任。 “ 假冒货物” 这一术语通
常是指商标侵权产品,但是《 假冒货物法》 将其范围拓展到盗版光盘和其他版权侵权产品。 在实际运

作上,南非采用了双重执法制度:《 假冒货物法》 主要是针对侵犯商标权的产品( 也就是假冒产品) ;
《 版权法》 针对的是侵犯著作权但不涉及商标侵权的产品( 只是盗版但没有假冒正版产品) 。

和其他国家反假冒立法一样,《 假冒货物法》 主要针对的是假冒货物贸易中的商业中间商,而不

是消费者或终端用户。 持有假冒货物本身并不违法《 假冒货物法》 :构成刑事犯罪的标准必须是以销
售为目的。 该法同样明确规定,以个人或者家庭使用为目的持有假冒产品是不受法律禁止的。 权利
人团体对这一条款的解释一直持有很大争议,特别是 BSA 认为商业机构使用盗版软件不受刑事制裁
是不合适的。 IIPA 和 BSA 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要对“ 机构终端用户” 的盗版行为科以刑事责任。 其
理由是,尽管这些机构终端用户没有以销售为目的,但是他们商业性利用盗版软件应该被视为商业
规模的侵权行为。 直到目前为止,只有部分国家采取这一立场,而且大多都是由于和美国签订了双
边贸易协议。 南非迄今为止还是抵制这种严重扩大刑事责任的要求。
南非《 版权法》 的相关条款遵守了《 伯尔尼公约》 有关电影和录音制品保护的规定。 在版权保护

方面,大多数作品的保护期都是作者有生之年加死后 50 年,并且权利的取得不需要登记注册( 这与
商标和专利必须进行注册不同) ( Dean 1989) 。 根据南非《 版权法》 的规定,有 2 类侵权行为可能会面
临着民事诉讼:(1) 直接的,或者说是主要的侵权行为;(2) 间接的,或者说是次要侵权行为。 主要
的侵权行为是指未经许可复制、改编或者其他利用作品的行为( 如果这些行为超出了版权保护的例
外与限制,例如超出了“ 合理使用” 条款的规定) 。 次要侵权行为是指从事盗版复制品的商业贸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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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版权法》 规定了街头销售和所谓的灰色产品贸易的法律责任,以及违反海关法和授权协议的平
行贸易的法律责任。 同时,对此类案件规定了包括停止侵权、损害赔偿和支付版税等诸多的救济
措施。①

《 版权法》 还规定,如果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侵权人可能需要承担刑事责任:(1) 销售者知道该复

制品本身是侵权的复制品;(2) 必须是为了销售或者其他商业目的。 这一标准比民事诉讼的要求要
高,在适用上经常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证明是否具有销售或者其他商业目的。 而要证明侵权人的犯罪
目的对南非知识产权执法而言,是个非常复杂的事。 因为许多商贩为了应对警方压力,雇佣了未成
年人或者不懂当地语言的外地人来从事店面销售行为,这导致相关的刑事责任条款很难适用。 如果
相关案件符合刑事处罚的要求,那么惩罚措施是相当严厉的:对于初犯,每次侵权行为可能会带来最
高 3 年的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 5000 兰特(625 美元) 的罚金。 如果是累犯,则可能会面临最高 5

年的有期徒刑,而且并处 10000 兰特(1250 美元) 的罚金。② 实际上,很少侵权行为是孤立出现的,在
诸多案件中,侵害数量经常是成百上千的。

《 假冒货物法》 和《 版权法》 有关反盗版的规定
版权产业游说团体以《 假冒货物法》 为依据,在版权公共执法中发挥的作用日渐突出。 版权产业
的代表通常主导着版权执法的每一个阶段,包括从最开始的调查、搜查到最后以原告的身份出庭
诉讼。

许多案件最初都是因产业代表向 DTI 投诉版权或者商标侵权而启动的。 DTI 为回应产业代表

的投诉,通常会根据《 假冒货物法》 的规定组织突击搜查。 这些搜查行动通常至少要涉及国家警察、
SARS、DTI 和投诉人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如果搜查的结果是查封了涉嫌侵犯商标权的货物,那么公
诉机关就可以根据《 假冒货物法》 的规定提起刑事控诉。 如果仅仅涉及版权侵权,该案则要么根据
《 假冒货物法》 ,要么根据《 版权法》 起诉。

同时,《 版权法》 和相关的《 刑事程序法》 也可以作为组织开展搜查执法的依据。 但与《 假冒货物

法》 不同,私人团体不能在此类搜查中发挥任何作用,尽管他们仍然会参与。 在仅涉及版权侵权的案
件中,《 版权法》 为版权产业团体提供了两个非常有利的规定:(1) 它的落实机制为法院和警察提供
了较为完善也更熟悉的相关程序;(2) 投诉人不需要承担储藏查获的侵权证物的费用,而且如果被
成功提出反诉要求损害赔偿,投诉人也不需要因为警察的错误执法而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这点与
《 假冒货物法》 完全不同) 。 如果一次大规模的搜查执法查获了数十、数百甚至数千张盗版光盘,存
储的费用是相当高的。 这种费用的豁免使得 RiSA 特别喜欢选择《 版权法》 作为维权的依据。

DTI 和产业团体仍继续为版权执法寻求新的法律工具,扩大现有的法律解释。 在过去 10 年,

DTI 和公诉机关开始使用 1996 年的《 犯罪所得法》 ( 针对有组织犯罪的法律) 向市场所有者和上游发
行商等商业组织施加压力。 他们最为常见的做法是,要求廉价市场的所有者驱逐该市场上被控告为
非法销售的商贩,否则将被指控为从其市场上的犯罪活动中获利。 这种方式绕过了惩处盗版商贩的
相关执法麻烦( 和规定程序) 。 对市场所有者而言,尽管面对指控的威胁并不明显,但是考虑到连续
的警察搜查可能带来的麻烦,他们也倾向于向警察和产业团体妥协。

①
②

参见南非《 版权法》 第 24 条。

参见南非《 版权法》 第 2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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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阻碍
一旦提起民事诉讼或刑事控告,案件就会进入到已经超负荷运作的南非司法系统。 该系统长期
以来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包括高额的保释金和冗长的审前拘留时间。 对这些问题,南非政府本身也
有充分的认识( van Zyl 2009) 。 从产业界的角度看,这一系统给每一阶段的执法都造成了阻碍,导致
起诉节奏较慢、定罪的比例偏低,而且很多案件都被缓刑。

DTI 已经开始主动训练不同的职能部门,以此加快案件的审理程序,并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法

律所规定的司法和警察权力。 例如,他们曾经和约翰内斯堡的地铁警察合作,改变了针对街头商贩
的执法机制,结束了长期以来采用的仅仅没收无照销售产品的做法,转而采用更频繁的逮捕措施为
惯犯建立案底。 他们还帮助训练南非警察服务局 ( SAPS) 中的商业犯罪小组,提高调查和指控版权
侵权案件的能力。 他们推动检察官对销售商提起最高惩罚判决的控告请求,而不是认罪后交点罚金
了事的传统做法。 而且,他们还特别与南非的法官们合作,因为法官们对加大惩罚措施的抵制已经
成为政府和产业团体强化合作的主要障碍所在。
基本上所有的法院系统都对版权执法方案予以司法上的抵制,甚至包括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
的商业犯罪法庭。 产业团体关于最大限度适用法定赔偿的要求通常被置之不理,法院反而更倾向于
使用符合侵权人支付能力的低额罚金。 法官还经常在判决后对罚金或监禁的裁决予以缓刑,因为很
多法官并不把街头贩卖看作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在几个有影响的、涉及没收少量侵权物品的案件中,
法官并没有采用检察官的意见,判处的罚金数额远低于作出有罪判决的刑事案件所适用的赔偿数额。

产业团体和商业犯罪检察官一直对这种司法上的抵制行为表示出强烈的不满。 自 1990 年代以

来,IIPA 和其他组织一直认为法院的判决太轻,没有起到阻止侵权的作用( 这一点他们当然是正确
的) ,并据此认为南非没有遵循 TRIPS 协议的要求 ( 这个控诉也可以适用 于 WTO 的 任 何 一 个 国
家) ①。 WTO 在两年前美国起诉中国的案件中,就这一全球性问题做出首次裁决。 案件的关键问题
是中国是否提供了充分有效的执法条款,在这个问题上,WTO 支持了中国可根据国情确定具体标准
的主张,并非常有可能为其他类似案件提供先例( WTO 2009)

任何人只要看到南非刑事法庭日复一日审理案件的情况,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法院会抵制产权团

体的这类控诉请求。 根据警察的报告,南非每年平均有 19000 个凶杀案件———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
一( 见图 3. 1) 。 而且,其他暴力犯罪的案件数量也与此相当。 这些刑事案件导致南非的法院已经超
负荷运作,导致很多案件的审前拘留时间长达 1 年( van Zyl 2009) 。

就像我们在本报告中所多次提及的那样,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要在不同类型的犯罪间合理分配

稀缺的警察、司法和刑罚资源。 南非大量的暴力犯罪使得如何分配这些资源的问题相当突出,导致
法官不得不分流掉大量的轻微犯罪,包括大多数街头销售盗版产品的行为。
法官和检察官每天都要权衡上述这些问题,但是知识产权权利人并不需要,因此他们持续要求
司法机关将知识产权案件置于优先地位。 产业团体经常通过为法官和检察官提供知识产权培训项
目的方式间接施加影响。 这些培训经常由 DTI 组织运作,其主要目的是要使法官的态度接近产业界
的执法目标。 产业团体通常是这类项目的赞助商,一些与之关系密切的外国政府也经常提供资金和
技术支持,其中最主要的有美国联邦司法部、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 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也长期对这类项目提供技术支持。 尽管过去 10 年这类培训活动很多,但我们的研究发现,南
①

我们并没有发现本报告所考察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惩罚性措施能够有效起到阻止侵权的作用———包括美国。 关于这方面的

详细论述可参阅第一章。

98

图 3. 1

每十万居民中的凶杀案件,2007 / 2008

来源:UNODC(2009)

非的司法文化仍然没有受到产业界压力的影响。 在我们的访谈中,不管是检察官还是产业界代表,
都认为这些培训项目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 尽管我们没有客观方法测量培训产生的实际影响( 或者
影响是否存在) ,但是我们看到司法状况与以前一样:定罪比例仍然较低,惩罚措施也还是较弱。

但是,司法审判力度不强并不意味着没有相应的惩罚。 对可疑盗版行为的搜查、没收、逮捕、审

前拘留越来越普遍,成为南非事实上的惩罚措施。 产业团体对于所有案件都希望通过刑事途径解
决,因此销售商进一步面临法庭以外的上述惩罚措施的威胁。 这导致一旦案件上庭,法官在判决中
将更倾向于拒绝判处重刑。 即使有些案件判处了很高的罚金,版权人有时也难以收取该赔偿。 巴基
斯坦和中国移民在盗版光盘贩卖中的重要角色,就为收缴罚金带来挑战,因为这些被告经常可以通
过资产转移或者离开南非而逃避惩罚。
公共部门和私营主体合作的司法
IIPA 和其他产业团体经常提到的一个反盗版措施,就是建立独立的知识产权法庭以加速知识产

权侵权案件的审理。 在南非,随着商业犯罪法庭( 主要审理欺诈和其他对正常商业行为构成危害的
犯罪) 的成立,产业团体的诉求基本得到满足。 1999 年 11 月,南非第一个商业犯罪法庭正式在比勒
陀利亚成立。 该法庭的成立是南非警察服务部、国家检察机关、司法部和南非反犯罪商业组织( Busi-

ness Against Crime South Africa,“ BACSA” ,由南非商业组织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共同资助的一个非营
利组织) 共同合作的产物。 BACSA 所承担的角色非常重要:提供了启动资金以聘请检察官出庭参与
诉讼。 这种方式创设了准私有化的刑事司法先例,并导致这一司法模式得到推广。 比勒陀利亚商业
犯罪法庭的成功经验使约翰尼( 内) 斯堡在 2003 年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法庭。 其他两个类似的法庭
分别位于德班和开普敦。 同时,警察服务局下属还新成立了商业犯罪机构。 以上的这些都得到了
BACSA 的资金支持。

产业界经常资助这些公共机构为其员工开展培训和教育,这也是公私合作的一种方式。 BACSA

持续培训商业犯罪法庭的检察官。 RiSA 的反盗版部门资助和培训南非警察服务局、国家检察机关
和南非税务局的官员。 索尼 BMG 公司赞助海关及其执法官员在高中生中间开展反盗版论坛。 微软
南非公司则资助美国在南非发起的反盗版活动———“ STOP” ( 战略应对有组织盗版“ Strategy Targ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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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ed Piracy” ) 计划。 该计划与美国驻南非大使馆、美国新闻署合作,主要内容也是培训南非的
法官。 与本报告其他部分提到的一样,发展中国家执法的扩张主要是通过在法律执行、政策制定和
司法系统中模糊公私界限来实现的。 其中,司法机构的核心作用和相对独立于权利人影响的姿态,
凸显了公私合作中所必然导致的矛盾。

在南非,这种矛盾的典型恐怕要数马库斯·默克( Marcus Mocke) ———约翰内斯堡的一个小规模

盗版光盘分销商。 2004 年,约翰内斯堡打击商业罪案专责小组搜查了默克的住所,发现了 400 张盗
版 DVD 和 PS 游戏软件。 默克对其在跳蚤市场上销售和分销盗版产品的行为供认不讳。 2005 年 1
月,约翰内斯堡商业犯罪法庭对此案件作出了被认为是南非历史上最严厉的判决:要求当事人在 8

年监禁和 40 万兰特(6. 5 万美元) 罚金之间做出选择。 默克选择了罚金。 时任 SAFACT 主席的佛雷
德·博盖特( Fred Potgieter) 认为这个判决“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反盗版战争的一个历史性突破”
( Bizcommunity 2005) 。 但是,该案审判长后来考虑到默克的良好变现,暂缓了罚金的执行。

杜杜拉行动( Operation Dudula)
杜杜拉行动是由录音艺术家、反种族隔离

积极 人 士 和 诗 人 马 扎 克 · 马 布 里 ( Mzwakhe

像其他运动一样,杜杜拉运动是一个以媒

Mbuli,在 90 年代特别著名) 联合起来组织的一

体为中心的行动,其主要目的是威胁盗版商贩

“ 关心音乐家” ( Concerned Musicians) 组织开展

到了麻烦。 游行与街头商贩和当地零售商( 主

个反盗版运动。 这个运动主要是通过马布里的
运作。 2006 年,杜杜拉运动在约翰内斯堡、开普
敦、德班( Durban) 、伊丽莎白港( Port Elizabeth)

和波罗克瓦尼( Polokwane) 等地开展了一系列的

并羞辱南非消费者。 然而,这一运动很快就碰
要来自巴基斯坦和中国) 发生了暴力冲突。 运
动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导致了一系列关于盗
窃和人身伤害的反诉讼。 由此产生的负面舆论

游行。 马布里声称该游行是为了做产业团体和

导致游行最终结束。 音乐人参与搜捕行动的合

政府没有做到的事情:挽救艺术家由于盗版而

法性同样面临着挑战:没有一个艺术家对他们

遭受的“ 数以百万” 的损失。 在一个代表性的采

自己的作品享有权利,因此没有资格作为原告

访中,马布里声称:

协助警察执法。 最终,杜杜拉运动虽然带来大

该是这种犯罪行为停止的时候了……
这不仅仅是版权侵权,同样也是一种经济
盗窃行为。 我强烈呼吁所有骄傲的南非爱
国者们和我们站在一起,为我们产业的发
展而战。 做好准备, 前进, 追击犯 罪 分 子!
( Biggar 2006)

凭借着强大的民粹主义色彩, 该运动很快
吸引了大量本地艺术家的支持。 他们和马布里
一起参与了警察搜查“ 光盘烧录棚” 和跳蚤市场
的行动,开启了受侵权音乐人直接参与执法活
动的趋势。 而音乐人们的出现又常常伴随着一
些摄影镜头,捕捉那些对盗版罪行的激动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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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量的案子,但是这些案子无法提起控诉。

杜杜拉运动最开始得到唱片工业协会 RiSA

的支持。 从 RiSA 的角度看,这一运动提供了反
盗版议程得到本地支持的有力证据,同时还表
明盗版的主要受害者是艺术家而不是企业。 随
着游行所面临的批评和争议不断升级,RiSA 放
弃了对运动的支持。 2006 年 8 月,RiSA 和杜杜
拉运动之间合作的破裂走向公开化。 当时马布
里公开要求 RiSA 主席肯·李斯特( Ken Lister)

辞职。 杜杜拉成员和 RiSA、DTI 和 SAPS 之间在

搜查 执 法 方 面 的 广 泛 合 作 也 逐 步 走 到 尽 头。

2008 年,杜杜拉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南非的盗版是如何运作的
非法图书、磁带和其他媒体产品的复制和传播在南非有很长的历史,与人们通过政治和文化手
段抵抗种族隔离息息相关。 很显然,这些非法复制行为符合广泛的经济需要和创业需要,同时也是
一种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反抗行为。 对南非的经济制裁导致非正式经济成为南非人民获得各种产品
的主要渠道,从教科书到电子产品。 同时,灰色市场服务经济也快速发展起来,熟练工人开始直接向
消费者提供服务,绕过了白人经营的生意和国家税收。 广泛地盗取并转售工厂产品的行为,反映了
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种族隔离问题,混淆了犯罪与政治反抗之间的界限。 在这种环境下,购买盗版
产品就被正常化,并被融入南非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行为中。 盗版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不
需要任何理由。
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尽管盗版的政治含义已经基本消失,但是种族间的不平等和在媒体访问能
力上的差别仍然存在。 因而,盗版的正常化以及它在社会反抗中承担的道德角色也随之并存。 在本
节中,我们将分析盗版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形式以及复杂的社会地理因素。 我们的结论主要来源于
对约翰内斯堡地区三个销售盗版音乐和电影的跳蚤市场( 布鲁玛、努得 / 佩林和佛德斯堡广场三个地
区市场) 的实地调研,和对开普敦的一个镇区———汉诺威公园的盗版市场的调研。
盗版光盘
南非盗版媒体市场有以下两个特征使其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1) 高端用户的宽带服务发展

缓慢;(2) 低端的磁带市场仍然非常活跃。 中间市场则给盗版 CD 和 DVD 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与其他国家一样,南非 1970 年代引入盒式录音带,导致了工业规模的磁带盗版,以及第一次大

规模的以“ 混合磁带” 为基础的消费者复制文化。 南非一方面从英国进口磁带,另一方面也具备非常
强的自我生产能力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并出口到周围国家。 随着 1990 年代廉价 CD 播放器的出
现,磁带的市场份额迅速下降。 到 1996 年,南非磁带市场占据整个音乐市场的 42% ,而 CD 则占到

53% ( DACST 1998) 。①

但是,与其他贫穷国家一样,南非磁带市场份额的减少并不意味着消失。 相反,磁带转向低端市

场,主要满足低收入群体的需要,而且经常是农村消费者,他们仍然大量使用电池作为电源的卡带式
收录机。 与此相对应,市场上录制国际音乐的磁带逐渐减少,而录制地方方言音乐的磁带逐渐增
多———主要的地方音乐包括尚迦纳( Shangaan) 音乐、马斯坎迪和茨瓦纳人的传统歌曲、索托音乐,和
福音音乐。 这类磁带的正版复制品仍相对便宜,从 14 兰特(1. 75 美元) 到 25 兰特(3. 1 美元) 。 这个
价格在 15 年来都没发生过变化。 到 2003 年,南非的正规磁带市场缩减到 320 万美元,到 2008 年降
至不到 40 万美元(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2009) 。 这些数字并没有包括大量的非正规市场的磁带
销售。 主要面向工薪阶层的努得 / 佩林市场仍然还有磁带销售商。 在中心城市以外,磁带仍然是非
常重要的媒介。 它满足了多种媒体文化需求,从收听音乐到录制、分享当地表演和宗教布道。

根据版权产业团体的观点,2000 和 2001 年是南非盗版从磁带转向 CD 和 DVD 的分水岭。 IIPA

2001 年的报告认为,鉴于南非盗版 CD 和 DVD 的快速涌现,建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南非列为
“特别 301” 的观察国。 在我们看来,IIPA 对光盘盗版的这种不安一部分是基于产业界的猜测。 南非
在 90 年代末确实有大量的音乐 CD 在流通,主要是由于东欧和南亚等地的光盘生产大幅增加。 但
①

与美国相比,1996 年美国市场上盒式磁带音乐市场只占到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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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价格的 DVD 播放机意味着盗版电影的市场是很小的。 全球性电影盗版的真正快速发展要等
到廉价的中国产 DVD 播放机在 2003 年到 2004 年间大量投放市场才出现的。 到 2005 年,多格式的
DVD 播放机已经成为普通日常商品,价格低至 250 兰特(35 美元) 。 到 2008 年,南非 48% 的家庭拥
有 DVD 播放机。 到 2007 年,IIPA 已经不再报告南非的盗版问题了。
跳蚤市场和街头商贩
光盘盗版作为南非非正规经济的组成部分,同样也利用着其他非正规经济的基础架构。 传统
上,南非的盗版通常是与遍布大小城镇的廉价跳蚤市场联系在一起的。 跳蚤市场上的商贩通常从市
场所有者或管理者租来固定摊位,根据市场的营业日程每天( 或仅在周末) 销售商品。 相反,街头贩
卖则是一种较为分散和临时性的销售行为。 街头商贩每天都聚集在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销售他们
当天所带的产品。

约翰内斯堡的主要跳蚤市场则既零售也批发盗版产品———就批发而言,这些市场发挥着地区枢

纽中心的作用,供货给周边社区、乡镇和农村的商贩。 一些较为成熟的批发商还建立了高度组织化
的系统:买家只需要下个书面的订单,卖家就能够将订单的产品送到购买者手中,而且经常是送到城
市以外的地区。
一些购买者从相当远的地方来到这个主要的市场枢纽。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碰到了一个来自

500 公里以外的布隆方丹( Bloemfontein) 的顾客。 该顾客说,他到这里来为他的“ 私人客户” 购买最新

专辑。 这些购买者将位于城市中心的廉价市场和生产网络与偏远的乡镇和社区销售网络连结起来。
这些偏远地区通常难以获得宽带接入,而且市场上所销售的产品也有限。 在一些大一点的城市,虽
有宽带接入但仍不普及。 有些供应商于是提供订购服务,提供当月热门下载的歌曲。 其他一些供货
商则建立了简易生产设施,接受固定客户的订单并将光盘送到客户手中。

RiSA 和 SAFACT 经常在他们发布的新闻通讯中列出零售盗版产品的“ 热点地区” 名单,同时详

细描述警察监控、搜查的结果,通过这种方式向市场经营者施加压力。 在权利人和警察的压力下,约
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的很多榜上有名的“ 热点地区” 已经关闭。 但是,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我们访
问的市场里还是很容易找到正在销售的盗版音乐和电影产品。 南非与其他国家一样,强有力的街头
执法能够抑制那些更有组织的零售盗版行为,但是很少有证据证明这种执法对以临时销售为主的较
低层次的非正规经济有影响。 当盗版商贩的固定摊位被关闭或被逐出市场,他们就会转移到周边地
方,比如购物中心的停车场或者周围市镇。 盗版发行链会通过自身调整来降低风险。
长期以来,存储和包装从马来西亚、中国和巴基斯坦等国进口的盗版光盘,需要大型的本地中介

机构从事仓储和配送业务。 这种运作方式说明 CD 和 DVD 的盗版仍然很大程度上存在工业化组织,
其中包括国外工厂的集中生产和大规模的走私。 这种有组织的大规模盗版行为也是执法的主要目
标。 南非的警察和海关在整个 2000 年代早期对此类行为开展了大量的搜查、抓捕行动,并提起公
诉。 自 2006 年以来,大规模缴获的盗版 CD 和 DVD 的数量开始下降,虽然执法活动在增加。 根据
SARS 的报告,2006 年 7 月 有 165 次 大 规 模 缴 获,2009 年 8 月 和 2008 年 9 月 则 分 别 为 50 次 和

37 次。①

与本报告所考察的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并没有发现强化执法是数量减少的决定性因素。 相反,

这种减少说明以工业化生产和走私为基础的盗版模式正在被更小规模、更分散的本地生产商所取
代。 这些本地的盗版生产商更靠近他们的销售网络。 据 Bliksem 的 CEO 本·霍洛维茨所说,新一代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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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南非世界杯海关执法部门负责人肖恩·帕蒂西( Sean Padiachy) 访谈和邮件往来,2010 年。

的小规模盗版行为一般供应产品给“ 两到三个地区。 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盗版商基本就是这样的
规模。” ①

在这种情形下,生产和销售基本上是分离的———这样可以使生产商远离警察的执法范围。 如霍

洛维茨所注意到的,这就意味着“ 销售商不得不承担所有的风险。 销售商以大约 5 兰特(0. 65 美元)

的价格购进盗版 DVD,而供应商生产 DVD 的成本大约为 1. 5 兰特(0. 20 美元) ” 。 这样的运作模式
减轻了生产商的风险,同时也使得盗版生产紧跟消费者需求。 这对以本土剧目为主的盗版市场尤为
重要。 但是与其他地方一样,真正促使这种改变的因素其实是技术的发展:烧录和其他复制技术的
价格快速下降,于是不再需要大规模的工厂生产和高成本、高风险的跨境走私。 然而,这种家庭盗版
作坊也面临着被技术发展所淘汰的局面,因为非商业性网络发行和个人复制与存储技术的兴起,将
复制行为的主体转移到了消费者。
市场细分
盗版 CD 和 DVD 的经营者对盗版市场进行了不同类型的细分,这体现在南非跳蚤市场上的光盘

名目、质量和价格的各种差异。 佛得斯堡广场的产品主要是销售给不同年龄和收入的南印度后裔。
这里的商贩供应大量的宝莱坞电影和音乐,同时夹杂销售一些好莱坞电影和西方流行音乐。 这里的
产品通常质量较好,其价格根据包装情况和所含附加内容而浮动很大。 佛得斯堡的销售商( 主要来
自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南亚国家) 还提供根据需求现场编选录制 CD 的服务,即从不同的 CD 挑选出
音乐汇录到一张 CD。 他们的翻刻设备就在现场,但通常是放在后面房间不给公众看到。

与佛得斯堡以宝莱坞为主的市场不同,布鲁玛和努得 / 佩林的市场则在更大范围内满足了消费

者的细化需求,特别是本土音乐和电影。 布鲁玛主要是面向中场阶级和游客,努得 / 佩林主要是面向
黑人群体以及乘坐公交上下班的工薪阶层。 因此,布鲁玛市场到了周末就非常繁忙,而努得 / 佩林市
场则在每天的日常交易上很活跃。
布鲁玛
布鲁玛跳蚤市场位于约翰内斯堡中产阶级居住的郊区,是盗版 CD 和 DVD 销售“ 热门地点” 之

一,因为这里一直缺乏市场业主和警察的合作。② 一到周末,布鲁玛的顾客就涌到销售盗版 DVD 的
摊位去。 商贩们一般面向那些全球广告媒体影响下的中产阶级,比较喜欢销售美国文化产品,例如
《 绝望的主妇》 和《 犯罪现场调查》 等系列电视剧,以及正在热映的电影( 我们 2009 年 3 月访问时,市
场上正在热销《 贫民区的百万富翁》 ( Slumdog Millionaire) 、《 巫山历险记》 ( Race to Witch Mountain) 和
《马利与我》 ( Marley and Me) ) 和好莱坞老经典。 这里并没有艺术电影的 DVD,所销售的经典电影通
常只限于老的 007 影片( James Bond)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Clint Eastwood) 的电影以及其他各种动
作片———不过商贩们也经常可以满足消费者的特定需求。

看店面的通常是年轻人、移民或者两者兼有———雇佣这类员工可以减少责任并使店主免受逮捕

风险。 因此,很多销售人员对他们出售的电影所知甚少。 当我们问销售人员有没有经典电影《 卡萨
布兰卡》 的 DVD 时,他们一脸茫然。 当我们问到即将上映的电影《 怪兽大战外星人》 时,他们也一无
所知。
①
②

2009 年。

与本·霍洛维茨的访谈,2009 年。
布鲁玛是“ 拒绝对商铺承租人的违法行为采取措施的仅有几个市场” 之一,与 SAFACT 的 CEO 詹姆斯·论诺克斯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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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玛市场的销售商根据中产阶级的可支配收入来对产品进行定价,也愿意提供与高售价相匹

配的客户服务。 销售点通常都会配置电视机和 DVD 机以便于顾客现场检验产品质量,尽管销售商
一般也会主动告知顾客哪些货是“ 好的” 、哪些是“ 差的” 。 “ 高质量” 的光盘每张 40—50 兰特(5. 2—

6. 5 美元) ,而质量相对较差的光盘的只卖 20—25 兰特(2. 6—3. 2 美元) 。 我们只在一家商铺里看见
了大量音乐产品,并且在货柜和墙上的标签上被显著标明为正版。
努得 / 佩林
努得 / 佩林市场分布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一个出租车站周围———每天数以千计乘客在这里上

下车。① 这个市场销售各种商品,从二手衣服、鞋子、水果、蔬菜到 CD 和 DVD。 CD 和 DVD 商贩汇集
在出租车路线的周围,由两个主要区域组成。 当地人将这两个区域区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市场。 靠
近出租车路线前端的市场销售的是包装质量较好、价格较高的产品。 出租车路线后端的部分则销售
的是非常明显的手工拷贝产品,通常是用小塑料袋包装。 位于前面的市场所销售的高质量产品价格
通常是 20 兰特(2. 5 美元) ,而后面市场所销售的质量较差的产品则只有 10 兰特(1. 25 美元) 。 尽管
这个市场没有专门销售诺莱芜( 尼日利亚) 电影,但离该市场几米之外就是专门出售尼日利亚电影的
摊铺,这里提供“ 先看后买” 的正版 DVD,价格是 20 兰特。 商贩们也在这个地方流动,销售当前最流
行的本地电影,如《 白色的婚礼》 ( 我们调研时电影院正在热映的一部喜剧片) 和《 耶路撒冷》 (2008

年发行的正剧) 。 同时,也销售国际热映电影,如《 速度与激情 4》 (2009 年 4 月开始在南非发行) 。
在麦克逊去世那一周的调研中,我们发现这两个市场上有关麦克逊的 CD 和 DVD 销售非常活跃。

在出租车路线后面的低端市场上,商贩们将塑料套包装的 DVD 和 CD 堆积在黑色木箱里。 这里

主要销售的是南非电影和音乐———特别是福音音乐。 通常一堆 DVD 会包括过去 20 年的很多国产
流行电影:《 耶路撒冷》 ( Jerusalema) 、《 马德鲁普特》 ( Madloputu) 、《 奔向骄阳》 ( Sarafina) 、《 美丽对
调》 ( Swop) 、《 白色婚礼》 ( White Wedding) 、舒斯特喜剧《 骨头先生 1》 ( Mr. Bones 1) 和《 骨头先生 2》

( Mr. Bones 2) 、《 杰克妈妈》 ( Mama Jack) 等等。 同时,一些老的国产流行电视连续剧在 DVD 市场上
也经常有销售,比如 Kwa Khala Nyonini 和 Bophelo Ke Semphego 等。 该市场虽然也销售国际影片的

DVD,但主要是一些老动作片,例如《 速度与激情》 ( The Fast and The Furious) 和《 黄金三镖客》 (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 这里色情电影也随处可见。

努得 / 佩林地区靠近出租车路线前端的市场相对较小,主要销售对象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乘

客。 这里的 DVD 包装和正版的相差无几。 南非的福音音乐和电影也同样是主流产品,但是相对来
说,这里的产品内容更丰富,而且有很多当前的国际流行产品,例如,最近的《 变形金刚: 堕落者的复
仇》 ( Transformers: Revenge of The Fallen) ,以及碧昂丝 ( Beyoncé) 和坎耶 · 维斯特 ( Kanye West) 的
专辑。

在采访过程中,消费者经常指出他们对产品质量的担忧。 一位女士承认:“ 我知道我要对自己购
买的产品承担风险,因为这些光盘经常不能播放。” 高端市场的销售商比较注意质量问题,他们常常
会用 DVD 机和电视向顾客当场展示 DVD 质量。 不过,即使那些没有这种设备的低端商贩也很注重
回头客,于是很多商贩会在销售的光盘上打上个人标记,允许顾客在产品存在瑕疵的情况下退货。

①

努得 / 佩林市场通常非常繁忙。 当我们调查哪个时间段销售最好时,一个受访的销售商告诉我们,由于这个地方人流密集,

因此生意一直很好。 另一个销售商告诉我们,“ 好的” 一天他能赚到 3000 兰特(375 美元) 。 这两个销售商都说他们有自己的商铺,
这使得他们与其他非正规经济的销售商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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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民族主义
虽然国产内容在努得 / 佩林这样的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商贩们对于销售本地产品通常还是非

常谨慎的。 音乐家发动的杜杜拉运动和专门针对《 黑帮暴徒》 ( Tsotsi) 等主要南非电影的执法,已经
促使南非形成了一股文化民族主义的反盗版浪潮,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销售商的行为。 特别是杜
杜拉运动,将盗版本地音乐和电影的行为定性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 不爱国” 的。 我们发现,这个
民族主义因素在很多本地执法行动中都起到作用,特别是在保护一些有影响的本地文化产品方面。
例如,在努得 / 佩林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货架上有很多南非福音音乐,但是很多著名歌星的音乐,比
如“ 福音皇后” 丽贝卡·麦勒普( Rebecca Malope) ,却在市场上找不到。 麦勒普是反盗版贩卖的杜杜
拉运动游行的积极参与者。 同样,在布鲁玛市场上也很少有南非国产电影,甚至没有发现一张盗版
当地流行巨星莱昂·舒斯特的打闹剧电影的光盘。 市场上所能看到的经常是一些并不知名的南非
喜剧片,例如 Vaatjie Sien Sy Gat。
当我们问到南非电影时,很多布鲁玛的商贩都不愿意谈及更多的内容。 有几个销售商说他们有

《 黑帮暴徒》 (2005) 和《 耶路撒冷》 (2008) 的拷贝件,但是这两部影片明显已经“ 过时” 了,因此一般
不在库存里。 与货架上的那些打闹喜剧不同,这两部是非常“ 严肃” 的电影,因此经常作为南非民族
电影的代表。 当我们问到 2008 年的舒斯特喜剧片《 骨头先生 2》 时,一个推销员离开大约 20 分钟后
带着一张光盘和一个包装封面跑回来。 他秘密地把这些复制品交给我们,并且低声跟我们说:“ 你买
这个东西有可能被抓” 。 当我们问他买其他盗版产品是否也会被抓时,他只是笑笑而已。 他承认他
们经常遭受搜查,货物常常被没收,但是“ 我们只需要再重新把它们复制一遍就行了” 。 他似乎更担

心的是公开销售南非国产片———如舒斯特的电影。 销售这些盗版电影 DVD 可能面临严重的后果,
特别是如果顾客对盗版该电影感到愤怒并且投诉。 可惜我们的研究不能更为详细地探究这种民族
主义倾向。 比如,我们并不清楚打击盗版《 黑帮暴徒》 的执法行动和杜杜拉运动是否是导致销售商对
本国盗版产品感到不安的原因,或者仅仅是反映执法努力更偏向于保护本国产品。 对于销售商而
言,他们似乎更相信是后者。
贸易形式的变化
类似于布鲁玛和努得 / 佩林这样的市场,相对来说容易成为警察和权利人的执法目标。 这些市

场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容易被搜查,而且正式的租赁协议和产权机构使 DTI 和 SARS 可以通过市场
业主来开展执法。 随着对商贩的执法压力日渐增加,我们发现商贩们转而采用不易暴露的形式,包
括流动性更强的街头销售,以及雇佣未能年人或外来移民来从事违法兜售行为。 与此同时,跳蚤市
场所面临的执法压力还进一步强化了长期存在的社区销售行为,特别是在难以接触媒体产品、远离
大市场的贫穷地区。 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证实了最近 SAFACT、RiSA 和其他一些反盗版团体的调
查结果———这些结果同样认为盗版销售正在走向非正式化。

在诸多案件中,社区销售通常涉及家庭作坊式的 DVD 和 CD 的生产和销售。 尽管这种销售模式

的规模还很小,但却难以被管理。 所以,很多销售商从比较危险的市场和街头销售转向了社区销售。
强大的执法压力还促使销售商和他们的日常客户网络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提升了他们在客户网络
中的影响力。 当然,不可避免,这种安全的交易模式和影响力是以交易量为代价的,而且在有些情况
下,还要牺牲从游客或中产阶层获得额外溢价的可能。 这些因素使得社区销售与繁忙地带的固定商
铺销售相比,虽然风险较低,但仍然属于边缘化模式。

105

汉诺威公园
汉诺威公园地处开普平原,位于开普敦的郊区。 它是众多的城郊贫民区之一。 在种族隔离时

代,这个地区的南非黑人被隔离,因此汉诺威也通常被称之为“ 种族隔离的垃圾场” 。 今天,它被称之
为“ 有色” 的工人阶级小镇,它的东部是一个大型工业区,西部毗邻中产阶级有色人种社区兰斯道恩
( Lansdowne) 。①
社区销售
汉诺威公园地区的盗版文化形式多样。 这里要到跳蚤市场上购买产品并不困难,但是多数人还

是喜欢通过社区里的商贩购买盗版电影———一张盗版的 DVD 的价格从 5 兰特(0. 65 美元) 到 10 兰
特(1. 3 美元) 不等。 现在,越来越多的商贩拥有他们自己的电脑和烧录机,可以根据顾客的需求提
供个性化产品,通常是通过网络下载、对手头现有的流行电影和音乐进行复制,或者从更大的供货网
络获得产品等。 如果没有复制光盘的工具,社区商贩就主要从事零售工作。 从大型的市区市场中更
有规模的销售商或发行商那里批量进货,或者以订单的方式订购货物,然后进行零售。 他们的零售
方式非常多样,包括租赁和将产品返售给销售商等。
在大多数情况下,家庭或社区关系网中只有少数主要人员能与销售商直接联系。 社区中的大部
分人都是通过一个家庭成员或亲近朋友获得盗版产品。 这种非正式的销售网络的运作高度依赖于
个人信誉。② 商贩们会根据他们自己对流行趋势的判断库存相关的产品。 购买者( 经常是家庭中的
男主人) 则到商贩这边为自己或其他家庭成员选择他们所喜欢的产品。
我们在对一些在家里经营的商贩进行的调研中发现,他们通常把最新的电影都放在一个光盘包
里供顾客浏览挑选。 而且有的时候,销售商还会让顾客预览电影。 他们也经常会根据与顾客之间长
期的业务关系提出个性化的购买建议。 与跳蚤市场里的摊铺不同,社区商贩的优良劣汰不是根据他

们对付突击搜查的应变能力,而是根据他们的专业知识———到底是真才实学还是假装专家。 因此,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商贩们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似乎看过所有他们销售的电影,并且能够给顾客介绍
影片的故事梗概和相关评论。 通过这种方式,销售商主导着当地的电影消费文化,影响社区里传播
的电影内容,并因此获得一定程度的社会地位。
尽管低端市场的商贩们所销售的产品通常质量不高,但是我们在汉诺威发现被调研对象对这个
问题看法不一。 一般来说,低价格代表低质量的趋势还是很明显的,因此消费者购买低价产品就是
下一个赌注。 但是,汉诺威公园的大部分居民认为他们所购买的产品大多质量较高。 这里的光盘基
本都能正常播放,而且很少出现劣质盗版产品所常有的问题,比如其他语言显示字幕或者画面上有
样片标记。 尽管我们并不认为这些观点是绝对的,但是它与我们在本报告所考察的盗版市场的整体
情况是一致的,即随着复制生产设备成本的降低和高质量网络传播的提高,盗版产品的质量也会相应
提高。 另一方,汉诺威公园许多家庭的音像播放设备的老化可能也降低了他们对产品质量的预期。
①

“ 有色” 这个术语是种族隔离时代的一个术语,是指来自混合血统的人群。 今天如果继续广泛使用该术语,是会面临一些争

议的。 在南非 4700 万人口中,有 9% 是有色人种。 其中,他们大多数聚居在西开普地区( 主要是开普敦镇) 。 汉诺威公园是一个有色

人种聚集的地方,居民大概有 30000 人。 其中,年龄在 15—34 岁的人群有 11000 人。 所有人口中,只有 1700 人拿到高中毕业证书。
这里大多数人( 接近 80% ) 是说本地的南非荷兰语。 失业率达到 50% 以上( 南非 2010 的统计数据) 。 这个社区以高犯罪率而著称。
到 1970 年代,这里大概居住着 20 个黑帮,每个黑帮有拥有“ 自己” 的势力范围( Steinberg 2004) 。
②

这一点可以从我们想和当地销售商建立关系的努力中得到印证。 我们只有在当地人的帮助下,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多

次拜访他们,才最终和销售商建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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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
随着多种屏幕设备、 播放设备、耳机以及其他个人媒体消费设备的增加,在南非的中产阶级群
体中,看电影和听音乐日渐成为私人娱乐行为。 根据一项对南非学生的最新调研,他们经常是独自
观看盗版录像( 这里指的是美国电视剧《 实习医生格蕾》 ( McQueen 2008) ) 。 汉诺威公园地区则正好
相反,我们所采访的 30 个人都是和家人或朋友一起看录像。

我们采访发现,这里的集体观看方式并不被看作是必须的,而是加强社会交往的一个基本手段。

如一位受访者所说:
我经常做的就是邀请我母亲下楼喝一杯咖啡,然后扶她上床( 她是一个老太太) ,对她说

“ 我知道你喜欢宝莱坞电影” ,然后我就放给她看。 我有 7 个小孩,我们聚到一起看录像,看完之
后一起聊聊剧情。

同时,受访者均表示他们没有兴趣收藏或持有盗版光盘。 一些人表示他们曾把看过的光盘卖给
他人,卖来钱再买新的盗版电影。 但是大部分人是把光盘送给他们的亲朋好友。
消费者通常表示,因为盗版光盘非常便宜,所以看完之后可以免费送人。 因此,对于很多人而
言,通常拿到手的光盘已经是二手或三手的产品了。 这部分消费者很少关注热映新片,他们更关心
的是社区里的推荐和口碑。
人们看什么电影
在观影习惯上,早已喜闻乐见的美国文化和新出现的印度全球媒体文化共同影响了人们的品
味。 当我们问汉诺威公园的受访者是否看“ 外国” 电影时,大部分人都说喜欢看宝莱坞电影。 当深入
交谈时,我们发现实际上他们通常更喜欢好莱坞电影,尤其是反映黑人文化和黑帮生活的电影。
我们的采访发现,人们偏爱的电影类型基本上是老套路:年轻女士通常喜欢浪漫喜剧和青少年

电影( 例如《 歌舞青春》 ,High School Musical) ;年轻的男孩子爱看动作片;而年纪更大一点的受访男
士,除了动作片外还喜欢看剧情片。 我们在汉诺威公园的主要线人之一,名为赖弗克( Rafiek) 的盗
版商贩告诉我们,“ 黑人黑帮片” 是他卖的最好的。 我们对其他人的采访也证实这一点, 这主要是由
于强大的本土嘻哈文化和对美国黑人文化的整体兴趣。① 大量的受访者还告诉我们,他们经常通过
盗版 DVD 观看单口相声,通常是美国黑人的表演,例如戴维·夏佩尔( Dave Chapelle) 和克里斯·洛
克( Chris Rock) 。 但是,有一些人对通过盗版 DVD 看本地电影,如乔·巴博( Joe Barber) 和马克·罗
特灵( Marc Lottering) 的喜剧片,存在着矛盾心态。

当问到他们喜欢看哪些南非本地的电影电视时,他们给出的答案相当少。 在电影中,只有《 黑帮

暴徒》 和《 耶路撒冷》 被提及。 有几个受访者把电视剧 《 星空奇兵》 ( Generations) 和 《 第七街》 (7de
Laan ) 列为他们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商贩们( 尽管不是消费者) 告诉我们,一些讽刺南非白人的当地
打闹喜剧( 例如 Vaatjie Sien Sy Gat 和 Poena is Koning) 是非常流行的。 我们的实地调研还发现色情
电影和福音音乐录像也卖的很好,但是采访中却没有得到相关证据。
南非市场上的媒体产品是如此稀缺,以至于这些种类单调的盗版产品也实际上丰富了人们的媒

体生活。 很少南非人生活在一个长尾效应的媒体环境中———这通常是高收入和高宽带的国家才能
①

1980 年代,早期街头音乐文化作为一种反抗种族隔离的形式,开始出现在开普平原。 特别是在开普敦,这种文化非常流行,

成为一种表达对种族被边缘化不满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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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的。① 尽管执法压力是迫使商贩们限制库存种类和数量的一个因素,但是实际上即使没有执法
压力,市场上所提供的盗版产品种类也是出乎意料的少。 我们在努得 / 佩林的调研中发现,几十个摊
位基本上都是清一色销售相同的 43 部电影和音乐专辑。 在汉诺威公园,赖弗克非常随便就以每部
电影 1 兰特的价格(0. 13 美元) 将装有 120 部欧洲电影的光盘套装卖给我们的研究人员,因为这些

电影在别的地方卖不掉。 这些光盘质量都非常好,都是直接从样片或原始发行的 DVD 直接拷贝的。
但是,这些影片却没有本地观众。 因此,就电影而言,南非盗版网络的主要功能就是使那些受广告驱
动的大众文化产品更加普及。
这方面的表现之一就是,即使在汉诺威这样很少有人去电影院的社区,盗版商贩的卖点也几乎
总是提供新片的速度。 汉诺威公园的大部分受访者表示,最新影片一般是他们采购的目标。 这里的
“ 最新” ,要么指的是最新上映的电影,要么是指( 在某种情况下) 由于扩窗策略而在南非迟延发行的
备受期待的电影。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能否与更富裕的消费者在大致相同的时间观看新片也许并不
重要。 但是我们的研究标明,这是他们日渐融入到全球化媒体文化的一个有力体验。 对于南非这样
的国家来说,这种融入全球媒体文化的体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地方的人们在日常生活
的很多层面都体会着有形或无形的各种边缘化———包括地理、经济和种族等方面。 就这点而言,盗
版是缩短边缘化差距的一个手段。 换句话说,当极其成功的市场宣传遇到极其失败的本地观众体
验,盗版便随之而来。

结论
当我们问及 IIPA 和 USTR 是否影响到 DTI 的决策时,DTI 副主任阿曼达·罗特灵根( Amanda

Lotheringen) 毫不含糊地回答没有。 我们当然没有理由怀疑这个答案,因为过去 5 年来美国集团对南
非的兴趣越来越小。 但同样很明显的是,对待 DTI 这样的组织,美国根本不需要施加什么压力。 像
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机构一样,DTI 承担着主导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职能。 DTI 所采

取的态度( 或者更为准确地讲,是潜在假设) 反映了主导南非版权产业经济的外国产业集团的利益,
并且事实上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来保护这些利益。 随着 2010 年世界杯的到来,南非似乎将启动新
一轮的执法维权行动,包括增加警力方面的公共投入以及大幅度修订知识产权规则———这些活动都
是由 DTI 主导。②

南非的打击盗版活动实际上还得益于更大范围的公共安全措施。 最显著的就是为了世界杯所

开展的执法活动。 近年来,警察经费预算投入逐渐增加,预计 2009—2012 年间南非全国警察经费投
入还将进一步增加 1 / 3( Parliamentary Monitoring Group 2009) 。 DTI 和 SARS 除了承认他们的执法经
费也同样增加外,并没有披露他们的具体预算。

与其他国家一样,南非执法行动的加强面临着一系列的内部制约。 这些制约来自不同性质的部
门以及政府不同层面的相关机构,其中有一些机构和部门反对美国产业团体所主导的执法最大化策
略。 与其他地方一样,南非也面临着一系列更紧迫的社会问题。 这些问题有着自身的诉求、背后的
利益团体,和相应的机关资源。 在警力资源缺乏和法院负担过重的情况下,版权执法就是一种零和
游戏,即不可避免要占用解决其他问题的资源。 在执法领域,版权执法经常要与解决高谋杀率的公
①

南非分散的媒体产品基本( 通常) 限于四个“ 免费” 的空中广播频道播出,这些频道几乎覆盖南非全境。 SAARF 的数据显

②

对 DTI 副主任阿曼达·罗特灵根采访,2009 年。

示,处于第二位的南非公众接触媒体产品的渠道是付费电视,大约仅有 20% 的人口可以观看付费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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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安全危机执法争夺资源。 而南非在获取知识和公共健康方面所面临的大量问题,对其知识产权政
策走向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警察和 DTI 与产业团体的合作,使得南非不像本报告中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印度和

巴西———一样面临着持续的外来执法压力。 这些国家在 WIPO 和 WTO 等国际论坛中经常被认为和
南非是属于同一地理政治类型的国家。 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研究无法就如何引导执法领域的公共
投入而回答以下基本问题:执法行动是否对南非消费者获取盗版产品产生任何影响? 如本报告其他
章节所论述的,我们发现执法可以打击盗版光盘零售渠道中较为薄弱的环节,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
这种打击行为会对消费者获得盗版产品带来任何严重的不利影响。 在我们看来,南非之所以存在大
量盗版主要是执法行动以外的因素所导致的:贫穷、廉价的技术、昂贵的宽带网络服务、全球化媒体
文化、合法产品的发行和放映渠道长期以来非常薄弱。 在未来几年,这些因素看起来似乎都不会朝
着减少盗版产品的方向改变。

但是不管怎样,根据南非的制度愿景,南非强化知识产权执法的政策预期———包括消费者主导

的打击盗版运动———是确实存在的。 DTI 和本地产业团体非常有可能推动南非参照现行国际知识
产权制度来强化执法,例如要求采用严格的 ISP 法律责任标准以及对网络文件传输进行监控。 而
且,他们还计划推动南非版权法的修订———最近刚刚达成的国际反假冒贸易协议非常有可能成为南
非版权法修改的动因。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看,核心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获取门槛较低的媒体市场。 其中
尤其重要的是,如何使南非走出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面临的价格高、市场小的这种供需状态。 产
业界通常认为强化执法将会促使更多的合法媒体产品出现,因此可以增加媒体产品的供给。 我们虽
然理解这个逻辑,却没有看见它在南非变成现实。 在我们看来,这个逻辑要变为现实,必须具备的一
个重要因素,就是国内媒体市场的激烈竞争。 一个国家如果有强大的国内媒体产业来争夺客户,那
么盗版就可以作为一个催化剂,促使新的低价正版商业模式的出现。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媒体市场
主要由外国的跨国企业所主导,市场上很少出现不同产品间价格和服务的竞争,那么盗版就成为补
充本地产品供给的主要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强化执法并不能解决媒体产品获取或市场发展所真正
面临的核心问题。
南非横跨着这些全球性问题。 在很多方面,南非是一个典型的跨国公司主导媒体市场的国家,
而且也是政府与跨国公司协作执法的一个典范。 但是,南非也存在一些本地的电影放映商通过大幅

降价的方式来发展本地市场( 这使得南非成为本报告中唯一一个电影票价不升反降的国家) 。 SterKinekor 和 Nu Metro 之间的价格竞争不仅大大扩充了南非的电影观众群,而且证明在好莱坞主导的
市场上仍然可以找到别样的市场策略,虽然受到严格的限制。 但是在其他诸多方面,南非的高价格
媒体市场结构仍然没有改变。 唯一暗示变化的可能是边缘产品( 如 Bliksem DVD) 的使用,以及新的
外来产品( 如廉价的尼日利亚和印度媒体产品) 的进入。 对于南非而言,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外围因素
能否繁荣起来,并促使市场降低价格、普及民众的媒体获取,进而创造一个大众化的正版市场。 我们
看来,另一种可能出现的局面无非是维持现状:随着工资收入的增加,合法产品市场会逐渐扩大;但
是技术成本的下降将使得盗版市场继续快速增长。 同时,知识产权执法的公共投入将进一步增加,
但对上述两种情况都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关于本章的研究
本章的主要研究完成于 2009 到 2010 年初。 很多研究人员为本章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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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感谢 Adam Haupt 和 Tanja Bosch,他们俩分别对边缘音乐制作人和汉诺威公园的居民开展个
案的调查。 Julian Jonker 撰写了本章研究所需要的有关南非法律架构背景的论文。 Nixon Kariithi 详
细分析了超过 800 份的有关盗版的报纸、广播和电视报道,撰写了相应的报告。 Joe Karaganis 参与了
本章的二次研究、撰写和编辑。 Natalie Brown 作为研究助理,全程参与了本部分的研究,贡献了他的
才能、精力和智慧。

我们还要感谢诸多人士,他们贡献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Ootz( 独立的嘻哈音乐制作人

和 DJ) 、Peter Ndebele( 一个来自索韦托的年轻独立黑人制片人,他自己资助自己的电影制作,并利用
自己的汽车进行销售) 、Sean Padiachy( SARS) 、Amanda Lotheringen( DTI 副主任) 、Mangaliso 警司( 约
翰内斯堡大都会警察局) 、Nkebe Khanyane 检察官( 国家检察院) 、Ben Horowitz( Bliksem DVDs) 、Dan

Jawitz ( 独立电影制片人) 、Braam Schoeman ( RiSA) 、James Lennox ( SAFACT) 、Aifheli Dzebu ( 国家电
影和录像基金会) 以及 Jacques Stoltz( 豪登省电影协会) 。 而且,我们还要感谢 Melody Emmet 在非常
短的时间内为我们安排了这些采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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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俄罗斯

作者:Oleg Pachenkov, Joe Karaganis

调研人员:Oleg Pachekov, Irina Olimpieva, Anatoly Kozyrev

“只有通过一部强有力的并配有严厉惩罚措施的版权法,再加上一个坚定不移地执行这样
一部法律的政府,才有可能解决俄罗斯的盗版问题。”
———杰克·瓦伦蒂, 美国电影协会主席①

引言
从 2000 年开始,俄罗斯在美国贸易办公室发布的特别 301 “ 主要观察名单” 上占据着一个不可

动摇的地位,这个排名意味着美国公司对在俄罗斯的软件、音乐和电影盗版问题上数十亿美元损失

的申诉。 以 2008 年为例,根据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数字,单就商业软件领域的损失就有 23 亿美元。
如果再加上在动画、音乐、娱乐软件领域的损失,损失总数可能超过 30 亿美元。 唯一一个盗版造成
的损失数字上超过俄罗斯的国家就是中国。 根据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同年公布的数据,中国在软件行
业造成的盗版损失高达 30 亿美元( IIPA2009) 。②

尽管这些数据惊人,近几年来关于俄罗斯盗版的定量报告却越来越少。 2005 年,美国电影协会

( MPAA) 放弃了俄罗斯的报告,娱乐软件联盟( ESA) 在 2006 年也停止了对俄罗斯的报告,唱片工业
协会( RIAA) 在 2008 年也退出了。 当商业软件联盟于 2010 年将其对“ 损失” 的认识调整为“ 未经许
可的软件的商业价值” 后,目前已经没有任何产业界关于俄罗斯盗版损失的报告。

与盗版造成的经济损失数据相反的是,俄罗斯传媒市场的盗版率在 1995—2009 年间是下降的。

尤其 2006 年以后,由于俄罗斯加强了知识产权执法,盗版率急速下降。 根据下文中提到的几个观
点,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这种盗版率下降趋势是否真实反映出俄罗斯盗版产品供应量上的变化。 在
最近几十年,俄罗斯在除了音乐以外的所有传媒产品的市场规模上都出现了极大的增长,从而造成
了盗版产品在总数上增加、但在盗版率上反而降低的表象。 这种现象已经从我们与俄罗斯消费者的
交流中得到了证实。 俄罗斯当局的执法部门也表示出了对这种现象的疑惑。 但是,俄罗斯盗版率下
降的报告还是影响了俄罗斯国内关于执法的政治讨论,并作为俄罗斯履行美国要求的证据影响了俄
美对话。
在美国版权利益的影响下,盗版现象成为近十年来美俄关系持续性紧张的一个因素,也经常成

为与核扩散等全球安全问题相提并论的外交热点。 俄罗斯政府应对这方面压力的态度也不断变化。
在 2005 年至 2007 年,随着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希望增加,俄罗斯对美方需求也作出
了积极配合的姿态。 在 2006 年 11 月,俄美间签署了一份关于贸易与知识产权执法的双边协议,开
①
②

参见 Arvedlund (2004) .

2009 年,在全球经济处于下坡路的情况下,俄罗斯在软件行业造成的损失下降到 18 亿 6 千万美元。 而在中国,这一数字保

持在 30 亿美元水平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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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本研究报告的其他研究成果一样,本文对俄罗斯传媒领域的盗版现象分析特别强调了盗版
市场与合法市场的关系。 如同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由于俄罗斯国内传媒领域被少数的跨国公司所
垄断,因此传媒产品的价格持续走高而产品的供应渠道又少得可怜。 并且,从过去十年的状况来看,
俄罗斯国内的传媒市场的增长是由于几个主要大城市收入的增加( 例如在电影行业,来自于电影票
价格的上涨) ,而不是各大跨国传媒公司的价格竞争( 俄罗斯的音乐市场是个例外,主要因为本土唱
片公司在市场占主体,并且与现场演唱会紧密关联,CD 唱片体现出了价格降低的情况) 。 我们的研
究反复发现,价格与服务最激烈的竞争发生在盗版市场,如光盘销售、互联网和那些钻版权法空子的
准合法企业。 如同其他中低收入国家一样,俄罗斯的盗版市场才是录制媒体行业的真正大众化市
场,以及一些小众市场的唯一货源,例如非好莱坞的外国电影。

在一些关键方面,俄罗斯又几乎是典型。 很多盗版市场的常见特点———比如选择性执法、自相

矛盾的打击盗版行为以及不充分的国内许可制度等———在俄罗斯的盗版市场上非常明显,甚至代表
了这些现象在本报告中的一些极端的情况。 例如,本章研究了许可经济如何成为那些资金雄厚的大
公司所独享的资源,以及这些大公司如何占有和利用现有的执法资源来加强自身的竞争优势。
本文还探讨了俄罗斯版权许可制度的“ 超现实主义” 的历史,而其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去研究的事
情。 其他国家的许可使用制度只是因为过于低效从而导致音乐和电影市场的持续高价和少的供给
渠道。 但在俄罗斯,传媒市场本身成为迅猛滋生的许可经济的产物,而其中假冒许可,尤其是许可权
威机构异常泛滥,导致版权许可丧失了区分合法和不合法产品的功效。 而将各种许可机构联合成一
个集团来运作,如同俄罗斯作者协会一样,产生的反而是过度活跃的执行机构以及过于宽广的,或者
说是任意性的权利扩张和诉讼。 这些没有带来法律体系的更加透明或增加作者版权收入的保障。
俄罗斯盗版市场的最显著特点莫过于有证据表明国家在保护盗版光盘制作产业。 一些限制性

的国家工业区( Restricted Access Regime Enterprise, RARE) 在盗版产业中所扮演的角色备受关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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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受到严格保护的区域如军事管制区和核工业区,往往成为了盗版生产的工业园。 在这些区域内的
工厂很多是俄罗斯市场的主要“ 合法” 光盘供应商,为盗版 DVD 市场提供了大量“ 超额生产” 出来的
高质量光盘。 尽管这些所谓的限制性区域( RARE) ———根据行业组织的信息———最近成为俄罗斯
政府成功整顿的目标,但是这些工厂的大型公共安全权力保护网仍然原封不动。

相反,我们却没有发现证据表明盗版网络与大型犯罪组织———或者号称控制着俄罗斯黑市的

“少数民族黑手党” ———之间有明显联系。 那些认为黑手党操纵盗版的观点在网上论坛间十分普遍,
在我们看来,如果说这些犯罪组织与俄罗斯的盗版市场完全无关也不太可能。 但是我们无法证明这
些犯罪组织与盗版现象之间有任何系统性的联系,即使有,也不是俄罗斯整个盗版业的主流。

在 2006—2007 年,俄罗斯执法部门作出了一系列打击盗版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行动,受到了国内

国际社会政府机构和工业团体的普遍赞扬。 但在一个为主要生产者提供了相对保护的大环境下,这
种制裁惩罚的措施会造成很扭曲的效果。 可以说这些措施的最成功之处就是有效地打击了处于中
间层的 CD 和 DVD 的生产者和销售者。 但这样的结果反而使得那些大型的、受保护的生产者的地位
更进一步地得到了稳固,使得其免受中小型生产者带来的低价冲击。 其中一个结果就是盗版光盘的

价格在俄罗斯是相对比较高的———一张高质量的 DVD 光盘往往需要 4 到 6 美金。 而在其他国家,
由于低价的烧制技术和原材料带来小型、低端生产的大量竞争,盗版 DVD 的零售价格往往只需要 1
到 2 美金,如果在一些非正规市场上批发的话,价格会更低。①

对于俄罗斯的上述行动和其结果也很好的证明了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方面各方势力的复杂

利益平衡。 尽管俄罗斯的上述处罚行动是在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和国际各方利益集团的框架内,但实
际是在美国施加的压力下做出的,这些可以从俄罗斯加入 WTO 的表现中可以看出。 而从国内方面
来看,先是得到了很多国内权利人的支持,但随着商业阶级对打击活动出现焦虑而受到阻挠。 这两
种观点并非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后者的影响力在国际舞台上却被极大地忽视了。 在过去的五年时间
内,我们看到了俄罗斯在知识产权政策和执行方面的自治,而这些都是在国内利益集团对成本和产
出方面的影响下做出的。
从俄罗斯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更多地考虑到是对传媒资源的获取。 因此对消费者来说,成本与
收益的分析结果是简单明了的,那就是支持盗版。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俄罗斯几乎是全民参与到盗
版行为中,唯一的区分只是购买和下载盗版作品的频率,以及对盗版行为实施的不同看法( 最不重要
的) 。 我们研究发现,盗版现象对俄罗斯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小的文化经济的渠道,相反的,它已经发

展成为了一种主要的经济方式,并和大范围内的合法实践、企业形式、消费者的行为交织到了一起。
下面部分的内容将从盗版的另一个侧面展开,去了解盗版在俄罗斯的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俄罗斯盗版行业的发展的简史
从 1991 年苏联解体开始,俄罗斯的盗版行业的组织结构经历了三个明显的阶段:

• 初始时期,从 1991 年到大约 1999 年,主要有三个特点:(1) 从其他国家,主要是前东欧国家,

大规模地走私光盘制品;(2) 不力的执法体系;(3) 社会大众的知识产权意识不强。 录音和录像磁
带成了第一代盗版制品,随后是 90 年代中期流行的 CD。 随着这些市场的发展,在 90 年代后期慢慢
形成了大量的中小型零售。 这段时期内知识产权的执法可以忽略不计:几乎没有任何的刑事和民事
指控,没有成功的指控,也没有任何的惩罚措施。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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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本书印度、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相关内容。

• 第二个时期,从 90 年代后期到 2006 年。 在这段时期内,因为制造成本的降低,私有经济的多

样化发展,进入门槛的降低以及制造、分销,和卖方的大量涌现,俄罗斯开始转变为以国内为主的生
产方式。 同时,在这段时间内,来自国际和国内的知识产权执法开始形成,并导致了知识产权法的多
次修改以及对知识产权执法体系的重构。 但是这些并没有给俄罗斯的街头盗版现象带来明显的
改变。

• 第三阶段的特点有:(1) 出现了工业集团与政府的更强的合作;(2) 导致了对地方零售商和

分销商的打击力度显著增强;(3) 互联网的发展成为了盗版光盘制品的一个竞争渠道。

在后苏联时代的头几年中,俄罗斯政府参考美国和欧洲的立法机构模式建立了自由的市场经

济。 西方式的知识产权制度就是俄罗斯第一轮法律体系重构中的一部分。 1993 年俄罗斯通过的版
权法就很接近地采用了伯尔尼公约和罗马公约中对保护作者权利,和对表演、音像以及广播等领域
的相邻权的保护标准。 这其中就包括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概念,就是将“ 可转让的” 版权与作者与其作
品不可分割的“ 道德权利” 区分开来对待。 这成为了俄罗斯法律体系中和大众对知识产权的理解中
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尽管有这些法律上的创新,未经许可的复制作为一种非法行为的观念在俄罗斯公众意识中却很
迟才被普遍接受。 在俄罗斯,未经许可地将磁带进行复制、共享及赠送是很普遍的行为,尤其是在官
方严禁苏维埃公民接触带有西方色彩的文化产品的年代。① 这种现象甚至延续到苏联的解体,因为
在俄罗斯长期缺乏一个合法的市场机制。 度过体制的过渡期后,当盗版的 CD 唱片和视频卡带如洪
水般涌入俄罗斯市场的时候,它们自然受到俄罗斯居民的青睐,不管合法还是非法,只要有供应。 这
也算得上是资本主义所承诺的消费盈余吧。

于是,第一个有组织的盗版集团出现,并着手满足这种消费需求。 在 90 年代早期,非法复制行

为达到了工业化的规模,那些原本由政府运营的光盘制造厂在失去了他们的主要买家后,开始为黑
市提供制造服务。 由于在苏联时期对光盘制造工厂有统一计划安排,这些光盘制造工厂都位于苏联
时期的经济互助委员会 (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COMECON) 中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国
家境内。 特别是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成为了俄罗斯( 甚至包括东欧和西欧) 市场的主要盗版光盘生产
方。 保加利亚生产的盗版光盘大量地通过卡车从俄罗斯的南部边境进入,为了避开海关检查,这些
光盘往往都被伪装成工业废料进行运输。 在这段时期内,盗版行业开始渗入到更广阔的区域网络和

更复杂的分销链条中,并进一步构建起从西方销售者获取原始正版 CD 和电影胶片开始的一整套业务。
在写本文时曾请教过几位专家,根据专家提供的意见,俄罗斯盗版行业所采用的母带并非是通过录像
机私自翻拍的,而是购买回摄影棚里的电影母带进行盗版。 因为在苏维埃政权下,光盘工厂是按照高
科技工业规划建设的,所以在整个 90 年代由这些工厂提供的盗版产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很高。

在司法保护方面,盗版行为在 90 年代的俄罗斯无论从哪方面都几乎是不受惩罚的。 尽管在 90

年代中期,国际唱片业协会和美国电影协会对侵权产品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没收,但是直到 2001
年才有第一起成功起诉盗版光盘的案件,称为“ 保加利亚案” 。

保加利亚案是第一起在俄罗斯关于音乐盗版的案件,而之所以叫保加利亚案是因为本案中的

CD 是在从保加利亚 CD 制作工厂的运出途中被截获的。 这个案件第一次揭露了俄罗斯的国际盗版
贸易的复杂性。 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这场诉讼的步履艰难。 早在 1995 年调查就开始了,2

年后的 1997 年涉案人员才开始被逮捕。 而法庭用了四年时间才在 2001 年最终完成了对涉案人员
的有罪判决。 案件的主犯被判 3 年有期徒刑,但是由于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其的羁押,最后他的刑
①

非官方的西方材料的直译,但在苏联中流通,有时候更广泛地在地下出版物或自行出版物的网络中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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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被认定已经执行完毕。 尽管最后罪名成立,但保加利亚案最后在司法执法圈子里成为一个失败的
标志,说明在现行俄罗斯法律下版权侵权案件的调查与起诉基本无效。 用一位调查员的话来说,“ 一
件盗版案件相当于三件未解决的谋杀案” ( Vitaliev 1996) 。

从 1997 年开始,国际知识产权联盟认为目前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因为俄罗斯的政策、政治意愿,

以及培训的失败———这个观点在其在年度特别 301 中对俄罗斯政府在反盗版问题上不力的批评中
有明确体现。 但是版权保护的无效率现象很难从一个更广的层面上解决,尤其这个更广的层面是 90

年代苏联体制上的改变以及俄罗斯自身权利的建设。 新的国家体制在突然涌现出的各种新法律、新
的意识形态,以及最近才被创设出的程序面前是脆弱的,对这些新事物的吸取和运用也是缓慢的。
持续性的财政危机( 尤其在 1998 年) ,使得俄罗斯政府很难有效地承担一个法律的执行和管理者的
角色。 而急剧的、无组织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运动———大部分由美国所煽动———造成了经济上的混
乱,使得很多商业行为中合法或非法的界限很难确定。 在这种环境下,将一整套已经发展到规范化
了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植入到俄罗斯,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
保加利亚案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行业需要一个快速有效的法律体系、足够强大海关控制,和其

他可能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很多被运用在后来的刑法点修正中) 。 从实践领域看,这个案件却又关
闭了跨境光盘走私作为盗版主要途径的大门。 由于 CD / DVD 烧制设备成本的降低和更加便携,盗版
产品的生产变得明显的本土化。 同时,具体制作地点的位置和分布范围也越来越繁杂和广泛。 中小
型的生产线在俄罗斯的各大城市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极大地弥补了以往只由国家许可的大规模生
产的各种正版产品和超出定额的盗版产品。 中小型的零售店也开始大量地涌现,出售许可和非许可
的产品。 还有各种特卖店也相继出现,解决了合法市场的周期性不足。 到 21 世纪早期,国际贸易性
的购销网络已不再扮演重要的角色。 大部分的盗版光盘供应链参与方都转到了俄罗斯国内。

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同时为了应对来自国内外的版权利益集团的压力,俄罗斯政府

早在十年前就开始着手改变这种状况。 在执法和立法的各个层面上,俄罗斯的知识产权法律和保护
实施开始慢慢发生改变:2004 年和 2007 年在其刑法典中加入了一些可行性的保护措施,在 2006 年
则对民法典做出了大的修改。 与其他国家一样,俄罗斯也在规整执法部门,加强各政府机构间反盗
版行动的协调实施。 实施执法保护的责任被分配在一系列的政府机构和特别单位中,其中有经济犯
罪科,市政警察,内政部的“ 代号 K 科” 的计算机犯罪单位。 这种公私合作以及非营利性合作方式
迅速成为了在当前俄罗斯大环境下推动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力量,并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 2006 至 2007 年的执法推动下,警方打击了一系列的中小型生产商、分销商以及盗版光盘的

卖方。 但是通过我们与执法人员的了解,这些消失的中小型盗版参与者又重新联合起来,在一些大
型的有政策保护的地方重新开始生产活动。 这场执法活动极大地提高了贿赂警察和执法机构的成
本,也使得一些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游戏参与者获益。 例如,一些类似卡特尔的垄断企业操控,使得

俄罗斯的光盘价格异常的高,一张高质量的 DVD 光盘在俄罗斯的售价高达 5 美金是很平常的事情。
尽管价格在低端市场降低了( 例如家庭制作的光盘) ,但还是明显高于媒体光盘的边际成本,没有像
其他国家一样出现由于复制技术涌入而导致的价格崩塌趋势。

这种集中垄断的模式从 2007 年开始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虽然这种压力并不是主要来自政治

方面。 2004 年,有 675,000 名俄罗斯居民使用了宽带连接。 到 2007 年,这个数字变成了 480 万。 到

2009 年的时候, 宽带用户已经达到 1060 万, 预计在 2010 年 的 时 候 达 到 1400 万 ( Dorozhin 2007;
Kwon 2010) 。 俄罗斯人迅速地加入到了全球网络社区当中。 我们手中有限的资料显示,他们跟东欧
的邻居一样十分喜爱 P2P 服务,并把这种服务当作对宽带的主要应用———几个东欧网络提供商近几
年来的数据显示, 俄罗斯人对 P2P 服 务 的 使 用 占 到 了 频 宽 使 用 量 的 70% ( Schulze and Mochalski
118

2009) 。 但俄罗斯政府却对那些利用授权法的模糊区间,大量从事低价在线销售的各种公司反应缓
慢。 有一个很出名的例子就是 Allof MP3。 这个俄罗斯网站在线销售所谓的正版音乐,价格只有 0.

01 美金每兆( Mb) 。 这个网站的商业形式成为了国际版权组织的主要麻烦,也成为了国际知识产权
联盟和美国贸易代表署的主要诟病。 尽管这个网站在 2008 年在经过长时间的法律斗争和政治干涉
后被关闭,但它引发了一系列仍然在运行的类似网站。

很多网络服务提供商在他们的服务中提供低价或免费的音乐和电影下载服务,但其中不是所有
的都是正版的。 对于这种现象,观察家们认为这种半合法的商业模式是俄罗斯的许可模式不规范引
发的。 它允许地方组织大规模的操控,而权利人维护权利的法律手段却极其稀少。 而销售模式转变
为了网上形式之后,引发的不仅仅是法律和政治策略上的滞后,还包括刑事诉讼对网上商业侵权行
为的低效问题。 这样的滞后现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理特征原因,就是频宽、收入、监管,以及司法
经验都集中在大城市。

各种不同媒体载体盗版问题的解析
在俄罗斯,和本文中所报道的其他国家一样,盗版组织和保护执法的变化都是更广泛层面上媒
体市场进化和媒体获取趋势的一个部分。 总的来说,在过去十年内,在中产阶级收入的增长、俄罗斯
电影和软件行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国际集成化的共同刺激下,正版媒体市场在俄罗斯得到了长足的
扩张。 音乐录音市场份额从 2004 年开始下降,但这是受全球范围内的 CD 产品销量下降的影响。

过去十年间的急剧增长,从另一方面看,却是发生在 90 年代经济危机的背景下。 今天的媒体市

场相对一个有 1 亿 4 千 5 百万人口的国家来说还是很小的———音乐录音市场只有 2 亿 2 千万美金
( IFPI2009) ,电影票房只有 8 亿 3 千万( Berezine 和 Leontieva 2009) ———而且这些销量都集中在一些
主要的大城市,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① 相对西方市场来说,俄罗斯对音乐、电影和软件的人均消费
还非常小,而其中的某一些媒体产品的价格则大幅上升。 以电影票为例,2004 年到 2008 年间,价格
上涨了一倍( Berezin 和 Leontieva 2009) 。

这些市场的转变还有着重要的社会因素。 特别是电影行业的重新振兴,代表了电影已经从苏维

埃时期的大众化和普遍化的娱乐形式转变为相对局限于中上层社会人士的一项奢侈生活享受。 在
苏维埃时代的晚期,俄罗斯居民平均每年去电影院消费达到 16 次( Padunov 2010) ,是美国人的三倍
还多。 到 90 年代中期,这个数据降到只有人均 0. 25 次。 到 2008 年的时候,在十年的增长后,也只
有人均 0. 83 次。
电影
1991 到 2008 年间,俄罗斯的电影行业经历了一个几乎完全的崩塌、重建和复兴的过程。 在改革

发生前,苏维埃电影审查机构使得西方的电影和电视不能进入苏维埃居民生活中,这就不可避免地
使盗版产品大量涌现。 经济自由化运动使得这些被压抑的需求得到释放,但却提供很少的合法出
口。 非正规的、私营的电影院成倍地增长,往往由一个只比会议室大一点的房间和一台放映机构成。
电影《 洛奇》 ( Rocky) 、《 终结者》 ( The Terminator) 、《9 周半》 ( 9 1 / 2 Weeks) , 以及其他一些经典的西
方电影通过这样的影院第一次走入俄罗斯居民生活中。 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是通过盗版的录像带播
放的。 随着家庭录像机的普及,盗版出租的商业模式也开始出现。
①

莫斯科票房收入占总收入的 35% ,圣彼得堡占 8% ———12% ( Anufrieva 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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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行业也大规模地出现了对盗版产品的播放。 随着国有电视台的私有化,新的电视台开

始定期播出未经许可的国外电影。 这样的做法惹怒了美国电影协会( MPAA) ,但其却没有直接的追
索权,因为尽管外国权利人的权利是被认可的,但是却没有相应的机构来保证权力的实施。 美国的
电影公司在 1992 到 1993 年间联合抵制俄罗斯,使得俄罗斯政府通过了新的版权法。

这样的转变也使得俄罗斯的国内电影市场出现了急剧的下降,因为对俄罗斯电影制作和放映的

公共经费支持消失了。 电影的年产量由 90 年代初期的 300 部下降到 1995 年的 50 部。 对电影制作
和放映的新兴投资出现在 90 年代的下半叶,集中在几个主要都市。 第一个西式的多厅影院于 1996
年在莫斯科开放。 到 1998 年,电影发行公司开始领导对荒废电影院的重修。

到 21 世纪初期,俄罗斯开始拥有了一大批电影院,同时电影的放映数量也逐年增长。 俄罗斯的

电影大片《 守夜人》 ( Night Watch) 拿到了 2006 年的票房冠军,收入高达 3 千万美金。 而《 加勒比海盗

之世界的尽头》 (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At World’s End) 在 2007 年也只收入 3 千万 1 百万美金。

2008 年创造了后苏联时期的观影记录,超过 1 亿 2 千万张电影票被售出,同时创造了 8 亿 3 千万美
金的票房收入。 2009 年末的《 阿凡达》 ( Avatar) 在上映 5 周内收入就超过 1 亿美金。 尽管国内电影
行业在不断地改革更新,好莱坞影片还是占据了俄罗斯票房市场 80% 以上的收入。
音乐
贯穿 90 年代甚至 21 世纪初期,绝大多数的俄罗斯居民使用唱片和磁带来播放录制的音乐,而

盗版市场主要集中在磁带上。 尽管在 90 年代中期,国际唱片业协会和国际知识产权联盟持续关注
俄罗斯的磁带盗版问题———它们引用的数据无疑是近乎猜测的———这个市场的规模其实是可以忽
略不计的,而且根据西方的标准,采用的技术也是过时的。 在 1997 年,只有 2% 的俄罗斯居民拥有

CD 播放器,而且主要的唱片公司也没有要改变这个状况的迹象。 在这段时期内,EMI, Sony, BMG,
Polygram 和 Warnr 等国际大公司在俄罗斯只授权卡带的销售,而没有授予任何 CD 的权利给他们的
俄罗斯合伙伙伴,同时认为俄罗斯市场并不能带来什么利润。

不过,音乐市场在 21 世纪初期还是快速地发展起来,主要是由于城市中产阶级收入的提高和

CD 的普及。 根据国际唱片业协会的数据,批发市场于 2004 年达到了 3 亿 4 千 2 百万美金的峰值
( 这在大多数国家的 CD 销售中都算很高的) 。 从此之后,音乐市场保持了一个相对低位的水平,保
持在每年 2 亿 2 千万的水平。 大多数仍然是 CD 销售,同时也包括了新兴的正版手机数码音乐销售
( 现在还只是很小一部分) 。 尽管相对于美国、日本和英国市场来说规模不大,但俄罗斯音乐市场仍
然是第 12 大的国家市场。

在俄罗斯销售的音乐超过 70% 是由本国的公司制作的,而在非都市地区这一数字更高。 其他国

家往往由四大全球唱片公司( EMI, Sony Music Entertainment, the Universal Music Group, and Warner

Music Group) 控制了 80% —85% 的市场,而俄罗斯市场则由 40 到 50 个独立的地方商家所控制。 近
几年,当相对正规的音乐会市场从黑市中催生出来后,本地商家又担当起了这一市场的主要推动者
( Alekseeva 2008) 。

根据通行的说法,正版音乐市场要小于盗版市场———而且是远远小于。 在 2006 年,国际唱片业

协会估计俄罗斯市场上的物理盗版率达到了 67% ( IFPI2006) 。 而同样在 2006 年,数码盗版率则达
到了 95% 。 由于国际唱片业协会并没有公布其调查的细节和方法,我们对此数据持保留态度。 但是
我们认为这些数据基本合理,尤其在数码技术越来越普及化的转变时期,这个数据自然将往更高的
一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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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有技术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俄罗斯 IT 精英群体从苏维埃时期就显示出了对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极

大期望。 这些期望被广泛接受了:俄罗斯国家杜马早在 1992 年就通过了对软件产品和数据库产品
的知识产权保护法。

在 90 年代初期,有几个不同的操作系统在俄罗斯的软件市场上竞争,但与其他国家的情况一

样,盗版的 MS-DOS 和随后的微软 Windows 系统马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随着一代代新版 Windows 操
作系统的出现,越来越多的 Windows 盗版产品进入市场的流通领域,使得微软逐渐占据了市场的主
导地位。 商用软件方面也是类似的过程,Microsoft, Adobe, Corel, Autodesk 等公司通过在盗版市场
上的风靡,逐渐占领了行业市场领域。 根据 1995 年商业软件联盟的数据,当年在俄罗斯的软件 94%
都是盗版的。

然而在 90 年代,整个软件市场,无论是正版的还是盗版的,规模都很小。 电脑的普及率在俄罗

斯无论是在商业中还是在家庭中都是很低的。 到 2000 年,只有 6% 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个人电脑,而
且还是集中在极个别的大城市里( Abraham 和 Vershinskaya 2001) 。 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和电脑
价格的下降,1999 年后电脑普及率开始提高。 到 2004 年的时候,20% 的家庭已经拥有了电脑( Ta-

palina 2006) 。 到 2009 年,49% 的家庭拥有了自己的电脑( 通信部 2009 年数据) 。①

尽管盗版的国外软件十分丰富,软件的销售量还是急剧地增加,在 2003 年达到 26 亿美金,2007

年约 100 亿美金。 俄罗斯的软件公司在这次扩张中得到了巨大的市场利益。 软件行业保持了每年

30% —40% 的增长速度,同时俄罗斯也成为了全球软件行业第三大的离岸软件编程服务提供方,仅
次于中国和印度。 目前在俄罗斯的软件市场中处于领先地位了有 1C Company, Kaspersky Lab, 和

Center of Financial Technologies,它们都主要为俄罗斯的商家提供软件工具。 在急速扩张的 2007 年,

1C 的销售量增长超过 90% 。 主要通过其流行的会计软件套装,给世界带来新奇的二战模拟飞行游
戏,以及一些从国外软件制造商得到授权的软件产品。 但是,总体而言,俄罗斯卖家的利益还是被微
软和 Adobe 等几个跨国软件公司所侵害( RosBusineesConsulting 2008) 。

这种成长也给予了俄罗斯软件公司在司法保护和本地研发问题上的话语权,甚至在有些方面,

公然挑战国际商业软件联盟关于俄罗斯的商业软件维权改善不足的说法。 Ros Business Consulting

的评论认为,在 2006 年, 商 用 领 域 的 软 件 盗 版 率 只 有 25% —30% , 而 不 是 商 业 软 件 联 盟 所 称 的

80% 。 对于这样差距明显很大的数据,我们不作评价,只是表示我们的怀疑。 但是,即使这个很低的
商用盗版数据也是可以与商业软件联盟的报告相吻合的。 大企业往往都是最遵守规则的,因为他们
可以与卖方讨价还价,也有相对复杂的 IT 管理需求,而且它们如果有明显盗版行为则很难逃脱执法
体系。 因此,对大公司和小公司在后面的章节讨论中将会区别对待。
互联网的接入
不可避免的,盗版媒体市场是由现有的影音消费载体来决定的。 今天,DVD 播放器是俄罗斯市

场上最主要的媒体播放设备,它不仅与 CD 兼容,随着科技的发展,更可以与 MP3 和 MP4 格式的媒
①

我们得到了很多关于俄罗斯电脑普及率地数据,因此我们对这项数据的数值格外的小心。 在俄罗斯,通过统计一年内操作

系统数值的三分之一的传统办法肯定是不准确的。 在俄罗斯,很多作为商用电脑购买来的电脑最后成为了家庭使用,有些直接就进
入了家庭,有些是在这些电脑退役之后。 波士顿咨询集团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俄罗斯的个人电脑数量达到了 4 千 5 百万,普及率
达到了 32% ( 波士顿咨询集团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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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兼容。 这个特点跟许多中等收入的国家是相似的。 在 2004 年的时候,只有 6% 的俄罗斯家庭拥

有 DVD 播放器,到了 2007 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增长到了 51% 。 而在 2008 年的 Screen Digest 报告中,

2 千 8 百万的俄罗斯家庭拥有自己的 DVD 播放器,这使得俄罗斯成为了整个欧洲最大的 DVD 机拥
有国家。 过去 5 年内盗版 DVD 的增长既是这种高普及率的结果也是其推动力。

音乐相对于电影来说与光盘的联系没有那么紧密,因为音乐有相对更加丰富的储存和播放设

备。 在过去五年中,数码音频播放设备的销售量翻了一倍。 音乐格式的压缩促使了下载、大规模的
分享,以及大规模的整理收藏都可以在相对低廉的价格下进行①。 我们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只有极
少数的俄罗斯青年采用 CD 的方式来存储他们收集到的音乐。 通常,他们更偏向于采用电子形式来
存储他们的个人音乐,并用来跟朋友进行交流和分享。 当然,CD 还是作为一种相对固定的物品形式
来扮演特定的社会角色,诸如,当作礼物。
在地理区间上的财富和服务分布也对各种载体的使用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宽带的进入方面,俄
罗斯就分配的很不均匀,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几个大城市和地方。 不限流量又相对价格
合理的宽带服务直到 2007 年才在圣彼得堡推出。 白领家庭,尤其是那些家里有成年孩子的家庭是
主要的使用者,这和其他新兴科技的接受过程一样。 在我们看来,这部分消费者显示了从 DVD———
无论盗版还是其他———作为音乐和电影消费载体的转变。 我们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盗版媒介产品
不仅仅是宽带普及的一个结果,还是宽带普及的一个推动力。 面对高昂的媒体消费产品,在相对较
低的收入水平,以及其他数码服务尚未发展的情况下,在俄罗斯,P2P 程序就自然成为了宽带网络最
受欢迎的应用。

随着宽带基础设施的铺设,俄罗斯的 P2P 活动迅速占领了各个顶级的国际站点。 一份 2009 年

的名单包括了 The Pirate Bay、Demonoid. com 和 Mininova。 同时一大批本土的 P2P 社区也开始发展起
来,其中就有差不多 50 多个 BT 网站以俄语内容为主。 在 2009 年, 俄罗斯本土的 8 个最大的 BT 网
站有差不多 8 百万注册用户( 而且排除了其中的重复用户) 。 在这些大型的网址里有各种各样的文
件,有电影、本土电视剧、游戏、音乐、书籍、教材、色情片,和一些有字幕的外国传媒产品。

其中最大的一个网站,Torrents. ru,就专门提供电影和电视剧。 我们通过分析上述网址的用户地

理分布发现其用户已经覆盖到很广范围的俄语人口,其中差不多有一半的使用者的 IP 地址显示在
俄罗斯境外。② 除了让俄罗斯的宽带用户能摄取更广泛的媒体资源,像 Torrents. ru 这样的 BT 网站

还为海外用户提供本土俄罗斯语的媒体内容。 由于受到一些软件公司( 如 Autodesk 和 1C) 的投诉,
Torrents. ru 这个域名已经被政府当局所取缔。 但是,就如同其他的执法行为一样,这些试图关掉 BT

网络的行为只是导致这些网站的服务器采用其他国家的服务商继续进行。 在本案中, Torrents. ru 通
过一个巴哈马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又启动起来( enigmax 2010a) 。

盗版是怎样运作的
导致俄罗斯媒体市场的盗版问题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正版产品的高昂价格和低水平的收入、警
察对零售商的破坏,以及一个失败的授权系统导致俄罗斯居民无法享受到足够丰富的音乐、电影和
①

“ 对 DVD 的消费” 的调查问卷由 Evolution Marketing Center 公司在伊尔库斯克进行,时间为 2008 年的 11 月到 12 月。 本次活

②

在对 BT 网址的数据使用上,我们一共找出了 156,487 名注册用户生活在俄罗斯,其余 70,087 名用户按照降序分布在:乌克

动的协调人是 K. Titaev。

兰、德国、拉脱维亚、摩尔多瓦、立陶宛、爱沙尼亚、以色列、美国、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 上述 98,168 个 IP 地址是不可解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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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产品。 在这些因素中,价格和收入是最基本的。 尽管俄罗斯经常被外界描述成一个中等收入的
国家,但是俄罗斯的人均 GDP 只有 9000 美金左右,而年收入的中位数一直不到 5000 美金。① 全价
的正版 CD 和 DVD,尤其是来自国外的音乐和电影,大致要花费 10 到 25 美金,因此只占据了十分有
限的市场份额( 根据国际唱片业协会的数据,全价的 CD 只占到市场份额的 10% 到 20% ) 。 大规模
的盗版光盘市场和不断增长的在线数码盗版行为只能通过这种价格与收入的差异来理解。

另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正版市场资源的有限性。 例如,大多数的西方电影和音乐都无法通过
正版途径进入流通领域,而且在地方,商品的种类就更少。 这样的情况并非是俄罗斯所独有,而是受
全球化商业模式的困扰,因为这种全球化模式在新兴经济里没有服务和价格竞争的动力。 在俄罗
斯,这个问题被两个额外的因素加重了:(1) 独特且十分复杂的授权许可环境;(2) 在销售链中零售
商对风险的承担。
在俄罗斯,没有卖出的货物的损失由零售商承担,而不是分销商。 这种风险承担模式决定了媒
体产品的零售供应水平:零售商更愿意销售低风险、知名、市场推广很好,而且不会积压的产品,从而
远离那些特别的,或不出名的电影和音乐。 在另一方面,这种情况又刺激了零售商接纳便宜很多的
未经授权的产品,这些产品的批发价往往只有 0. 3 到 1 美金。

从 2006 年开始,政策上的打压改变了这种情况。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出售盗版产品的风险

增加了,因此很多卖方退出了盗版生意。 这就使得分销商转向更廉价的销售途径,如匿名销售链、移
动的街头商贩等。 在分销链的更上一级,各种复杂的仓库开始整合到一起,使得分销商的风险也适
当降低。
同时,这种非正式化的贸易模式也受到了来自互联网贸易的压力,比如在线分享和著名的所谓

受“ 许可” 的下载网站,如 AllofMP3 及其继任者。 尽管只有极少数的俄罗斯人拥有一整套的宽带服
务设备、现代化的电脑、数码播放以及存储设备来参与到数码经济生活中,这些基础设备正快速地成
长起来,并冲击着正版和盗版的媒体市场。
无处不在的授权许可
大多数关于盗版和执法的争议中都会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合法和非法的商品有一个明显的界

限。 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声称在 2003 年俄罗斯盗版带来的损失高达 20 到 30 亿美金,这就显示了这
个组织对这个问题的明显态度。 但是,这样的区分其实是很复杂和困难的,尤其对于俄罗斯来说,版
权经济一直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现在也是———游移在一个掌控作者、出版商、供应商、媒体产品
的卖家和视听产品的设备制造商组成的强大的授权许可体系中。 在过去的十年中,俄罗斯在调整许
可体系和许可程序上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这些努力的结果要么很微小,要么起了反作用。 可以
说,现在的情况大部分是一片混乱。
像其他地方一样,许可权一开始都是掌握在权力拥有者手中。 然后,在特殊情况下,这些权利会
被转移到集体权利管理组织手中。 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唱片的播放、表演和其他方式使用作品所产生
的版税,然后分配给权利人,或者被用来保护作者的权利。 然而这一模式在俄罗斯却因为 1993 年版

权法的三个条文而变得复杂起来: (1 ) 版权 法 允 许 的 集 体 管 理 的 社 会 组 织 没 有 数 量 上 的 限 制;
(2) 这些社团被允许缺席代表,也不需要任何与作者之间的合同;(3) 这些组织允许管理大范围的、
①

这些人均 GDP 数字可以更好地用来比较像 DVD 这样固定价格的商品。 而 GDP 一般用“ 平均购买力” ( 又称 PPP) 的形式来

表现,它能反映出很多国家的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 俄罗斯的人均 GDP 如果用“ 平均购买力” 来表现,一般在 15000—16000 美元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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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明确界定的邻接权。
这样的情况导致了广泛的打擦边球游戏和权力的滥用。 在一些实例中,出版商和分销商在著作

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得到注册,从而联合起来出版和发行一些作品———一些没有经过真正的作者或权
利持有人同意的作品。 是否支付了授权许可使用费变成了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也成为了国际知识
产权联盟和唱片工业协会处理这些问题的推动力。

AllofMP3 就是这个制度漏洞最出名的一个开拓者。 在这个俄罗斯网页上出售的音乐的价格远

低于国际市场上正常音乐的价格,因此也获得了 1 亿 1 千万至 1 亿 4 千万的年收入( Golovanov 2008:

2) 。 其母公司 Mediaservice 则是从两家俄罗斯的合法集体管理组织手中得到授权的。 但是,这些授

权许可的合法性在 2004 年被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和美国唱片工业协会参照刑法典第 146 条所质疑。
AllofMP3 的拥有人 Denis Kvasov 因为非法侵权被起诉,但在 2007 年因为缺乏证据被无罪释放。 在国

际知识产权联盟和其他美国组织的持续压力下,俄罗斯政府在 2007 年下令关闭了 AllofMP3 网站。
但是,几乎克隆般一模一样的网页迅速出现并仍然在运营( 虽然在规模上要小了很多) 。

在 2008 年,国家开始对版权集体管理组织进行整顿,目的是在各个文化娱乐领域内集中一个管

理机构。 从此以后,只有那些经过认证过的集体管理机构才能在没有任何合同约束的情况下代表作
品的作者和权利持有人。 但是,这部法律是没有溯及力的,因此,那些成立于 2008 年以前的版权集
体管理机构仍然可以合法地运营。

在版权领域,俄罗斯作者协会( Russian Author’s Society) 获得了认证,成为事实上的、有政府作为

后盾的垄断性集体管理组织。 然而,这种整合却没有实际上解决问题。 俄罗斯作者协会不断备受争
议,因为其运作的不透明,而且经常没有把收集到版税分配给应得的音乐人。 几乎所有的责骂都被
俄罗斯作家协会的副局长 Oleg Patrin 一一否认。 数据显示,该组织从 2006 年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其
授权许可总收入增长了近 30% ①,从 2007 年的 15 亿卢布(5 千万美金) 增长到 2008 年的 22 亿卢布
(7 千万美金) 。 该组织从演唱会收入中收取 5% ,从电影票房收入收取 3% 作为电影中的音乐在公
众场合公开播放的费用( Goncharova 和 Pushkaraskaya 2009) 。

俄罗斯作者协会还习惯性把那些逃避这种版税的音乐会组织者作为打击的对象( 如其他国家一

样,现场演唱会是俄罗斯的商业音乐中唯一一个快速增长的部分) 。 在 2008 年,俄罗斯作者协会因
为状告演唱会组织者 Yug-Art 而再一次处在风口浪尖上。 这次起诉的原因是,Deep Purple 乐队“ 未
经许可公开表演” 属于其自己的多首歌曲。 最后,俄罗斯作者协会赢得了 45 万卢布(1. 5 万美金,每
首歌 1 千美金) ,从而确立了所有表演收入都必须从该组织处经手的原则。 2010 年 3 月,该组织起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合唱团,因为该乐团在未签署许可协议的情况下在一场免费音乐会上表演了
若干首苏维埃革命歌曲( enigmax 2010b) 。 这个事件最终激怒了俄罗斯国会,并且可能会有组织地撬
动俄罗斯作者协会在演出权上的压倒性地位。

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版权集体管理协会的参与率都很低,而不被信任的程度却很高。

在 2008 年,俄罗斯作者协会在公开表演市场的覆盖率只有 10% —12% 。② 这些数字毫无疑问地显
示,在一个长期忽视表演者权的国家想要建立一个一致并有公信力的制度是多么困难,同时也揭露
了俄罗斯作者协会对待知识产权的极端观点以及过于热情又不分青红皂白的诉讼实践。 很多的流
行音乐人主动放弃了他们的表演权来避开俄罗斯作者协会。

俄罗斯作者协会在扩张方面的努力也引起了不少的问题。 在 2008 年,该协会组建了俄罗斯知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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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俄罗斯作家协会官方网址:http: / / www. rp-union. ru / eu / docs / .
该数据通过与俄罗斯官员的访谈获得。

识产权组织( VOIS) 并希望它成为处理邻接权的公信组织,如同其他被广播和制片方认可的组织一
样。 然而,由于 VOIS 在版权费用和管理机制上缺乏必要的公开透明性,许多制片商转投了另一个组
织———公平摄影联盟( RFA) 。 这些公信组织之间的政治斗争进入白热化。 RFA 的总负责人 Vadim

Botnaruk 就在那个时期被刺杀,而这场犯罪的背后动机一直未被公布。 最终的结果是 VOIS 赢得了

2009 年度的认证资格。 不过,RFA 仍在继续运营,因为根据 2008 年的法律它不受新法约束,而且该
机构仍然被许多国外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CRM) 所青睐。

权利管理问题在一些关键领域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 其他组织,如俄罗斯结盟权组织( ROSP) ,

还在积极争夺着其他方面的版税收取。 比如,对视听设备和空白媒体的制造和进口的许可控制就是
其中一个目标,其年价值高达 5 千万到 1 亿美金。

其他形式的许可使得情况更加的混乱。 除了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外,大量的反盗版机构自行地在

其成员产品上加贴各种许可证明,常常是直接在产品本身上加盖一个许可或证明真实性的章。 这种
认证方式其实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被用来给零售商和消费者一种合法的信号。
地区性的和本地性的赋权机构也提供一系列的授权给卖家,从街头小贩到全国性的供应商。 这

种做法是用来许可 CD 和 DVD 的销售,但是实践中却没有起到区分正版或盗版商品的作用。 其中一
个令人寻味同时又饱受争议的现象就是“ 区域性授权” ( regionalka) ,即被授权人可以在一定的地理
区域内以低价销售影音产品( 当然,低价往往对应差一点的质量) 。 这种区域性许可慢慢就成为了俄
罗斯发行商常用的商业战略,用来降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外的市场价格。
合法、灰色地带和非法
不可避免的,过多的授权许可机制互相交叉重叠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滥用机会。 不同的授权体系
对超出简单侵权的非法行为有各种不同的界定,包括对授权载体( CD、DVD、直流媒体) 、被许可的数
量,以及允许发行的地理范围等各方面的侵犯。 从制片人角度来看,这些多样化的违法行为的规定
本身就是俄罗斯越来越严重的盗版问题的一部分。 他们都是权利人利益损失的原因,只是在法律救
济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已。
然而,从消费者和零售商的角度来看,同样的一系列行为则意味着一个包括“ 白色、灰色和黑色”

产品的多元———而不是二元———的复杂体系。 从这一点上看,不是所有的违法行为都是等同的,也
不是所有的产品都可以轻易地、毫无疑问地被定义为合法或者非法。 于是,消费者对产品的划分是
基于合法性与质量之间的比较,以质量最优,又纯粹正版的产品为金字塔最顶层,质量最次的非正规
产品为最底层。 所以,白色、黑色和各种不同的灰色等熟悉的词汇在消费实践中很流行,尽管这种不
同“ 颜色” 的产品等级与价格并不完全对等。 在这里,我们暂且从消费者的逻辑中分出 5 个不同的
“ 色度” :

1. “ 白色” 产品满足所有的合法生产的要求,包括高质量的包装和印制,尤其是高价格,通常都

是从 350 到 800 卢布(14 到 32 美金①) 这个范围。 这些产品往往都是在大型的影音专卖店、百货商
店和超市中出售。

2. “ 淡灰色” 产品指的是合法生产的,但是其他实践方面可能涉及非法因素的产品———尤其是

①

该价格采用 2008 年的汇率,大概为 25 卢布兑换 1 美金。 汇率在本文的价格比对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 2010 年 5 月是 31

卢布兑换 1 美金) ,但对当地的支付能力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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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平行进口的 CD 和 DVD。 这些产品可能会违背俄罗斯的贸易法和区域授权许可禁令。①

3. “ 灰色” 产品,比如超出进口限制的水货,本身与正版产品一模一样,但是由于产地的质疑,价

格会低很多(150 到 250 卢布,约 6 到 10 美金) 。 它们主要通过小型或者中等规模的专卖店,以及低
端超市和店铺进行销售。

4. “ 深灰色” 产品是指由工厂生产的,但是质量明显比较差的产品,一般明显未经授权许可或者

低于授权标准,主要是未经授权的歌曲汇编和电影集。 这些碟片往往通过小店铺、路边小贩以及露
天市场进行销售,售价约 100 到 120 卢布(4 到 5 美金) 。

5. “ 黑色” 产品是那些由家用电脑或小作坊自行烧制的碟片。 很多情况下,这些产品是从其他

盗版产品翻录过来的,或者直接刻录网络下载文件的碟片。 这些盗版光盘一般在露天市场里销售,
售价从 10 到 100 卢布不等( 美金 0. 4 到 4 美金) 。

还有许多其他类型也在底层市场中进行销售,包括偷拍版的演唱会、自拍录像带、福音布道产品

以及色情录像。 这些产品的法律状态很难确定,因为很多这样的产品包括了很多业余的和非商业用
途的产品。
盖章和贴牌
在市面上,判断媒体产品的合法程度往往是不可能的,即使是专家也很困难。 我们的调查发现,
不论是商店的促销员还是在大型卖场打假的执法官员都无法准确地辨别出产品的真伪,因此也无法
推动消费者去购买合法产品。 在实践中,消费者判断一个产品是否为正品的首要决定因素是价格,
然后是彼此间流传的一些检验合法性的小常识。 在产品上盖章和贴牌的做法原本是要给消费者一
个指引,然而却使整个过程如拜占庭式的复杂,并且增添了市场的混乱。
很多当权机关和权利认定机构都尝试用自己设计的公章和贴牌来对产品进行合法性认定,希望
通过这些标志来指导消费者判断哪些产品是合法的,但是这些做法没有任何法律基础。 因为有许多
的权利持有人组织和权利集体管理组织存在,一个光盘上可能被标记上各种各样的公章和贴牌,甚
至是多个贴牌,有一些多达 5 个。 RAPO 的圣彼得堡分支机构主席曾这样说:

RAPO 主席:每个版权持有人都任意地添加上他们自己的贴牌:“ 我希望这样保护我的个人

财产,所以我就贴上了一个牌。”

采访者:所以这样说来,这样的贴牌没有任何意义?

RAPO 主席:一般而言,这些东西确实没有任何意义。

国际唱片业协会( IFPI) 支持的国家唱片业协会( NFPP) 代表表示他们的经历稍好一些,但是也

只有在这种贴牌在执法机关的支持下才起到作用。

自然的,盖章和标签本身也被广泛地复制和假冒,并用在盗版产品上。 2003 年,16 个俄罗斯最

大的音乐分销商联合成立了一个叫做非盈利性分销商合伙 ( NPD) ,并通过了一致的认证贴牌。②
NPD 的执行董事向我们解释到,如今公章本身就需要保护,即使是十分复杂的全息设计图片也无法
逃过被假冒的命运:
①

关于这类进口在俄罗斯是一类法律问题。 RAPO 和其他一些反盗版组织一直不满其合法性,但是一些公司却对这种进口持

开放的态度。 在这个问题上,法律争议不是在于是否侵犯了版权,而是这些产品是否符合贸易协议,以及是否支付了相应的关税。
这类打折后的商品使得卖方去降低本地生产和许可的产品价格。 参见 Olimpieva, Pachenkov, 和 Gordy (2007) 。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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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D 在早期曾经深陷于销售盗版的 CD。

我们使用一个公章,而且配套有很多的保护措施,但是目前这个公章被伪造了。 我们给这
个公章加上了序列号,有全息图,有一切可能的水印,所以它有很多保护措施。 但是我们还是被
伪造了。 我们的公章本身被伪造了!
我们对顾客和音乐销售商进行了采访,发现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切地说出这些不同的公章和贴牌

到底有什么确切的意义。 对非法商品的区分也并没有改变。 以 NPD 的贴牌为例,这个贴牌被“ 更改
了很多次” ,而且就目前使用的这个而言,“ 可能只是适用于未来的四年” 。①

这样混乱的情况导致了对许可制度的漠视。 许多公章被认为是伪造的。 更坏的是,一些公章的

发布者是由私力的执法者和商业利益组织联合起来构成的,其往往更像一个勒索保护费的组织。 一
些零售店老板称他们为“ 假许可” 。 而在 2005 年中期的一个案件中,在圣彼得堡,一个叫做零售商联
盟的组织利用这种方式来扩大他们对当地市场的控制。 这个组织联合警察专门针对没有盖其公章
的店铺进行扫荡。
不管怎样,NPD 和其他组织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方法来教导消费者如何来区分合法和非法的光盘

产品。 2005 年,NPD 在其网页上这样描述盗版光盘的主要特征:
1. 没有带有 NPD 贴牌的,或者贴牌是被伪造的。

2. 包装上的全息公章是伪造的,或者是通过一些反光镭射材料仿造的。

3. 包装有明显从原版包装上扫描或直接复制的特点。 例如,在仔细的查验下,包装上的图片带

有若干独立的点,并构成一定的几何图形,或者水平的或垂直的直线;颜色与原版不符。
……

5. 微小的数字模糊不清。

6. 没有指明作者权利或者版权的符号———如拉丁字母( c) 。
……

9. 包装上没有注明发行公司。
10. 包装上没有俄语的信息。

11. 若干个不同的唱片上的歌曲被整合到一个 CD 上。
12. 包装上显示此光盘是可擦写的 CD 或 DVD 格式。
( NPD2005)

尽管使用贴牌导致了这些明显的问题,大部分的盗版产品还是很容易辨别的。 NPD 提出的这些

特点就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颜色、模糊的图片、语法性错误。 弯曲的、不均匀的以及有
明显刮痕的光盘往往都是盗版的。 路边小贩和小杂货店销售的往往都是盗版的,并且也没有用心去
掩藏他们产品的来源。 相反,在高端市场,关于识别的问题则更加严重。 尽管辨别一个未经过伪装

的盗版光盘还是很容易的,但是验明一个正版产品———即使是那些执法人员———是极端的困难的。
在俄罗斯的高端媒体市场,正版和盗版的光盘来自于同一条生产线,因此也是完全一样的。

盗版生产的社会组织
根据 RAPO 的预计,大部分的盗版 DVD 其实是在有许可的工厂生产的。② 以 2009 年为例,RA①
②

来的。

语出自 NPD 的区域代表,于 2008 年 6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圆桌会议。

根据 IFPI 的数据,超过定额的生产对于 CD 来说从没有变成一个问题,因为盗版的 CD 都是从特别的盗版生产线上生产出

127

PO 认为至少 50% 以上的工厂有额外的或者新增的生产线。 这样做有着明显的好处:超过定额提供
的产品无法与配额内的产品相区分,也使得执法变得更加困难。 正如 NPD 的执行官所描述的那样:

在午饭前,他们的生产是符合许可协议的,但是午饭后,他们就开始做盗版的[ piratka] 。 在

这种情况下,谁又能区分在哪个时刻内生产的就是合法的,哪些就是盗版的呢?

在这个层次上的资本投入和技术要求很高,而且质量的标准也很高。 一条工业复制生产线的成

本高达 2 百万。 而生产还包括高质量的封装套和包装。 产出同样也是大量的,一条生产线能够每个
月产出 45 万张光盘。 大型工厂往往有着 20 到 30 条这样的生产线。 如果一个工厂从事着非法生产
或者配额外的生产,这个工厂往往还配有一个粉碎机———一个特别用来粉碎多余光盘的机器来应对
警察的突击检查。

大规模的生产往往被分为若干个步骤,而且各个步骤被安排在不同地点的工厂中进行。 一个典
型的分工模式包括光盘复制、配套材料的打印、包装盒组装、外包装和运输。 这样的分工导致了不同
的部分被一起运送到零售者手中,从而使得生产者和分销商将部分成本转移到商品链的终端。

规模相对小的生产线曾在 10 年前发挥主要作用。 这些小规模的生产线通常围绕多功能的复制

机器展开( 这些机器都很轻便,能装入一间小办公室) ,将各个不同阶段的生产过程集中到一起,从光
盘复制到包装打印再到组装。 在这种环境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往往是比较低质量的,尤其是在打印和
包装质量上。 但从经济效益上考虑,一台复制机器只需要 4 万美金,从而保证了生产商能够很快地

收回成本。 低成本同样也意味着,在警察突击检查的时候,放弃机器并不会导致不可弥补的损失。
与大规模的生产线不同,这些小型生产线都是未经注册和登记的。 这也意味着生产更灵活、更迅速、
更以市场为导向。
在家庭或小店铺烧录的,或者个人电脑上制作的光盘同样在市场上大量销售,尤其在露天市场
中。 这些产品主要销售给乡下地区和比较贫穷的人口,这样的消费者对包装不是很在意。 在这种环
境下,卖方的存货常常混杂着电影和音乐,因为可以根据需求随时来刻录烧制。 家庭制作的光盘同
样也可以在专卖店里找到。 这种店里的销售员经常有他们信赖的客户网络,他们会帮助这些客户寻
找和刻录特定的唱片、电影和合集。 这样的服务往往是廉价的,通常只是一张空白光盘的价格再加
上 20 到 40 卢布( 约合 0. 8 到 1. 6 美金) 。

在市场中泛滥
根据执法部门的数据, 配额外的生产产量远高于被许可的生产产量, 从而导致了绝大多数的复
制光盘是盗版的。 RAPO 从 2001 年到 2004 年( DVD 还没有大面积普及前) 的全球几大流行电影的
数据中对此现象作了估计: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2001) 。

正版 120,000;盗版:350,000。

史莱克 2(2004) 。

正版 220,000;盗版:450,000。 ( Vershinen 2008)

黑客帝国 III 重装上阵(2003) 。 正版 200,000;盗版:500,000。

这些数据都是通过普遍的销售点来进行推算得出的结果,因此也是比较可靠和比较准确的。 国

际知识产权联盟在 2010 年的报道中指出,在上一年中,有 7 千万的盗版 DVD 在俄罗斯生产出来,这
个数据是美国电影协会通过比较俄罗斯实际生产数量与正版产品数量的差额得出的。 根据国际唱
片业协会的信息,这些数据仅仅是基于工厂只按照 60% 到 70% 的能力在运行而得出的。 根据 RAPO
圣彼得堡分支的首长的理解,真实情况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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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有太多的工厂,太多的生产线,但是对正版 DVD 的需求并没有那么大。 因而,正

版产品的需求无法支付这么多的生产线。
取缔后的生产重组

在 2006 年到 2007 年的大规模整顿后,涌现出了一个不同的盗版经济。 旧模式下的盗版产业多

依赖于分散的生产和大范围的零售,新模式则由集中式生产并受政策保护的制造商和在地区层面上
越来越多的非正规零售商组成。 零售层面的变化包括法人构成的改变、大量的匿名分销和零售渠
道,以及越来越依赖由非法移民和低价劳工组成的沿街贩卖。
大规模的取缔活动对中层和底层的生产者和零售者带来最大的打击。① 对于取缔活动中的大型
生产商而言,取缔活动只是造成了产业合并和洗牌,关键在于其是否受到警察和执法机关的保护。
由于大型的生产工厂变得越来越依赖政府的保护,混合多样的保护战略开始发生了变化。 生产厂址
开始从一些公开场所转移到一些封闭的地点,并且拥有私人的或是公家的保安人员。 最明显的保护
方式是在军工厂中,从而超出常规警察的权限:
访问者:我听说几乎每一处盗版工厂都是在另一个工厂的厂址上,而且都配有很多个安全
检查口……

政府执法部门人员:他们处在“ PO 盒子” 中,我们是这样称呼这些工厂的……一般来说,一

个正常的工厂是可以被城市警察检查的,地区警察也是可以突然检查的。 但是现在的“ PO 盒
子” 拥有其自己的安保力量。 因此没有人能进入那里,即使是国家安全局的人,没有许可也不得
进入。
“PO 盒子” 指的是那些坐落在军事基地或者国家安全部门的生产线( 也被称为限制区域企业,

或者 RARE) 。 这些企业的数目每一年都有变化,而且他们本身往往都不是非法的。 2005 年,俄罗斯
的 47 个合法注册的光盘制造商中有 18 个这样的企业。 这些企业被认为是超额生产盗版产品的罪
魁祸首。

外国媒体对 RARE 的抱怨和不满是造成 2006 到 2007 年的大取缔活动的一个原因,政府对待这

个问题上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手段。 到 2008 年,RARE 的数量下降到只有 4 个( IIPA2010, 2009) 。 一
个被称为“ 第 18 指挥部” 的军队内部调查机构( MVD) 被任命来监管 RARE 工厂,但是其法律效力却
备受争议。 产业内部对第 18 指挥部没有太大信心,因为有很多关于指挥部长官受贿的传闻。 刑事
调查也只不过是偶尔取缔生产许可而已,而且只有这些企业中的一些底层员工被判刑。

一些关于政府涉嫌盗版犯罪的谣言也被广为流传。 一个在圣彼得堡的唱片公司老板告诉我们,
这些盗版生产线非法使用监狱劳动力:
很多年前,一条生产线在 X 监狱建立起来。 它表明我们有一个多么可怕的体系……X 监狱

的一个非常有权势、有关系的聪明人,买了一条光盘生产线。 这条生产线可不便宜,花了大约十
万美金。 他于是决定在监狱里完成所有的生产,因为这里的劳动力很便宜。 在一次突击检查
中,好几百万的盗版光盘被没收,包括盗版我们公司的 150 多万张。 并且有一场诉讼,但是没有
人最后被定罪,大家都无罪开免了。

①

小规模的盗版生产现在只在俄罗斯盗版市场上扮演着小角色,尽管这种现状是发生着变化的,而且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开始

慢慢注意到当政府针对大的生产企业采取行动了的时候,小规模的生产线又再度兴旺起来( IIPA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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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窗发行辩护
在电影业中,执法保护的首要目的是在首

很快就被上传到网上———尽管在这个阶段, 盗

发或放映的窗期———这一般是电影盈利的最主

版商会出于利益而尽可能地限制在其他竞争渠

要时期———延迟高质量盗版复制品的出现。 快

道的发行。 很明显,电影公司对先于上映的盗

速地、大范围地发行这些电影既是通过窗期获

版是很沮丧的( 尽管证据表明其实对票房来说,

利的关键,也是控制盗版复制品的难点。 在俄

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 下一代的数字技术被

罗斯,从发行商到院线的转移过程是发行链中

设计成保护这一脆弱的环节,其采用直接通过

很脆弱的一个环节。 一般说来,35 毫米胶片在

卫星加密下载到影院的方式来实现 ( Vershinen

达偏远一点的地方可能要花 10 天。 这就给出足

可以为数字文件打上水印,使得警察能通过这

配的工作室来生产高质量的母盘。

斯的 1,800 个银幕中有 91 个实现了数字化( Be-

电影上映前 3—5 天离开莫斯科的发行商,而到 2008) 。 从执法角度来看,新技术的优势还包括
够多的时间让胶片可以被盗版商偷运到特别装
优先一 步 提 供 盗 版 复 制 品 的 利 益 是 诱 人

的,可以高达 1 万到 4 万美金。 这些复制品同样

样的标识来寻找出盗版源头。 2008 年,全俄罗
rezin 和 Leontieva 2009) 。

俄罗斯媒体也公布了一些类似的故事。 有人曾曝出精神病人被雇来组装盗版光盘的盒子:
[包装盒] 的组装被证明是一件不需要太多脑力参与的活动,因此有人把这样的工作安排在

精神病院里进行。 而最后的成品则被运到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 ( Vershinen 2008)

这些故事并不能被我们收集的信息完全证实,估计它们很大一部分不过是道听途说而已。 但是
我们的信息表明,国家安全机构和军队在大规模的盗版光盘制作中扮演一定角色。 因为明显的原
因,这些情况都是十分难以调查的,我们也无法独立去证实。
大规模的取缔还为俄罗斯盗版市场的一个独有特性提供了条件:它的高价格。 在俄罗斯,5 美

金买一个高质量的 DVD 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高端盗版光盘的价格在近几年又涨了不少。 盗版的
价格接近甚至超过一些领域的正版产品,比如分区的正版 DVD,经常在质量和功能上大打折扣。 这
份研究报告中的其他国家都没有在价格上如此保持稳定。 在别的地方,低价的烧录机和网上共享都
使得盗版价格十分低廉,往往只要 1 到 2 美金就可以买到高品质的碟片,而批发价会更便宜。 即使
是在本文中提到的一些国家的高端市场,比如针对游客的 Johannesburg 和 Rio de Janeiro,价格也很少
超过 3. 5 美金。

我们的结论是,俄罗斯执法机构成功地打击了低端市场供应链,使得大生产商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控制供应和价格。 这种市场力量很可能只是临时性的。 工业规模的光盘生产在更大的数码盗版
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且这么高的价格很难在数码存储设备广泛应用的今天得以持续。 从这一
方面说,俄罗斯的数码技术转型最终可能会将大规模的政府保护的盗版驱逐出这个市场。
地域性
就如同我们在本报告中反复提到的那样,媒体产业的全球化并没有给版权产品一个统一的全球
市场。 尽管版权作为一个国际化的系统,确保在一个国家获得的权利也会在其他国家受到保护,版
权的许可系统仍然是以国家为基础的,要求制作人和发行商在各个国家去分开授权被发行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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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俄罗斯市场上的绝大多数产品———包括好莱坞的电影和国际流行唱片———都是在俄罗斯的
授权许可制度下生产的。 直接的媒体产品进口非常有限,尽管电影和音乐集团一直抱怨是法律的漏
洞限制了进口正版外国 CD 和 DVD 的途径。

因此,在俄罗斯,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生产都在这块土地上进行。 在非法生产者当中,小型

规模和中等规模的生产者在大部分城市中都存在( 内政部特别指出,Kazan, Rostov-on-Don, Samara

和 Novosibirsk 等地尤其值得注意) 。 但是我们的大部分采访都表明,工业规模的生产商集中在莫斯
科和圣彼得堡附近,并受到高科技、媒体市场和收入等更广泛因素的影响。 一些内部消息人士进一
步指出,莫斯科无论在产量、种类,还是区域网络的范围上都在盗版生产中占统治地位。
盗版产品在各个城市中的分布同样具有地域性。 圣彼得堡与很多俄罗斯大城市一样,不仅是一
个后共产主义城市,也是一个后工业时代的城市。 过去苏维埃时期的高科技生产部门带来了这个城
市高度的发展和现代化。 这些衰退的企业成为大规模非法生产商的主要选址。 在圣彼得堡,这些工
厂按照苏维埃时期的发展模式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外围。① 相对小一点的生产线,以及被称为“ 仓库
复制厂” 的生产线,因为不需要大规模厂房而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垃圾公司
各种各样的商业模式涌现出来,以满足盗
版光盘市场的两个基本要求:保持商业规模,同

检查中,垃圾公司就被抛弃来保护母公司的利
益不受损失。

时尽量减少暴露的危险。 一个常见的做法就是

辛迪加组织是另一种方式,若干个公司组

用一个合法注册的公司租用合法的地方,然后

成一个集团,但是彼此间没有任何的法律合作

从事非法的生意( 在俄罗斯通常被称为“ 垃圾”

协议。 资本和其他资源都是共享的,但责任不

公司) 。 这样的公司由一个虚假的所有人注册,

是。 当被突击检查的时候,警察只是针对被查

但是事实上归属于土地所有人。 在警察的突击

到公司,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大集团的损失。

盗版发行的社会组织
操纵授权许可机制的监管是如此的容易,尤其是通过超出配额的生产。 这成为盗版在俄罗斯很
难被治罪的一个主要原因:通常很难判断哪些产品是非法的,哪些是合法的。 分销链的组织同样也
是挑战,尤其在 2006 到 2007 年的大型取缔活动以后,盗版中间商们纷纷转变商业模式来最大程度
地减少风险。
仓库
从 1990 年代后期到 2000 年代初期,大型的盗版商发现了集中生产的优点,于是将生产的各个

流程———包括非法取得母版、复制、包装、储存———都集中在一个地方进行。 从这些生产中心,这些
产品将会运送到一个个小的仓库中。 一些仓库被称为“ 工作室” ,暗指这些仓库的规模大小。 2006

年开始的警察行动,导致了很多大型的生产线关闭了,这也增加了生产者存储超出许可范围生产的
①

一个值得注意到例外就是 Kirov Factory。 作为圣彼得堡最古老也是最大的工厂,其坐落于城市中心,在 2008 年警察的行动

中被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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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风险。 盗版生产商于是设立了特别的仓库,以分割开生产、存储和分销的办法来降低风险。
RAPO 和其他资料显示,一站式的商业模式已经很稀少了。

一个接受了我们采访的 RAPO 专家估计,在俄罗斯大约有 1000 多个仓库用来给零售商输送盗

版产品( 我们在俄罗斯的一个讨论盗版的在线论坛上找到一个值得信赖的名单) 。 通过零售商和
RAPO 的大体估算,圣彼得堡在 2008 年有 3、4 个大型光盘生产厂同时生产合法和非法的产品,5 到

10 个大型仓库,以及 70 多个小型仓库为不同的白色和灰色市场的产品做中转。

增加的仓库使得公司可以同时从事合法和非法的行为,同时又保持一个高程度的区分。 一个老

板可能控制着很多个仓库,一些处理合法产品,一些处理非法产品,通常这两者在空间上是很靠近
的。 这样区分的做法为减少检查损失提供了保护。
分销商和零售商之间的熟人推荐和长期合作的方式在供应链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很多的
供应商告诉我们,他们往往会培养与小型零售网络的关系从而保护他们减少竞争。 事实上,供应商
竞争的是零售商而不是消费者。 这些关系不仅加强了安全,同时也帮助供应商更好地计算需求,尤
其是减少了过剩生产的可能性,避免了破坏利润率。
不同类型的卖方在分销网络中有着不同的结构性位置。 沿街叫卖的商贩往往从当地的小仓库

取货( 这些仓库经常是一些租来的公寓或者商业用宅) 。 有固定场所的零售商,按照惯例常会使用送
货服务,并有专人负责管理库存。 大型的供应链往往有自己的仓库,并且通过卡车或者火车来运送
货物。 由于生产变得高度的集中化,越来越多的产品都是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供应商直接预定。
脱离这个混杂着合法和非法的经济是很困难的,需要大量的投入来管理生产和供应链。 一些俄

罗斯的顶级软件公司如 Soyuz 和 1C,因为有足够大的规模和资源,可以控制他们的货物直接从合法
生产商购买,并运营他们自己的仓库。 几乎没有小型的商家能够拥有这样的实力或意愿。
零售的去正规化
在过去的十年间,俄罗斯媒体市场的零售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盗版和当地执法的加强改变

了零售业的获利结构,也改变了进入录制媒体市场的门槛。 从 1995 年到 2000 年,圣彼得堡音乐市
场形成的这段时间,影音产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营建零售商的品牌。 他们往往公开销售盗版和正版
的商品来竞争客户。 这个时期,正版市场很小,执法机构也很少见———或者很容易被买通。 随着盗
版市场的增长以及各部门的突击检查变得越来越普遍,市场战略发生了改变。 现在,买卖音像产品
的公司不再是根据消费者的需要来组织,而是基于执法部门的压力来组建。 如今的盗版商店更倾向
于采用匿名或者通用名称的方式,例如仅仅只是将一个“ CD / DVD” 的标志悬挂在商店前面。

我们的一些消息人士称,在圣彼得堡,音像制品的零售市场有近 700 到 1000 个“ 固定销售点” ,

包括音像连锁店、独立音像店、报刊亭、街头摊位,以及周末的露天市场。 2009 年,圣彼得堡的电话黄
页中列出了 60 个有品牌的 CD / DVD 连锁商店,这些是有名字并且正式注册了的商家,例如 Titanik

和 Nastroyenie。 此外,还有 30 个一般性的 CD / DVD 连锁店。 尽管从名字上很难看出区别,这些店铺
的所有形式是不同的,有的是登记在私人名下,有点是挂在一些大公司的连锁机构下。

盗版销售向匿名、移动性和灵活性转移最明显地体现在报刊亭和街头摊贩,它们主要分布在火
车站、地铁站,以及交通密集的区域。 流动商贩也变得普遍起来,尤其是在地铁上。 这些商贩大多都
从属于大型的供应网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小心谨慎地躲避警察。 这种商业模式的风险决定了它更
倾向于低价位和快速周转,这样遇到逮捕或突击检查的损失最小。 因此投入的周期很短,利润率也
不高。 于是在这个层次上盗版生意主要以廉价的音像制品为主。
市政府试图管理并禁止这种不正规生意的努力在短期内有一定成效,暂时的解散甚至摧毁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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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市场。 但是从广泛的效果看,则是使得街边贸易更加不正规。 一个在圣彼得堡的音像专卖店的销
售助理这么解释:
有组织的盗版市场和大型网络被警察摧毁了,然后就变得无组织了。 现在瓜分这个市场的
有乌克兰人,还有塔吉克斯坦人。 以前这些市场有专门的收银台,现在都没有了。 市场上几乎
什么都有,在这个城市任何东西都可以买到。
这个商贩还认为,市政府的做法不但没有彻底取缔盗版贸易,反而将盗版市场仅有的最后一点正
规性和透明度都抹煞了,使其变得完全的地下化,并且为更有危害的非法贸易和劳工行为敞开了大门。

2006 到 2007 年的大取缔活动和地方性政策的改变,也进一步改变了贸易状况,使保护成本大幅

提高。 在 2005 年,根据消息人士透露,维持一个在莫斯科的销售点需要 5000 到 7000 美金一个月,大

部分是租金和给警察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贿赂。 即使这样仍然可以赚到 4500 到 6500 美金一个月。
但是如今,利润变得小多了。 包括贿赂在内的经营费用大约要 1 万美金一个月,这就使得收益很不
稳定,除非是那些最高销量的卖家。 这些变化相对于省一级的城镇来说就没有那么大,因为那些地
方给警察的费用相对比较低廉,警察方面也没有太大压力。
光盘的零售市场于是继续分化。 消息人士称,正版产品与盗版产品的比例与生意规模的大小和
正规性是相关的。 大型的连锁店里面会有更多的正版产品,而非正式的商家里面往往全部都是盗版
产品。 这样的市场结构使得很多卖家很难向合法转变。 我们所采访的卖家都不相信仅靠销售合法
商品能维持一个中小型的生意。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他们有强烈的想要合法化的愿望,但是又面临
来自最低价格的街头卖家的竞争。 其中,一个来自圣彼得堡的中等规模的盗版音乐商家这么争
辩到:
商家:假如一个商店里只出售正版商品,但是当你走出去就会发现二十几个卖盗版碟的人,
而且还卖只有一半的价格。 你可以试想一下跟他们竞争的结果。
采访者:销售正版商品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利益吗?
商家:对于我们来说,少一点麻烦就是最大的收益了。 如果从避免任何麻烦的角度看,销售
正版商品确实会给我们带来利益。 但是,如果你的周围都是盗版的商店、摊铺、报刊亭等一群通
过价格来打压你的对手呢? 感谢上帝,地铁上的销售行为两年前被禁止了。 但是我的意思是,
不仅仅是地铁,还有其他地方,这给正版生意带来很大的影响。 因为如果顾客可以用一半的价
钱买到盗版产品,他们为什么还要买正版呢?
在这种情况下,盗版并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决定生意存亡的问题。 同时它带来了商店卖家
和街头商贩之间激烈的竞争。
那些( 表面上) 只卖正版产品的大型连锁店的存在,说明重要的区分因素并不是传统上的正规与
不正规,而是经营规模。 如同一个消息人士说的那样,完全合法的媒体零售业在俄罗斯是一个“ 奢侈
的行业” ,因为回报率很低,而且投入周期很长。 只有那些有充足的资金背景,并可以从其他方面获
利的公司才能“ 根据游戏规则” 玩得起。 最近建立的一个音乐连锁公司 Nastroyeniye( 俄语“ 氛围” 的
意思) 就是一个例子。 Nastroyeniye 以正版、高品质的媒体产品著称,它同样是公司多样化战略的产
物①,其获益并不是仅仅靠零售市场。 在很多分析人士眼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分点,他们认为严
格执法和高价格最终使这些大公司收益,而低端的卖家———如果继续被压榨———则变得更加贫困。
①

Nastroyeniye 的前身是圣彼得堡( 在全国都有分支) 的一家叫做“ 火山” ( Volcano) 的赌场,由于该市禁止赌博的限令开始生

效,于是赌场做起了别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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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版媒体的销售商和发行商很快意识到了这种去正规化的趋势。 有些人认为这会损害消费者
的利益。 另一些人则谈到了盗版产品质量和种类的下降。 很多在圣彼得堡十分出名的、被认为是最
好的仓库,曾经以快速提供大量丰富多彩的音乐和电影而著称,它们也都在 2006 到 2007 年的取缔
活动中被关闭了。
消费
在采访中,执法部门的官员总是指责盗版产品的消费者,批评他们不尊重知识产权,对什么是盗
版产品认识不清,在经济利益面前丧失了对盗版的道德底线。 在这份报告中,我们采访了在伊尔库
兹克的 DVD 消费者,调研了圣彼得堡的一个消费者小组,并分析了网上的讨论。 这些研究发现,俄
罗斯消费者其实对盗版消费是有一定辨识能力的,他们的道德观非常复杂,绝不仅仅是忽视、贪心或
参与盗窃。 虽然道德说教很难避免,但是谴责主要是针对大公司对媒体市场的霸占,以及美国对俄
罗斯如何公正对待盗版和正版生产者的决策上施加的压力。①

“盗版” 在这样的语境中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包括了一系列的活动,而一般的俄罗斯消费者只

是在与媒体市场接触的时候才会去识别盗版。 盗版音像制品与假冒是被严格区分的,后者是以假乱
真并保持正品的价格。 其他形式的非法复制行为,即使复制的质量很差,也是能被接受的,有时候还
很受欢迎。 俄罗斯消费者对于非法音像制品、盗版贸易及盗版从业者广泛持包容和中立的态度。 与
道德上的漠不关心不同的是,俄罗斯人对盗版相关的政治议题十分关心,当然关心的是行业相关利
益者所不喜欢的方向。

消费的社会经济学
我们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的俄罗斯消费者都是盗版经济的积极参与者,无论是购买盗版 CD 或

者 DVD 产品,还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下载和分享数字文件。② 采用哪种盗版消费方式主要是取决于不
同的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购买力、对高科技的了解和文化资本。

我们在 2008 年 12 月在伊尔库斯克底市场发展中心的 300 名 DVD 消费者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发

现,大学生是最积极的盗版电影观众,而且引导了从光盘购买发展到数码分享的转变。 个人电脑、校
园网以及快速增长的家用宽带网络,在我们所采访的这群人中很普及。 虽然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
网络技术的高普及率让我们惊奇,但是让我们真正吃惊的是网络下载的频繁程度:50% 以上的受访
者表示他们一周内至少下载电影或者视频三次。 在享有宽带连接的受访者中,平均每人一个月下载

10 张专辑和 5 到 10 部电影。 尽管网络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受访的大部分消费者仍然从盗版商
那里购买碟片,尤其是那些低收入人群,几乎只买盗版碟。

对于购买正版光盘和付费下载的看法,人们表现不一。 学生一般忽视授权问题:只有 17% 的学

生表示授权许可是“ 非常重要” 或“ 重要” 的( 其他两个选项是“ 不是很重要” 和“ 根本不重要” ) 。 对
于蓝领和白领阶层的人来说,授权许可相对比较重要:表示支持的分别占 45% 和 50% ( 支持表示选
择“ 非常重要” 和“ 重要” ) 。 当问到他们愿意为正版的 DVD 支付多少费用的时候,蓝领阶层的人表
示最多愿意支付 140 卢布( 合 5. 6 美金) ,白领阶层的人表示愿意支付 165 卢布( 合 6. 6 美金) ,而学
①

俄罗斯在这个上面有几乎是唯一的地位,尤其是 AllofMP3 案件的一个消息人士称,俄罗斯现在的地位在于他们在案件中的

②

根据国际商会最新的调查结果,这个数字上升到 89% ,而软件排在紧挨着的第二位,占 80% ( BASCAP / StrategyOne 2009) 。

自我宣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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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愿意支付的价格在两者之间。 但是这些价格都低于正版 DVD 的价格( 一般为 14 到 20 美金) 。 这
凸显了俄罗斯传媒市场的价格不配套。

可以容易地预测,低收入家庭对价格最敏感,同时价格或质量低端的盗版产品对他们的吸引力

也最大。 白领则是潜在的“ 摇摆消费者” ,容易被正版产品的高质量所吸引。 尽管他们也认为正版
CD 和 DVD 价格过高,可仍然会不时地选购这些产品。 更普遍的是,他们热衷于那些超出配额的产
品市场,尽管那里的价格比低端盗版产品的价格要高。 我们的研究明确表明,盗版和正版销售商竞
争的最核心客户就是这群中产阶级,而这些人在适当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倾向于正版市场。

消费模式
几乎在所有例子中,受访者都特别表明有一系列复杂的决定因素可以让他们克服高昂的价格。
大多数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产品的质量和社会功用成为购买的首要考虑的时候。 一些受访者表示,把
盗版产品当作礼物是不好的,从而送礼物就成为了一个买正版 CD 的动机。

我们的研究小组同时也发现,有时候下载其实是一种“ 试用” 行为,消费者通过盗版内容发现哪

些音乐和电影值得购买正版的 CD 或 DVD。① 这种消费模式一般发生在收集者中。 对于很多音乐收
藏者来说,精品 CD 仍然是最高标准,而精美的包装和附属品也为那些热爱音乐文化的收藏者们增添
了价值。 对于 DVD 来说也是这样的,很多受访者表示曾经在看过下载的电影后购买该影片的正版
DVD,当然是以收藏作为主要目的。

盗版产品的样品作用缓解了文化市场缺乏消费引导的问题。 因为消费者选择文化产品的时候

往往缺乏足够的信息,购买结果经常是差强人意。 而在一个低收入、高价格的市场环境下,一个错误
的选择成本往往是很大的。 因此正版的音乐和电影就成了一种奢侈的享受。 而俄罗斯的正版音乐
市场却没有提供什么途径来降低休闲文化消费的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盗版取代了低价电影租赁业
务原本应当承担的角色,因为电影租赁在俄罗斯几乎不存在。

每个受访者都或多或少地认为盗版 CD 或 DVD 比正版的质量差,有时候甚至差到要退货。 但是

很多受访者也明确表示,所谓质量指的并不仅仅是复制的保真度。 对于大多数没有高档电视机和音
响系统的俄罗斯家庭来说,清晰度、环绕立体声,和其他欧美市场讲究的高端效果其实并不重要。 对
他们来说,衡量质量的最重要标准就是是否可以播放。 接下来就是低劣的枪版电影和高质量 DVD

拷贝的区别。 质量同样也包括了碟片封面和插画的印刷。 对一般顾客而言,低端、低价的盗版光盘
往往是在住所和工作单位附近购买的,一旦对其质量不满意就可以去退货。

相对购买力
我们发现,导致俄罗斯的盗版现象最重要的因素是正版市场的产品价格不合理。 俄罗斯的人均

GDP 与正版和盗版价格的对比,充分证明了这种价格失衡。 与其他国家一样,国际授权许可模式只
允许很小的零售价格差异。 国际性的 CD、DVD,和几乎所有的软件,在零售时( 除少数例外) 都是以
西方的价格水平为准,这造成了价格与当地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

与其他盗版现象严重的国家一样,俄罗斯也出现了一些降低媒体产品价格的尝试,其中就有哥

伦比亚和华纳兄弟在 2003—2004 年的“ 大众模式” ,将 DVD 的价格降低到 10 到 15 美金( Arvedlund
①

由于样本太小无法估算这个影响的范围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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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以及俄罗斯本土电影发行商 ORT-Video 更有影响力的努力,包括发行了大量低价影片,并降

低了地方 DVD 授权许可的费用。 软件公司,如微软,则推出了价格低廉的简化版产品,比如 Windows
XP 初级版。 但是这些努力经常饱受争议、时效性很短,在减少盗版问题上也很不成功。 相对低价但
是质量下降了的产品可能能够促进边缘产品的销量,但是对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这些产品无法对
盗版造成有力的竞争。

如何观看《 守夜人》
“ 我个人的观点认为,竞价机制是能够产生

因此也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麻烦。 而且,越来越

了卖座俄国电影《 守夜人》 。 他们在发行该片的

以前,一部 电 影 要 等 上 映 后 2—3 个 月 才 能 出

好效果的。 如 ORT-Vidoe 公 司, 最 近 成 功 发 行
DVD 时采取了降价尝试,价格几乎接近盗版产
品。 取得的成绩就是销量大幅上升,而盗版的
数量只有 可 怜 的 2% 。 随 后, 又 有 将 近 300 部
DVD 形式的电影通过这种价格销售,其中包括
一些进口电影。 大部分电影都是已经在俄罗斯
放映过了的,因此销量很稳定。 有一些这样的

多的正版发行商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发行 DVD。
DVD。 现在,最 多 等 一 个 月。 这 些 最 新 进 展 严
重削弱了盗版贸易。 对于那些试图打击盗版的
人,我个人的看法就是:我们不是固执的匪徒,
我们不过是商人,需要从竞争中获利,因此我们
需要用市场机制来消灭盗版。”

一 个 Veliky Novgorod 的 零 售 商 ( Pravda

DVD 就是在我店里卖出的。 我以一个很合理的 2005)
价格从批发商购进这些产品,它们都是正版的,

俄罗斯的发行商在与盗版价格竞争上采取的更激进的措施则没有持续下去。 那些在功能上做
了删剪的软件也有类似的命运。 它们尽管以机构大宗授权的方式推广出去,但是在零售市场上卖的
并不好,而盗版的完整版本软件的性价比反而更高。 从而国际市场上的 DVD、音乐和软件的零售价
格没有太大变化。 值得注意的一个例外就是本土音乐产业,因为本土音乐相对独立于国际授权市
场,也不受国际定价机制的调整。 与电影和软件行业不同的是,俄罗斯音乐更多的是与盗版进行价
格上的比拼,主要是为了争取更具有经济效益的现场演出的观众数量。
对于盗版产品来说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价格,而是一个由销售时机、质量、受欢迎程度等诸多因素

所决定的价格范围。 正版的价格与盗版的价格之间的差异也大不相同,以 DVD 和零售软件市场上
的差别最为显著。 一个国际大片或专辑的价格往往在 350 到 450 卢布之间( 相当于 2008 到 2009 年
的 14 到 18 美金) ,也有部分售价高达 800 卢布( 相当于 32 美金) 。 而根据国际知识产权联盟 2009

年的统计,占俄罗斯市场 80% 的本地唱片的价格却低廉很多,只有 150 到 200 卢布(6 到 8 美金) 。
零售的商业软件如微软的办公软件套装和 Adobe 公司的创造性套装都按照西方市场水平来标价。①
①

我们的研究,虽然不是通过我们的亲自调查,揭露了对于一些货物而言,有一些价格数据上的问题是无法解释的。 例如微

软的代表批评我们用零售价格来计算对于其小企业的价格,因为微软对于小企业而言有一定额度的折扣( 与微软与其他大公司之间
协商的相对低价的一揽子许可销售方式类似) 。 虽然我们的例子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有代表性的,但是没有哪一家接受过采访的商
家有从本项目的参与中得到任何的好处。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现在市场已经分割为高端的正品和低端的盗版产品两个部分。 这样
的现象是由很多原因导致的,从对许可系统的投入不够( 市场的完善需要大量的当地投资) 到勉强小商业者按照强制的规矩———除
了一切不必要的规范之外———去规范其商业发展。 这些解释并不是自相矛盾的。 在我们对任何事件的描述中,我们与 BSA 过去五
年中关于 68% 到 80% 的软件市场盗版率的数据是相符合的。 同样的,对于音乐定价的复杂问题也是在我们的考虑范围的外部,包
括对低价包装的国际流行唱片的销售和对一些实验性的唱片短期集中销售并降低国内售价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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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的盗版 CD 和 DVD 的价格则只有 100 到 150 卢布(4 到 6 美金) 。 一些压缩盘———例如

10 部或者 20 部电影的合集或者 20 到 30 个商业软件的合集———价格往往更低,通常只有 50 到 100
卢布(2 到 4 美金) 。

这些价格对于俄罗斯居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俄罗斯的人均生产总值大约为 9000 美金( 根据

IMF2009 年数据) ,比美国人均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稍微少一点。 俄罗斯的中等年收入低于 5000 美
金,而其中的高收入者则大量集中分布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即使是在盗版价格高昂的环境下( 相对其他国家而言) ,盗版的市场吸引力依旧很明显。 俄罗斯

高质量盗版 CD 或 DVD 的价格与美国正版的价格在相对人均 GDP 的水平下是相当的。 盗版市场事
实上是俄罗斯音像制品的唯一大众市场。 在软件市场,这种价格不相称更加明显。 在圣彼得堡沿街
的市场调查中,我们发现很少有单独的软件或游戏拷贝,大多数都是大型的盗版软件套装,而且只卖
几美金。 根据微软的说法,盗版软件仍然很普遍,在主要零售连锁店中大约占了 25% ,而在偏远地区
能占到 70% 。 根据我们获得的信息,很多盗版软件现在是通过非商业的网络分享来流传的。

这里正版媒体的定价模式( 见表 4. 1) 和我们在其他国家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电影行业更加

全球一体化,因而保持了在 DVD 价格上高度的统一。 无论是哪里出品影片,14 到 15 美金都是大多
国家的 DVD 起步价。 俄罗斯的卖座大片《 有人居住的岛》 ( The Inhabited Island, 2008) 的零售价格就
和好莱坞大片《 黑暗骑士》 ( The Dark Knight, 2008) 的价格一样。 音乐市场的情况就复杂得多,价格
从最顶级的酷玩乐队( Coldplay) 的《 Viva la Vida》 到中间级别的季马·比兰( Dima Bilan) 的《 Against

the Rules》 ,再到本土的 Krematorium 的《 Amsterdam》 ,其价格只比高级的盗版高一点点。 相比之下,
商业和娱乐软件在零售价格上几乎没有地区差异( 尽管在其他国家,机构市场往往由低价的批量授
权许可来进行) 。

表格 4. 1

正版和盗版的价格比较 2008—2009

电影

黑暗骑士
有人居住的岛
10 到 12 个电影合集

正版价格

相对购买力价格

盗版价格

相对购买力盗版价格

15 美金

75 美金

5 美金

25 美金

—

—

4 美金

20 美金

15 美金

75 美金

5 美金

25 美金

音乐
酷玩乐队《 Viva la Vida》

季马·比兰《 Against the Rules》
Krematorium《 Amsterdam》

11 美金

55 美金

5 美金

25 美金

6. 5 美金

32. 5 美金

5. 75 美金

28. 75 美金

260 美金

1300 美金

—

—

999 美金

5000 美金

—

—

8. 5 美金

42 美金

5 美金

25 美金

商业软件
微软的家庭高级版本
微软办公室套装 2007 小企业版
Adobe PS CS4 扩展版

500 美金

2500 美金

—

—

游戏软件
侠盗飞车 4( Grand Theft Auto IV, 2008)
马里奥赛车( Mario Kart) ,Wii (2008)

20 美金
50 美金

1000 美金
250 美金

—
—

—
—

上述表中正版的价格是俄罗斯大部分地方的市面售价。 通过 CPP 或者比较购买力调整后的价格是按照美国人
均 GDP 比例计算的假象价格。 盗版价格和盗版 CPP 价格也是在同样的方式下计算出来的。
来源:作者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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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版权
作者的权利和版权的商业特征在俄罗斯版权法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两者在我们采访的很多
俄罗斯消费者心目中也是不同的。 在我们的采访中,受访者对作者和艺术家的同情感是很强烈的,
而对将文化产品商业化的生意却没有同情。 对盗版的认可则恰好在这二者之间:
他们通常购买一个电影的播放权,但这往往与作者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我买没有授权的光
盘的行为和作者也没有任何关联。 我们常常把作者的权利和正版光盘混为一谈。 但是他们是
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23 岁的圣彼得堡男性消费者)
许多调研对象能够对版权、作者权利、商业授权进行准确的描述,尽管他们对于版权法的知识并
不完善。 大多数人的共识是,文化是人类共有的遗产,应归属于公众领域让所有人共享。 当被要求
进一步明确立场并对现行版权法发表看法,他们往往表示商业化的权利应该被限制。 而版权法中规
定的保护期长达作者死后 70 年是最不被理解的:“ 为什么一个艺术家的继承人能够享受到这个艺术
家的权利呢? 在我看来,当一个作者死后,他的作品应该是属于全人类的,属于社会的” ( 一个 41 岁
的圣彼得堡人,接受过高等的教育,有高收入,从事市场营销工作) 。

受访者对盗版的态度往往将他们对公共获取的偏爱与对商业实践和商业文化的玩世不恭态度

结合起来。 尽管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知道销售盗版光盘的行为是违法的,但几乎没有人认为盗版行
为是很严重的道德问题,也没有人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一种犯罪。 有人甚至表达对盗版商的支持,还
有人认为盗版填补了俄罗斯文化市场的空白。 当然也有一些人表达了对与正版产品价格相同的假
冒产品的反对,而这些产品与盗版音像制品是不同的,因为后者公开在盗版市场销售或者通过网络
的 P2P 模式传播。

我个人对盗版的态度是中立的。 当我突然发现一个盗版产品,而这个产品正是我苦苦寻找
的东西的话,我会觉得非常高兴,会很感谢那些从事盗版行为的人,因为是他们满足我的需求。
我觉得我会很支持他们。 (24 岁,圣彼得堡学生)
当网络分享模式来临之后,黑色交易带来的一切良心上的不安都统统消失了。 网络免费下载以

及 P2P 的分享模式得到受访者的一致支持和喜爱。 这种支持的核心是因为网络模式没有盈利目的,
消费者也不会被卷入腐败的商业文化。 我们的研究发现,P2P 在俄罗斯人对待盗版的态度上是一个
焦点,同时还有自我经济利益的考虑,以及总是压倒权利人诉求的道德框架。

假冒产品
在俄罗斯,“ 盗版” ( piratka) 和“ 假冒” ( kontrafakt) 常常被行业和媒体在评述版权侵权( 这个专业

术语却很少被提及) 时混为一谈。 传统上来看,盗版和假冒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现象:盗版是指未经授
权复制作品的表述内容;假冒是指未经许可地将品牌名称使用到便宜的复制品上———通常涉嫌顾客
欺诈行为。 前者侵犯的是版权,而后者侵犯的是商标权。

消费者通常认为盗版是一个中性现象,只受有限的道德谴责,而假冒( kontrafakt) 则带有强烈的

负面意义,可能带来生命健康的危险,尤其是与假药和假酒相关的时候。 如我们在第一章讨论的那
样,盗版和假冒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没有关联的。 试图精确复制正版光盘包装来以假乱真的行为是很
少见的,而在网络环境下根本没有意义。 跨境走私———作为假冒产品贸易的基础———已经被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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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地生产和销售网络所取代了。
然而在俄罗斯,处于中心地位的合法工厂从事超出配额生产的行为就给两种现象之间架起了桥
梁,虽然这里的假货质量并不差。 俄罗斯的假冒现象在本报告中是独特的。 尽管如此,我们并没有
发现广泛的欺诈现象。 俄罗斯人很精于在价格和质量之间做辨别,这也许是长期在黑市中购买奢侈
品而积累到的经验( Dolgin 2006) 。

当复制行为仅仅是超配额生产的时候,讨论欺诈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消费者得到的正是他们所

期待的。 很多时候,买非授权产品正是货比三家之后的有意之举。 消费者关心的是性价比,而不是
产品的来源。 在这种情况下,对盗版产品的不满只会是由于质量与价格不符。 这种性价比考量决定
了俄罗斯市场上的盗版产品谱系。 比如,低质量的盗版产品卖的比较便宜,所以相对应的买家就要
承担一定风险。
当然,故意欺骗消费者的行为也不是没有。 有很多方法可以通过改变包装来误导消费者对内容
和质量的判断,这样的产品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市场上并不少见。 但是在盗版市场上,由于对回
头客的依赖,以及由此而生的诚信的重要性,欺诈行为难以立足。 私人商贩非常看重他们的客户服
务,为有缺陷或假冒的产品提供替换甚至退款。 这样的服务经常比正版市场要好。 圣彼得堡的一家
主要音像制品店就有如下声明:“ 正版光盘一概不退不换” 。

我们同时认为,盗版零售的去正规性很可能会对这种服务至上的模式带来很大冲击。 一旦盗版

市场腾出空间来给合法市场,那么消费者和卖家之间的联系就会变得很脆弱,反而会使得越来越多
的欺诈发生。

本土影响
道德上对盗版的支持经常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 在俄罗斯消费者眼里,美国在知识产权和
贸易问题上对俄罗斯政府施加的压力是典型的商业帝国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公司的知识产权
被标上道德折扣的标签,很少有人会去关心盗版带来的冲击。
相比之下,我们的很多消息人士都相信本国音乐和电影并没有遭受到外国作品那样严重的盗
版。 尽管实证数据不多,但是我们能从很多经济和社会因素看到引证。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
是成本:俄罗斯的授权经济将市场分成了俄罗斯音乐和外国音乐两块。 授权和生产俄罗斯音乐的花
费要远低于外国音乐,因而最终光盘成品的售价和盗版产品差不多。 当盗版产品的价格是 4 到 5 美
金,而正版产品的价格是 6 到 8 美金的时候,消费者很容易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 相比之下,外国音
乐的正版 CD 售价往往要到 12 甚至是 30 美金,而销售这样产品的市场规模是非常小的,市场范围也
十分有限。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俄罗斯对本地和外国的艺人也有区别对待。 圣彼得堡的音乐销售商们指
出,这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即音乐人、制作人、唱片公司和销售商之间都有尊重本土产品的默契。
“ 没有人希望伤害自己人” ,一个销售商这样说到。 在我们消息人士描述的几个例子中,圣彼得堡的
唱片公司会亲自造访那些盗版当地乐队的店主,而乐队和制作人也会在专辑发售前提醒店主拒绝盗
版产品。
但是,在俄罗斯,对于本土音乐作品能否免受盗版复制的看法并不一致。 一位反盗版机构的代
表这么跟我们说:“ 他们在网站上声称他们不会盗版俄罗斯人的产品,得了吧,每个音乐人都被盗
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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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版的经济功能
出于一些很明显的理由,行业研究和游说经常把盗版行为描述成对俄罗斯经济的损耗,并重点

强调版权持有人的损失。 BSA 估计在 2008 年,俄罗斯因为盗版导致的软件行业的损失高达 42 亿美
金( BSA / IDC 2009) 。 创造性地重新书写盗版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变得很普遍。 BSA 现在还开始估
算软件盗版导致的工作流失。 但是这种将盗版等同于损失的做法是有误导性的。 盗版并不仅仅是
俄罗斯媒体经济的漏水口,而是媒体经济的一个根本的组成部分,与各种正版行为和企业形式紧密
交织在一起。 而且损失的对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从严格意义上讲,国际权利人的损失恰恰是
俄罗斯商家和消费者的获利。 相比之下,俄罗斯权利人的损失则代表了俄罗斯经济内部的复杂的重
新分配,钱并没有真正的“ 损失” ,无非是花到另外的地方而已。 像俄罗斯这样更多的是进口而不是
出口知识产权的国家,这种交换的平衡可能是更有利的。①

即使是执法部门和反盗版组织,关于媒体盗版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也持不同观点。 当然,把盗
版看作是偷盗行为的负面看法是很普遍的。 不过也有不同观点,主要是解释而不是支持盗版。 非正
规经济对于俄罗斯来说是额外就业和收入的来源,更是繁荣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基础。 这样的功能对
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以外的地区来说更加重要,因为在这些地区的商业媒体基础设施非常不发达。
在非正规经济中生存
媒体盗版对很多从事低端零售业的人员来说是很有诱惑力的,因为它比其他买卖有更高的利

润。 根据我们对商贩和店主的采访, 销售正版产品的利润, CD 是 80% 到 150% , DVD 是 80% 到

200% ,过时的激光唱片( LP) 是 40% 到 60% 。 盗版产品的利润一般都是 200% 到 300% 。 对于处于
经济底层的劳动者而言,这种吸引力不言而喻:非正规经济为那些难以找到正经工作的人口提供了
就业机会,尤其是城市贫困人口、外来打工者,以及学生。 街头贩卖的形式通常也适用于其他商品,
如食物和衣物,但是 CD 和 DVD( 盗版) 会带来更高的利润空间。

这种非正规商业经济形式在圣彼得堡种类繁多,从地铁口的移动商贩,到有组织的露天市场,再

到固定的零售商铺。 根据我们的估计,在 2008 到 2009 年大约有 150 到 200 个徘徊在地铁口的商贩。
大多数都是搭张折叠桌子,可以随时拿起来就离开。 这些在不同地铁站的小贩们几乎都从属于一个
庞大的供应链,由一个顶头老板获取最大的利益。 一般来说一个小贩能从他的营业额中得到 10% 的
提成。 根据我们的调查,一个小贩一天大约能赚 500 到 1000 卢布(20 到 40 美金) ,大约 450 美金到

900 美金一个月。 这个数字是 2008 年圣彼得堡普通中产阶级收入的 78% 到 157% 。 同样,这个收入
也远高于其他街头生意。 例如在地铁口卖鞋的小贩,也是从早上九点卖到晚上十点,平均一天只能
挣 500 卢布(20 美金) 。 整个城市的街头盗版贸易大约每年盈利 1 千万到 1 千 5 百万美金,其中有

100 到 150 万成为街头劳动力的收入。

因此,贩卖盗版产品对一些人来说无疑是好差事,否则他们就只能安于作圣彼得堡的贫穷劳动

者。 大约有 10% 的城市人口生活在俄罗斯的贫困标准以下。 2008 年俄罗斯的中等月收入为 19000

卢布,约 770 美金,而最低生活标准需要 4900 卢布,约合 200 美金( 根据城市统计局 2008 年数据) 。
对很多这个阶层的家庭来说,盗版能带来很重要的额外收入,一个劳力就能养活 2—4 口人。 同时,
盗版贸易的另一个好处是它基本上被社会认可,比贩毒、卖淫或其他形式的犯罪要好得多( Ovcharova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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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得失的分析,详细请查看第一章中的 BSA / IDC 关于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的统计。

和 Popova 2005:15,28,35) 。

一些著名的露天市场,如莫斯科的 Gorbushka 和圣彼得堡的 Yunona,在这个由二手货、灰色商

品、假冒产品,以及盗版产品组成的大型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是它们并不特别。 几乎每一个

俄罗斯的露天市场都销售软件、CD 和 DVD 产品,大多数都是盗版的,而且是盗版产品中的最低端,
即手工作坊生产的复制品。 二手 CD、DVD 和录像带也很普遍。 有些商贩也出售从大型生产商那里
批来的高端盗版产品。 这些市场里的 CD 和 DVD 售价要远低于地铁口的货摊:只有 50 卢布(2 美
金) ,而地铁口则需要 100 到 150 卢布( 合 4 到 6 美金) 。 一般来说,一个卖家在开市的周末能卖出

100 到 200 张光盘,每张赚 5 到 10 卢布(0. 2 到 0. 4 美金) 。 每周末总收益可以达到 1000 到 2000 卢
布(40 到 80 美金) 。 这种松散、兼职形式的市场环境意味着很多商贩其实是工人或服务业者,借此
赚取额外收入来贴补家用。 一个接受我们采访的人其实专职是导游,专门为俄罗斯游客组织海外旅
游团。
小型企业的困境
软件对于很多企业来说都是必备设施,从基本的生产工具到特别定制的、提高商业价值的软件
包。 在零售领域,如果全部采用正版的软件,在俄罗斯是一种奢望。 因为在俄罗斯,正版软件的售价
和西方几乎是相同的,因此也导致一些小企业和刚开始起步的企业无法支付这么大笔费用。 尽管一
些开源软件能够提供几乎相同的软件服务,而且还是免费的,但是开源软件采用率不高,而且有时功
能不够好,因为商业软件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行业标准。
如果是从免费的开源软件和廉价的盗版软件中选择的话,大部分俄罗斯商人会选择后者。 由此

产生的对俄罗斯下游经济的影响———据我们所知———从没有被统计过。① 但毫无疑问的是,盗版软
件一方面促进了经济活力,一方面又阻碍了开源软件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全球的软件行业来说,盗版软件是新兴软件公司的运作基础,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

2007 年,罗马尼亚总统特拉扬亚( Traian Basescu) 就公开表示了对比尔·盖茨的感谢,尤其是因为盗
版的微软软件为罗马尼亚 IT 业发展的贡献( Reuters2007) 。 尽管俄罗斯公司 1C 和 Kapersky 实验室
已经发展壮大到进入国际市场,并且推动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发展,但是广大的小企业还是倾向于
采用盗版的软件。

对于一个公司而言,为正版多媒体软件工具如 Flash 所支付的费用至少为 2000 美金,而且可能

更多。② 对于网络和设计公司来说,软件的许可费用会是一大笔开销。 很少有公司会投入充足的资
本来保证许可费用,尤其是当市面上有充足的、几乎免费的盗版软件可供选择的时候。 一家在圣彼
得堡的音像制品公司的负责人这么说:
这笔钱( 软件许可费用) 可以够我们四个月的所有办公开销,包括租金、电话费、银行服务
费,还有税收。 哪来的资金周转呢? 这个很难说。 因为收入总是不稳定,尤其是对一个刚成立
的公司来说。 可以说我们没有多余的钱来支付软件的使用许可费用。
其他依靠软件的行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印刷业。 印刷行业的利润是很低的,一开始往往要

依赖可靠的经济基础。 对于每个位子上的雇工来说,软件的投入很容易就达到了 3000 美金,③ 而一
①
②

详见第一章关于为什么 BSA 选择忽视该主题的讨论。

一个典型的专业软件包括 Adobe Creative Suite 5 Master Collection(2500 美金) 以及基础的如 Microsoft Windows,Microsoft Of-

fice,和其他工一共加起来约 1000 美金。
③

一个打印工一般需要 3 到 4 个软件在电脑上:Adobe Creative Suite 5 bundle 1800 美金的低端版,和一般的 Microsoft 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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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型的项目往往需要很多台电脑同时工作。
尽管小企业有充足的理由来采用盗版软件,但这个选择同时也伴随着风险。 小企业往往容易被
发现且被警察和私人调查公司查获。 有效地管理好软件的许可就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规模问题。
对于那些缺乏组织良好的职业 IT 部门的公司来说,为安装在多台脑上的各种软件工具维持一个精
确的许可记录是很难实现的,这为那些原本有良好意图的软件购买者都带来了风险。 相比之下,大
公司更容易承担软件许可的成本,而且他们也具有更好的与软件商讨价还价的地位,并可以有效地
避免突击检查。 对于小公司来说,一个突袭或监察就会是毁灭性的。
正版产品和盗版产品之间巨大的价格差异,也为俄罗斯零售领域的不同商家带来不同的商业机
遇。 因为只有资金充足的大公司才能够经营得起正版生意,所以执法行动事实上成了这些大公司的
保护伞,帮它们清除了一大批来自底层的竞争对手。 尽管大公司们声称他们是以很大的商业代价在
坚持正版,但俄罗斯过去 15 年的历史却毫无疑问地书写出一个寡头经济特征。 大集团的商业优势
得以不断地自我巩固。 知识产权执法免不了成为这种寡头经济的帮凶。

盗版的文化功能
理解盗版文化功能的关键在于看到合法产品的稀缺。 除了国际热卖专辑,其他的外国音乐在俄
罗斯都没有正版供应,即使是在圣彼得堡,这个俄罗斯第二大的影音市场。 各省级的市场情况更糟
糕。 大型发行商不会去理会那些没有国际流行性的小众音乐或艺人。 而生产商会作出类似的选择,
因为国际授权费用很高。
连锁店的增多、生产和分销的集中,以及小型零售商的警方压力,这些因素是这个问题的根源,
也是表现。 它们都导致客户关系在零售行业中的作用在日益减小。 顾客对零售商、发行商和生产商
的有效反馈,在多元产业链的新时代变得越来越弱,这反而成了盗版零售和生产的一个典型特征。
因此盗版商的市场优势不仅仅局限在价格上,还在针对消费者的需求上。 盗版市场的多样化对那些
特别关心国际潮流的人群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俄罗斯城市人口。 他们
十分关心如何和国际接轨,感受国际文化的丰富多彩。
我们在对圣彼得堡老居民的采访中也看到了盗版在共产主义转型过程中的影响。 在苏联共产

主义时期,知识分子的社会意识往往是通过吸收被禁的西方文化来形成的( Baker 1999) 。 共产主义
化的审查机制一旦终结,人们对这些西方文化的需求越发不可阻挡。 大批的电影、书籍和音乐涌入
市场。 但是由于价格因素,它们无法被广大俄罗斯人享有。 盗版产品———从早期的书籍和磁带到如
今的光盘和电子文档———成为这个问题的主要补救。
专卖店
俄罗斯的城市文化多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音像专卖店完成的,他们往往销售各种小众类
型的电影和亚文化音乐。 因为正版的生产商和发行商不能有效出版小众产品,专卖店大多都是以销
售盗版产品为主。 通常他们是各种类型音乐和电影的唯一提供商。
对这些店铺的管理往往混合着商业目的和使命感。 根据我们的研究,店主们总是强调他们在教
育俄罗斯听众方面扮演的角色。 这种想法虽然没有减少盗版的道德问题,但是通常可以克服对盗版
的道德不安。
从道德层面上看,侵犯他人的权利确实是不好的。 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 但是我这么做
并不是为了获得巨额利润。 我这么做是因为我认为这个国家、这个城市里的人有权利来享受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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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这么好的音乐和电影。 我不会因为做这些事情而富裕,真的。 但是人们从而获得了这么好
的东西。 ( 一家圣彼得堡的著名专卖店老板如是说)
2009 年圣彼得堡有大把出售音乐和电影的专卖店,同时也有 2 到 3 家专门卖视频的店。 这些店

的社会角色远远超过了那些传统功能的零售店。 他们帮助当地专门从事收藏的人们,为发烧友提供
服务,甚至组织电影的播放,而且最重要的是帮助那些还不那么出名的本土艺人们宣传他们的作品。
一些这样的商店里有专门的 MP3 和 MP4 文件列表,并提供刻录服务。 顾客与零售商之间的交流决
定了如何进货以及如何服务。

新的市场模式能够,也常常是被客户创造出来。 同时商店的老板和职员对建立观众群也有很大
作用:
是的,我明白那些东西是盗版的。 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采用那些盗版产品的话,电子音

乐发烧友就不会知道弗兰唱片( Frans label) 和紫罗兰项目( Violet project) ,它们把电子乐与迷幻
结合起来。 没有俄罗斯的杂志会介绍他们。 而且哪一天如果有人想组织一场紫罗兰演唱会,也
没有人会来,只有那些通过网络下载过的,或者从我这里买过的人会感兴趣。 ( 圣彼得堡一家音
乐专卖店的经理)
这位经理同样认为她帮助俄罗斯进入了全球音乐演出市场:
我想有那么一天 Sunn 团体来到俄罗斯。 为了他们能来到俄罗斯,我需要为他们的到来提

供一个平台,就是观众。 于是我到一个组织者那里跟他说:“ 我们把 Grey Anderson 弄到俄罗斯
来吧。” 他问我:“ 会有人看吗?” 每一个组织者都会想知道是否会有人去看。 正是因为这样,我
就开始准备我的观众。
因为大牌的正版发行商很少发行国际流行唱片以外的产品,所以俄罗斯的国际音乐文化基本上
是由盗版网络建立的。
对于专卖店的职员来说,维持这种听众品位,建立、推广以及促进消费需求的连锁效应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 一个很受欢迎的圣彼得堡的独立音乐店就有三个仓库,每个仓库中都存放有正版商
品和盗版 CD、DVD 的混合。 对店主来说,竞争的差异并不是正版与否,而是服务质量:从提供产品的
种类范围,到更新的周期,再到送货速度。 商店店员要保证店里存有那些在国际音乐杂志上( 如已经
有网络版的《 Wire》 杂志) 有口碑的作品。 而供货商则总是阻碍零售商的更新速度。 正如这位专卖店
经理强调的那样:“ 我告诉他们,既然你们是做盗版的,那就给我最新的音乐!”

在我们的采访中发现,音乐制作人和音乐家们对盗版在音乐上的推动作用的态度大多模棱两

可。 尽管很多人将盗版视为“ 盗窃” ,但大多数人还是知道盗版帮助他们建立了现场演唱会的观众基
础,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流行的风尚标。 一个唱片推广人认为:

如今盗版已经不是针对所有东西了,谢天谢地。 他们也必须盈利。 所以当我看到我的一个

作品被盗版了,这对我来说是个好事,说明我是很受欢迎的,我的推广工作是有效果的。 Pogu-

din, The King and the Clown, The Pilot, 和 Night Snipers 也变得流行了,是的。 盗版商盗版了他
们,而我觉得很自豪。

市场的拓展
文化产品市场要 比 既 有 的 正 版 市 场 广 泛 的 多。 盗 版 生 产———有 时 候 是 一 些 非 商 业 化 的 产

品———填补上了这个空白。 比如,纪录片和文教片是两个很受欢迎的类型,却从没有以正版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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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过。 但是,英美合拍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片却在盗版市场上出现了。 打坐和瑜伽的视
频、自救的音频书、语言课程、宗教资料( 从东正教到佛教再到天主教) 都在盗版市场上广泛地流通。
虽然商业性的媒体材料明显是盗版的,但是其他一些例如宗教题材的内容却没有商业意图。 其主要
目的是流通而不是买卖,而非正规市场提供了流通的渠道。
盗版市场与消费者的紧密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生产上的创新,而这种创新有时候能缔造出
原创的、有价值的新作品。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未经许可地为外国电影加字幕与配音。 一个在圣彼
得堡的露天市场 Udel’naya 的商贩这么评价这种现象:

他们在电影院里偷拍这个电影然后把其中的对话翻译出来。 有一个专门的网站,Kvadrat

Malevicha,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几乎所有西方电视剧,像《 迷失》 等等。 他们提供了所有流行的电
视剧,这些电视剧在我国根本没有播出或是延迟了很久才播出。 这个网站在自己的录音棚里把
电视剧翻译成我们的语言( 俄语) ,没错,他们有自己用来翻译的录音棚。
俄语的电影配音传统加上相对廉价的混音设备还造就了一个流行的另类旁白类型,其先锋是

Dmitri Puchkov( 又称“ Goblin” ) 。 许多这种另类配音真正是为了提高翻译质量,使其更符合俄语口语
习惯。 而有一些则是“ 恶搞翻译” ,用以调侃原文。 Goblin 恶搞《 指环王》 、《 黑客帝国》 和《 星球大战》
的作品都广受欢迎,并推出了双轨 DVD 版本。 上文提到的商贩注意到:

现在的盗版开始为电影添加新功能,消费者可以在“ 普通” 翻译和 Goblin 的“ 恶搞” 翻译二

者之间进行转换。 这些电影都有两条音轨。 这样的形式在市场上是非常受欢迎的。

在中低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是国际大片合集和热门音乐汇编。 尽管有些盗版产品是直接复制
正版发行的流行专辑汇编,但很多是盗版商自己进行汇编后的产品。 一些还包括了新的歌曲,加入
了在俄罗斯很流行的音乐。 专辑形式的没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盗版商发现消费者喜欢自己挑
选歌曲而反感滥竽充数的曲目。 那些根据演员、主题、类型进行整理后的 DVD 汇编,绝大多数都是
盗版生产商的原创。
重塑知识分子
从共产主义转型十年后,经济发展局的 German Gref 对俄罗斯文化系统做了很悲观的估计:影

院、博物馆等文化基础设施急剧减少;许多俄罗斯地区的文化和信息变得越来越封闭;文化领域的劳
动者的工资不断减少。 作为结果,他认为俄罗斯在世界文化生产中的地位正在减弱( Gref 2000) 。 在
这个衰退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学校、管弦乐队、博物馆、其他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公务员和俄罗斯知识分
子的核心。 几乎是垂直下落的收入和不断上涨的文化教育成本使得这群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人口
自然成为了盗版媒体的消费者。 而盗版市场的多样化,尤其是一些非主流的外国进口作品更加巩固
了他们与盗版产品的关系。
在我们的采访中,他们表现出来了对盗版产品的极大兴趣。 甚至一些人称盗版是他们的救济或
拯救。 他们的意思就是盗版产品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接触非主流媒体文化的唯一途径,从独立音乐和
艺术电影到更多的西方文化。 对这群人来说,盗版的媒体获取并非是一种奢侈的享受,而是他们作
为音乐家、作家、剪辑师和制片人所从事的专业活动的需要。 盗版,而不是正版更能满足他们与国际
文化接轨的需求。 因此,盗版也成为他们作为专业阶层生存和更新的基础。 一个圣彼得堡的影评人
兼大学教授解释说:
图书馆的资料是如此的贫瘠,我什么都找不到,最新的资料都没有,都是一些 1985 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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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只能看到从我们电影院播放的电影的话,我会失去我的工作的。 我将什么都写不出来!
感谢盗版,我能下载到我需要的书。 试想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没有机会接触到最新上映的电
影,那杂志里还能写些什么呢?
这种观点在俄罗斯是很普遍的,并且印证本文的一个发现:盗版传播不仅仅在传媒市场的产品
获取和消费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它还对媒体制作也至关重要。 除了俄罗斯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
的高收入阶层以外,媒体文化的全球化几乎都是靠盗版产品完成的。

法律和执法
1991 年苏联解体之后,执政当局开始建立法律体系以迎接新到来的市场经济,包括第一次出台

西方化的知识产权法。 1992 年的《 电脑软件和信息法律保护法》 和 1993 年的《 作者权与邻接权法》 ,
凝结了多年来试图将欧洲知识产权移植到俄罗斯土壤的努力。 与伯尔尼公约相一致的是,在新法中
版权被认可为一种私权利,并且给侵犯这种权利的商业行为施加了刑法惩罚。 刑罚条款同样也写进
了《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主要是保护软件不受非法的商业复制。 根据 1997 年的刑法,侵犯上述权
利的会被判处 2 年 以 上 的 强 制 劳 动 甚 至 并 处 罚 金, 但 是 这 样 的 条 款 很 少 被 真 正 实 施 ( Golavonov

2008) 。

1992 年后,知识产权执法的责任被指派给了俄罗斯新的警察部门,由 MVD( 国土安全部) 和 FSB

( 国家安全局) 组成。 大批非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组织也开始出现,保证国外( 然后国内) 权利人的利
益在执法中起到主导作用。

新的法律机构———尤其是法律执行部门———在这段时期内却格外虚弱。 财政支持上的缩减和

警察机构级别的降低使得能够实施知识产权执法的资源更加减少。 快速而剧烈的后共产主义转型
带来社会和经济的动荡,伴随着犯罪率的大步攀升,导致有组织犯罪横行泛滥。 这些犯罪组织与执
法部门相勾结,经常逍遥法外,不涉及暴力的财产犯罪更是无人制止。 尽管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在

1990 年代对盗版横行多次提出了抱怨,尤其是对俄罗斯执法部门的无能,但是这些抱怨在那样一个
社会秩序混乱而且法制也不健全的大环境下就显得没有什么政治意义。①

形成新的法律、公民和经济秩序并没有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而坎坷的过程,这其中包括

1998 年的大型经济危机。 一直到 21 世纪初期,俄罗斯政府仍在不断修改新的法律体系。 在知识产
权政策方面,一个新的因素就是国内知识产权游说力量的出现。 其主要来自重新恢复的电影工业和
新兴的软件行业,并且与西方公司有紧密联系。 这个游说力量开始不断地催促俄罗斯政府行使更有
力的执法来遏制盗版行动的猖獗。

新的执法号召者推动了法律、执法和司法程序的改革。 在 1995 到 2000 这段时间,代理盗版侵

权原告方的律师总是经历着来自法院的压倒性的消极结果,所以他们始终努力来改变和精简警察和
司法程序。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障碍就是缺乏多部门之间的协同性。 案件总是被在几个部门之间流
转处理,过程十分缓慢,常常因为其中某一个部门不能很好地跟另一个部门协同工作而导致整个调
查变得异常缓慢。 而程序最后的惩罚一般说来也没有说服力,而且普遍被认为是没有效果的。 流传
在律师和检察官之间的一个说法就是:“ 一个盗版侵权案件等于三个亟待解决的谋杀案” ———他们指
①

根据法庭的统计,在这段时期内对盗版分销商和卖家的起诉常有发生,但是是以不正当竞争,而不是用盗版的罪名。 这样

的案件很少能开庭审理,大多数的行业参与者对俄罗斯法律提供的民事救济都不感兴趣。 俄罗斯第一期基于软件的盗版案件是
1995 年 1C 公司起诉 Nais,本案是第一起成功起诉盗版软件的案件。 而本章中首先提到的 Bulgarian 案,是 1997 年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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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花在版权侵权案件的人力物力可以说是一笔大的浪费。 对于很多法律界人士来说,只有加强对
盗版打击的法律制度才能改变知识产权法的低效能现状。 对于执法部门来说,很少把知识产权案件
优先处理,精简知识产权的办案程序能够有效地解放出他们的工作时间,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处理他
们认为重要的事情。

在 2001 和 2002 年间,俄罗斯举行了多场政府和行业间的高层对话,并且设立了一个中间机构

委员会来协同进行知识产权政策和执法保护。① 第一次重大的立法改革发生在 2003 年,修改了刑法
典的 146 条。 修改后的 146 条赋予了警察单方面进行调查取证并做出逮捕的权力,加快了刑事案件
的公诉,以及在法定刑罚之外增加了民事刑事处罚力度。 这些修改为新的知识产权立法铺平了道
路,成就了日后的民事法典的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是用来统一俄罗斯的知识产权法,使其和国际上
的知识产权公约变得一致,包括伯尔尼公约和与世贸协定相关的国际条约。 同时,它也被期望能够
解决一些长时间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集体管理问题。 尽管最后的结果实现了很多原定的目标,但
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 2006 年开始的草案,就受到了来自行业所有者、当地的知识产权实践人士,以
及外国政府对其实质和形式上的批评。 其中综合性的方法尤其受到争议,被认为既很难实施又很难
修改。 行业相关利益者还拒绝那些他们认为是倒退的做法。 如低于 TRIPs 和 TRIPs + 的标准,尤其
是关于私有版权、次要责任,以及数字环境下的技术保护等方面,在法案中都没有提及。②

当权利所有人发现他们不能终止这项法令后,他们采取了自己的行动试图去改变它。 许多讨论

和改进纷纷展开,最终形成了满足了权利人要求的,按照 TRIP 标准的知识产权司法解释。 第四部分
最后在 2008 年 1 月 1 日获得通过,取代了之前所有关于知识产权的立法。 法条的一些内容至今仍
然在修改,包括在 2010 年为了平衡法律对私有复制品的宽容,而对空白媒介和音像设备征收 1% 税
收的做法。③

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努力也是促成知识产权立法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WTO 的规则规

定,新申请加入国在被批准加入前必须与其主要贸易成员国达成协议———这个规定事实上将决定俄
罗斯是否能加入的权力给了美国。④ 由于俄罗斯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稳定和进步已经确保其有资格加
入了,因此更多的压力体现在加强执法合作上。

2006 年,在若干轮的讨论和对话后,俄美双方签署了双边贸易市场准入协定,协议主要集中在加

强俄罗斯执法力度上。 从这个协议开始,俄罗斯就开始了本章之前所提到的针对盗版产品的大扫荡
活动。 国家杜马增加了对盗版行为的惩罚力度,对造成损失超过 1000 美金的盗版行为最高可以处 6

年监禁。 尽管第四章并没有明确规定如何来计算损失,俄罗斯法院采用了产业界常用的手段,用正
版零售价来估算盗版产品的价值,从而扩大了最高惩处的适用范围。

但是这样的势头却没有坚持下来。 从 2008 年开始,俄罗斯加入 WTO 的热情开始冷却,因此也

没有动力来满足美国对其加强执法的额外要求。 从俄罗斯政府的角度来说,他们觉得与美国的谈判
只是让美国从一个要求转换到另一个更加急迫的要求。 而且,与美国的谈判缺乏非版权议题的进

展。 例如俄罗斯要求美国取消 Jackson-Vanick 修正案( 一个冷战时期限制苏联产品和移民的政策) ,
却一直没有答复,因此加剧了双方的紧张情绪。
①

这个委员会的首任主席由国家总理卡西亚诺夫( Kasyanov) 和弗拉德科夫( Fradkov) 担任,随后由总统梅德韦杰夫( Dmitry

②

关于这些俄罗斯立法的改变可以参见 Mamlyuk(2010) , Budylin 和 Osipova(2007) ,和 Golavonov(2008) 。

Medvedev) 担任,而他主要关注俄罗斯 IT 部门的发展。
③

除去其他事情不说,光这个收入就使得每年有 1 亿美金的资金流入一个至今仍没有公开的,叫做俄罗斯权利所有人协会的

组织中,这个组织是由电影制片人 Nikita Mikhalkov 领导的( Russian Law Online 2010) 。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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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预计格鲁吉亚会是主要阻力,不过都明白其后台是美国和欧盟。

在这样的环境下,对民法典和第四部分的进一步修改就变得异常缓慢了,美国商务代表和国际

权利人要求的按照 TRIPs 执法标准的改革也几乎没有进展。 缺乏对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次要责任追
求成为了这个争论中的一个焦点。 尽管俄罗斯官方同意加入 WTO 的网络公约,但是由于俄罗斯网
络服务才刚出现几年,再加上有一个单独的关于网络的法律法规出台,就使得这个问题并没有列上
俄罗斯立法的日程表。 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太可能采取美国方式的“ 先通知然后撤下侵权内
容” 的程序。
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在行政权力分支里,有四个部门专门负责知识产权的执法保护:内政部 ( MVD) 、国家检察官

( Prokuratura) ①、联邦安全局( FSB) ,以及联邦海关( FTS) 。 每一个都有他们自己的调查职能和提起
版权侵权刑事程序的能力,而且每一个现在都有单独发起调查的权力,不需要经过当事人投诉。 在

2006 年之前,MVD 承担了主要的进行版权侵权调查的责任。 但它被认为是一个最容易收受贿赂的
组织,而且对于调查知识产权侵权的刑事犯罪经验很有限。 在 2006 年修改了刑法典的第 151 条之
后,MVD 和国家检察官发展成为执法保护的中心力量。 不管怎样,现如今,MVD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
面的不足已经慢慢通过与一些反盗版组织的合作得到了改进。

MVD 本身就包括了许多的部门,每一个部门负责处理不同领域的犯罪行为和行使不同领域的

执法类型。 经济犯罪部门 OBEP 就专门负责盗版产品的生产和分销网络。 K 部门是 MVD 里面负责
电脑犯罪的组织,主要是针对基于网络的犯罪行为,而且理论上讲应该是专门负责惩处网络侵权犯
罪的,尽管在实践中他们很少涉足网络侵权案件。 公共安全部门( 又称为 Militia) 则有管辖街头小贩
的权力,包括街头盗版光盘贸易。

联邦安全局则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多个领域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最基本的就是控制货物走私。
但是慢慢地其也开始对非法走私的盗版产品进行管制,其理由就是这些与盗版相关的非法金融流动
给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 在实践中,它有时也负责检查其他部门,并对 MVD 的贪污受贿案件提起
公诉。

自从 1990 年代( 当时走私到俄罗斯的光盘制品泛滥) 以后,海关在保护版权侵权领域的影响则

日益减小。 在 90 年代早期,盗版光盘主要是从以往的苏联成员国那里走私进来,尤其是保加利亚和
乌克兰。 当光盘刻录技术变得越来越经济和便携,本地的盗版制造商开始取代那些高风险的走私
商。 由于这种形式的走私案件的减少,海关则更多地关注于其他非法和假冒商品的走私行为,如药
物、纺织品、电器和工业产品。
其他的部门则扮演的是一些更为具体和专业化的角色。 文化部和俄国文化保护部门专门从事

集体管理组织的许可事项,并参与了 AllofMP3 和现在的 RAO 案件。 联邦反垄断局也偶尔参与执法
活动,主要是当一个案件与不正当竞争和反竞争商业行为相关的时候。 大众传播部门负责网络管
理,包括管理电子商务,以及制定网络提供商、服务器和其他网络服务在侵权行为中的法律责任。 它
同样负责光盘生产厂家的许可。 其他的部门只有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加入进来,如经济发展部,
专门负责俄罗斯加入 WTO 的谈判以及俄罗斯与国际知识产权协定的一致性问题。
非政府机构所扮演的角色
大量的非政府机构在知识产权执法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其中有六个是处于先锋地位的:
①

大概地说,俄罗斯的国家检察官承担了包括了美国总检察长,国会调查委员会,大陪审团以及公诉人的所有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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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反盗版组织( RAPO) 、非营利性发行商联盟( NPD) 、非营利性软件供应商联盟( NP PPP) 、国家

音乐制作人联邦( NFPP) 、BSA 的当地合伙人以及 IFPI 的当地分支。 这些组织各有各的专门领域:
RAPO 主要负责外国电影和视频;NFPP、NPD 以及 IFPI 主要管理录音和音乐产品;NP PPP 和 BSA 负
责监督分销和使用电脑软件。

RAPO 是 1997 年由美国电影公司和电影发行商建立的,为了能有一个组织更好地代表他们在俄

罗斯的利益。 美国电影公司始终是 RAPO 的主要经费来源,尽管俄罗斯与美国合拍的电影也被包括
在保护范围之内。 除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RAPO 在一些地方省市也建立了办公室,并拥有能够与
当地警察紧密合作的私家调查员。 一直到 2004 年,这些调查网络为 MPAA 的盗版供应统计提供了
参考数字。 根据该统计,从 9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有 80% —90% 的市场充斥着盗版产品。① 在最近
几年,RAPO 主要关注对大型仓库和光盘制造商的调查。 但是一些消息人士称,它的目标已经转为
对光盘销售以及互联网的监控。

最有影响力的团体要数 NP PPP 了,其主要代表了几个重要的软件公司,如微软、Adobe、Borland、

Symantec、Autodesk。 这些国际大公司的影响力要大过 BSA 的成员,并在共同利益上起主导作用。 与
BSA 不同的是,这个组织同时也代表了几乎国内所有的软件供应商,这些国内支持者给予了 NP PPP

进入政府关系渠道的机会。 于是,NP PPP 不仅代表着国际上的大型技术利益,也代表了国内新兴的
软件行业的利益。

NPD 和 NP PPP 的组织结构类似,但主要集中在音乐领域。 该组织成立于 2003 年,主要为俄罗

斯市场上的 8 个音乐发行商提供服务。 NFPP 是 IFPI 资助的一个对手,与国际组织和唱片公司保持
紧密联系。

尽管经历了过去十年的合作和共同努力,但是执法部门和行业内部的关系仍然是十分复杂的。

执法领域内的各种利益关系变得多元而复杂,无法实现像 IIPA 和 BSA 所期望的那样一个简单的法
律实施程序。 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双方的代表都认为彼此之间的关系是“ 谨慎的” 。 行业代表往往
对警察部门的低效率感到不满。 RAPO 常常对当地警察不积极打击盗版商的态度表示抱怨。 NPD

的代表则指出,俄罗斯警察通过收取保护费 ( 大约为 300 到 500 美金) 向盗版市场和商贩提供保
护———或者用俄罗斯的黑话来说提供一个“ 屋檐” 。 RAPO 还反映国家杜马的地方代表如何限制
NPD 试图组织警力突袭盗版市场的努力。 但反过来说,当本地商人觉得他们被过度执法骚扰了的时
候,就会马上通过当地政府来和这些工业团体讨价还价。
执法效率
俄罗斯知识产权执法的效率一直是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尤其是在 2006 到 2007 年的大扫荡行动

中。 毫无疑问,大扫荡打击了一大批的盗版生产者、分销商和零售上,引发了生产和销售行业的重
组,使得生产更加集中而销售更加分散且不正规。 在 2007 到 2008 年的行业报告中,盗版软件和音
乐都有所下降。 在执法行动集中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RAPO 报告 DVD 盗版下降了 40% 。②

这些数字显示俄罗斯市场上的盗版在缓慢减少( 见图 4. 1) 。 政策的改变和警察力量的进入是

其中一个原因,但是执法保护在组织结构上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尽管目前的状况不容乐观,
但是很多我们采访的执法人员都承认,行业与执法部门间的合作状况,尤其是调查和诉讼的能力得
①

在 2005 年,MPAA 开始转变为客户问卷调查的形式,然后得出了新的盗版率是 81% ( MPAA2005) 。 随后 MPAA 没有继续该

②

根据对 RAPO 的职员访问。

项统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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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 4. 1 2000 到 2009 年俄罗斯盗版产品市场份额图
来源:作者根据 IIPA2001 到 2010 的数据整理

到了改善。 一个 NP PPP 的代表这么描述:“ 我们知道了如何能在传统模式下取得打击盗版的成
功” ,而“ 传统” 在这里指的是光盘零售贸易。

和其他国家一样,俄罗斯的执法力度一般是依照街头行动、没收以及最终处罚和定罪的程度来

衡量的。 并且和其他国家类似的是,俄罗斯的执法行为很不平衡:大量的搜捕和查获却很少有定罪、
罚款或判刑。 虽然 IIPA 和其他权利所有人对俄罗斯的法庭表现感到十分愤慨并表达了激烈的抗
议,但是如我们在本文中一直强调的那样,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因为国家执法系统的缺陷,从严格意义
上讲,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问题,因为突击检查加没收的方式要比正规的法庭程序容易操作,而且
法院也一直没有把街头盗版看作是严重的经济犯罪。

尽管在 2005 年这种现象在俄罗斯是很常见的,但是 2006 到 2007 年的大扫荡体现了一个较高水

平的执法和司法行为。 没收、逮捕以及刑事起诉的数量都大幅提高,尤其是依照 2003 年作出的对提
证和法庭程序的简化。 根据俄罗斯最高法院的报告,与版权相关的犯罪指控从 2004 年的 429 件急
剧上升到 2007 年的 2740 件,并且之后保持了一个稳定的状态。 值得注意是,IIPA 错误引用了这个
数据,采用的是报道的犯罪数和被指控的人数,而不是实际的判决数量( 见表 4. 2) 。 这样做也没有

太大的问题,但 IIPA 却用这些误导的数据来过分强调俄罗斯 2007 年大扫荡的成果以及之后的下滑,
甚至还警告“ 俄罗斯在执法行为上的退步” ( IIPA2010) 。

无论如何,大扫荡取得了极大的效果。 2007 年一次持续了 7 个月的搜查活动中,一共查处了

4300 件侵犯版权的犯罪,有 2000 人被指控,并通过罚金和其他形式获取了 20 亿卢布(8 亿美金) 的
补偿。 在一次为期一个星期的国家警察机关参与的活动中,内政部报告了 29670 次“ 行动” ———这个

惊人的数据却只带来 73 个刑事案件。 尽管很多条文把街头活动和零售盗版认定为“ 严重的犯罪” ,
几乎所有指控的最后结果只是小额罚金或缓刑。 ( 见图 4. 3)

大扫荡对盗版普遍性的影响仍然不太明显。 2007 年之前,电影和软件行业内的盗版损失是出奇

的———甚至可以说是难以置信的———稳定,尽管 DVD 和电脑的普及率越来越高。 MPAA 在 1999 到

2002 年报告的损失一直在 2. 5 亿美金左右,而到 2005 年,损失仅仅上涨到 2. 66 亿美金。 ESA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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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 2004 到 2009 年俄罗斯版权犯罪的指控数
来源:作者根据 IIPA(2006 到 2010 年) 数据和俄罗斯最高法院数据整理

图 4. 3 俄罗斯:2004 到 2008 年判决的数目和种类
来源:作者根据俄罗斯最高法院数据整理

称在 1998 年有 2. 4 亿的损失,而到 2006 年也还是 2. 82 亿。①

在这段时期内只有 RIAA 和 BSA 报告了一个急剧的损失增长。 根据 RIAA 的数据,美国权利人

在音乐和录音行业的损失翻了三倍,从 1998 年的 1. 7 亿增长到了 2005 年的峰值 4. 75 亿。 BSA 是一
个特殊的情况:商业软件的损失在 9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有所下降,从 1998 年的 1. 96 亿下降到
2002 年的 0. 93 亿美金。 但是在 2003 年,BSA 将微软 Windows 和其他电脑及游戏产品也纳入到其统
计范围内。 这个改变导致了统计损失的基础发生了改变,从而使得在 2004 年就有 11 亿美金的损
失。 随后损失报告数据逐年上升,到 2008 年这个数据上升到 42 亿美金。
到了 2006—2007 年大扫荡活动的时候,只有 BSA 和 RIAA 还在继续整理关于俄罗斯盗版的年
度数据。② 在 2007 年,这两家机构的数据都表明绝对损失和盗版率在下降。 RIAA 的数据更多是基
于 CD 的静 态 市 场, 这 个 市 场 从 2003 年 开 始 平 均 每 年 都 会 有 2 亿 到 2. 3 亿 美 金 的 仓 储 量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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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数据请参考第一章。
MPAA 的最新数据是 2005 年的,而 ESA 的则是 2006 年整理的。

( IFPI2009) 。① BSA 的估算是基于俄罗斯软件市场每年有 30% 到 40% 的增长速度来计算的。

如果从零售商所承受的压力以及机构的投入程度来看,软件市场盗版下降的证据是很明显的。

例如,BSA 提供的数据很快被微软的一个调查报告得到了佐证。 在微软的调查报告中,只有 25% 的
零售商卖盗版软件,这个数据被微软看作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微软俄罗斯 2010) 。 NP PPP 在 2008 年
对其 281 个机构成员的调查中发现,40% 的成员明显感觉到从事非法零售的小企业、街头商贩和地
铁口小贩的数量在减少,并且 45% 的成员表示预装的盗版软件有减少。 当问到网络盗版行为的时
候,44% 的成员表示没有改变———在大量报道网络盗版增加的同时出现这样的数字是很让人吃惊
的。② 在我们看来,BSA 报道的数字下降实际上是由于市场分化导致的,大型的部门因为批量许可的
方式从而减少盗版软件的使用,而消费者和小企业则因为没有低价的软件从而只能继续采用盗版的
方式。
选择性执法
关于效率的争议经常掩盖了俄罗斯执法部门的另一个问题:它如何被那些有政治后台的人操
纵。 知识产权执法并不是服务于( 或忽视) 所有的版权产业部门,而是一种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稀有资
源。 这种资源能带来的优势有些是很微妙的,就如同大公司往往能享受到更多的警察和公诉人员的
照顾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对一个公司的保护经常是对另一个公司的暴露。 但是也有一些是很明目

张胆的,如利用司法部门的保护伞对竞争对手带来骚扰,甚至对其进行敲诈和商业清洗( reiderstvo) 。
这些问题显然不局限于俄罗斯的知识产权方面,但是腐败的机构、几乎全线危机的法律系统以及原
本就很紧缺的实际执法资源,这些因素的结合造成了权力滥用现象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泛滥。③
大部分逮捕行为都是公开的,甚至作为权利人和执法部门紧密合作的典型进行大力宣传。 在这
种时候,往往国内的利益要远大于国际利益。 通过我们有限的数据显示,国内公司在调动执法力量
时候的影响力要远大于跨国公司。 在 NP PPP 于 2002 年到 2008 年发动的 207 次起诉中,有 126 个是
代表莫斯科的软件公司和零售商 1C 公司,尤其是集中在 1C 公司所推出的广泛适用的会计账务软件
套装。 同时期,微软公司作为原告的案件只有 21 件。 俄罗斯的软件公司 Konsul’tant 和 Garant-Serv-

ice( 这两者类似于美国的法律检索服务平台 LexisNexis 和 Westlaw) 作为原告的次数排名第三和第四
位,各参与起诉了 9 个案件。

一些国内的电影公司同样成功的推动警察来打击盗版 DVD,尤其是在电影公映前打击该片的盗

版发行。 例如 2004 年的俄罗斯大片《 守夜人》 ,2006 年的《 守日人》 ,以及 2007 年的《 命运的捉弄

2》 。 并不是所有的电影都能够得到警察的特别照顾。 发行《 命运的捉弄 2》 的俄罗斯电视公司第一
频道的代表曾经这样谈论街头盗版:

我们就是吓唬他们一下。 我们通过 OBEP 向他们传递了我们将严肃对待他们的态度……

我们和行政资源之间的关系实实在在的帮到了我们。 但是他们不会像对待我们一样去听从其
他小公司的话。
“行政资源” 在俄罗斯商界的说法中指的是和市委、地方以及国家官员的一些关系。 这样的资源
①

除了 2004 年的禁运年之外。 俄罗斯报告的买卖记录一向是被认为缺乏可信度的。

③

Firestone(2010) 描述这种滥用已经变得很普遍,包括所称的“ 知识产权防守” ,指虚假的注册一个商标或者专利然后用来对

②

而剩下的选增加,减少和没有办法作出选择的人数大多相当。 这个数据来自于 NP PPP 一份与研究人员分享的内部文件。

真实的权利所有人提起民事或者刑事诉讼。 Astafiev(2009) 特别提到在 2005 年 MVD 牵头展开了 350 起对公司的突击检查。 可以参
见 Rigi(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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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平均分配的,而是和公司自身的规模和影响力相辅相成的。 大公司,如同 Mosfilm 或 The
First,就会比一些小公司有更多的资源优势,因此也会获得对他们电影更好的保护。

对于执法也有很多进攻性的用法。 在我们采访的圣彼得堡的零售商中,OKO-505 案件就是一个

非常著名的利用反盗版执法来进行商业清洗的案例。 OKO ( 又 被 称 为 “ 眼 睛” ) 是 一 个 由 Dmitry

Mikhalchenko 组建的圣彼得堡的版权集体管理组织。 Mikhalchenko 是在市政财产私有化和再开发领
域有非常大影响力的一个商人。 作为公权力的合伙企业,OKO 得到了很多政府官员的支持,同样也
与地区警方有很紧密的联系。 在 2006 年,OKO 对 505 展开了扫荡行动,505 是当地一个很受欢迎的

音像零售连锁店。 505 的所有 15 家分店在 3 天之内全部关闭,而且几乎所有的货物都被没收了。

505 的公关经理 Alena Kondrikova 承认很多在 505 出售的货物都是盗版的,但是同时他也指出,其他
一些大型的连锁商如 Titanik,、Desyatka 和 Aisberg 也卖盗版但是却依旧安然无恙。

OKO 的选择性打击的真实目的开始被媒体报道和网络论坛揭露出来。 OKO 强迫音像零售商成

为其付费会员,并给他们传递了一个很强烈的暗示,即成为会员后将免受警察的骚扰。 一些零售商
同意了;另一些,如 505,则拒绝了。 在此基础上 505 向反垄断机构( FAS) 提出了抗议。 但是像很多
案件一样,这个案子最终不了了之,而 505 最后也倒闭了。 ( Russian Antitrust Service 2006)

总检查
一个总部在莫斯科的保险公司的圣彼得堡

分支机构的董事,向我们描述了 MVD 在 2008 年
夏天指导的一场警察行动。 这个行动由一个投
保了的不满客户的申诉而引发。 这个投诉引发

科购买和提供的,所以在圣彼得堡并没有这样
的相关文件来证明。 警察于是没收了所有的电
脑,直到所有的 Window 软件的许可证从莫斯科
运过来。 在调查过程中没有任何指控,搜查也

了在俄罗斯叫做“ 总检查” 的活动,活动中警方

没有合法手续。 这样的程序错误让最后调查终

对几乎所有的商业行为进行了检查。 如果一个

结而没有任何的指控。 但是在那几周的时间内

受检查的公司的任何账务信息都没有问题,警

这个公司无法对外营业。 除了这样的骚扰,这

方就要求检查该公司出示的所有办公软件的许

个这个公司日后的运作也受到了影响,他们再

可证。 由于所有办公室电脑的软件都是从莫斯

也不敢随便和客户发生冲突了。

商业界的抵制
在 2006 到 2007 年间急剧增长的调查和突击行动加剧了以上这些问题,并使得俄罗斯商界开始

作出有力的回应。 由于大量的商户遭到了警察的骚扰、软件许可的调查以及其他方面的压力,知识
产权执法被广泛的与警察腐败以及商业洗牌联系起来,而不再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 这种执法对商
家的震动是巨大的,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警察突击也会使买卖不得不停业几天以等待警察行动
的结束。 为了达到要求的查处数字,执法部门甚至在行动的顶峰期处理了一些正版产品,根据有关
部门的消息,被查处的正版产品大约占总数的 30% 。

到 2007 年,警察的过度执法已经成为地方和国家层面的经济论坛的常规话题,于是对执法措施

的改革迅速出台。 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站在被骚扰的商人一边,在 2008 年 12 月强调警察不得实施
“ 恐怖行为” 。 2009 年,俄罗斯现任总理普京表示,很多警方的调查都是基于商业目的的,而且“ 没有
明显的正义诉求” ( Firestone 2010; Beroev2009) 。 权力的回收成为了政府的主流。 2009 年初,国家
杜马通过了一项新法案,限制警察对商户的检查行动只能每三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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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权利所有人来说,这个法案明显是不受欢迎的,IIPA 特别批评这个新法律是 2006 年与美国

双边协定以来的一个倒退。 最近,俄罗斯政府对微软和其他国际巨头的调查,进一步说明国际知识
产权利益与俄罗斯商业团体的分歧在拉大。 虽然很难把这样的分歧归结到任何一方身上,但是俄罗
斯政府在保护本国商业集团的利益上确实采取了更加强硬和自主的态度。 在这种环境下,知识产权
执法政策应该被看作是多方利益平衡的产物。
波诺斯夫( Ponosov) 案
选择性执法、软件盗版以及俄罗斯技术政策,这三者在 2006 年 5 月不可预料地集中在了一起,

这一切的起因是警察在 Perm 乡间的一所小学里发现这里 20 台电脑中有 12 台使用盗版微软操作系
统。 2006 年 11 月,这个案件被交到当地法院,该校的校长亚历山大·波诺斯夫( Aleksandr Ponosov)

因涉嫌盗版而被逮捕。 最开始,波诺斯夫被判处 10000 美金的罚款并处 5 年监禁。 波诺斯夫认为自
己无罪并上诉。

2006 到 2008 年间,这个案件经过了 7 次庭审和上诉,凸显了严厉的法律条文与盗版的普遍性有

多么的不协调。 最初,首席法官认为波诺斯夫有罪,但是否定了罚款的判决。 尽管波诺斯夫被释放
并且没有任何处罚,他仍然对裁决提起了上诉。 随后的庭审决定对卖电脑给波诺斯夫的商贩处以

380 美金的罚款,尽管在哪里安装了盗版软件的问题仍然是一个疑点。 2007 年 5 月的一个接下来的
庭审,波诺斯夫被判有罪并罚款 5000 卢布(150 美金) 。 同样,波诺斯夫向地区法院和俄罗斯最高法
院提起了上诉。 地区法院拒绝了这个上诉,但是最高法院认为这个上诉理由是成立的,并指定法院
重审。 这个进展使得波诺斯夫开始取得一系列法律上的胜利。 2008 年 12 月,他被判无罪并补偿了
所有法律费用。 2009 年 7 月,他因为对其名声的诽谤获得了赔偿。

在公诉阶段,波诺斯夫获得了很多公众的支持。 在 2007 年 2 月,前总统戈尔巴乔夫和国家杜马

负责人 Aleksandr Lebed 给比尔·盖茨寄出了一份公开信请求他进行调停,希望他撤销对本案的诉
讼。 微软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到社会公众的情绪,公开否认了地区检察官的行为。 但是微软的行
为太迟而且无效。 因为这个案子定性为刑事案件,而不是一个民事案件,所以被侵害一方不得撤回
诉讼,案件继续审理。
同时,支持波诺斯夫的人也越来越多。 国家出版和大型通信部愿意为其支付所称的损害,并表

示:“ 把一个乡村教师描述成为一个主要的媒体盗版人是难以置信的。 ( NTV 2007) ” Perm 的教育部
同样站在波诺斯夫一边,而波诺斯夫的学生则在庭审的时候围在法院周围。 当时在任的总统普京也
站在波诺斯夫一边,认为检察官把所有的盗版行为一篮子搞定是错误的行为:波诺斯夫购买预装盗
版软件的电脑的行为可能是错误的,但是“ 对他采取威胁监禁的方式没有任何意义,简直就是开玩
笑” ( 普京 2007) 。

波诺斯夫自己也因此极力支持免费软件,并和前任国家杜马主席维克多·奥克尼斯( Viktor Alk-

snis) 一起在 2008 年组建了免费技术中心,用来支持和推动俄罗斯免费软件的发展。 波诺斯夫的学
校现在通用 Linux。

波诺斯夫案件让俄罗斯学校使用未经许可软件的行为变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并将其变成了一

个政策问题而不是执法问题。 由于大量政治力量的涉入,改革势在必行。 波诺斯夫案件也因此变成
了推动国家新技术政策改革的推动力。
这个案子不仅凸显了政府部门的盗版问题,也体现了在基层行政机关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 一
系列的全国性政策于是出台,来推动机关办公室使用许可的正版软件。 大规模的软件授权于是提上
议程,但又出于经费问题很快搁浅,因为目前使用的盗版软件实在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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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于是转向跟商家谈判。 国内和国际的软件利益博弈的最终产物就是一个被称为 First Aid

的项目,用来资助俄罗斯学校获得授权许可。 最初,NP PPP 代表所有主要的软件供应商获得了 2 亿
美金的合同,用来为俄罗斯的学校购买软件许可( 如果用开源软件只需要 2000 万美金) 。 俄罗斯的
高级官员,包括梅德韦杰夫,开始跟国际上大的软件公司,如微软和 IBM 进行沟通,希望能获得一定
的折扣。 预期目标是 100% 的学校都用上正版软件。

但是 First Aid 项目却在经济发展和金融部门碰到了困难,因为花费过高。 俄罗斯领导人开始转

向俄罗斯自己的 IT 社区,包括那些研究开源技术的人员,希望共同来商量一个更加经济的解决方
案。 新的战略混合了商业的和开源的软件,计划在 3 年的时间里分三个区域推广,从教育领域到政

府部门。 在波诺斯夫和奥克尼斯的推动下,Linux 在这个项目中占据了一定地位,但不是排他性的。
在这个试点工程中,微软、Adobe、Corel 和其他美国公司的软件以折扣的套装加入。 微软同意提供零
售价 95% 的折扣将 Windows Vista 加入计划,以使得俄罗斯不会过于依赖开源软件。

与微软和其他软件公司的讨价还价一直在延续。 2009 年 1 月,FAS 向微软提起了反垄断诉讼,

因为微软撤回了所有俄罗斯市场的 Windows XP,但案件很快结束并没有任何指控。 2010 年 3 月,微
软统一为 54000 个俄罗斯学校提供了免费的 Windows 7,并给予授权有效期直到 2010 年底。 这也是
First Aid 项目的时间点,届时,关于授权许可的谈判和开源软件是否进一步推广将重新提上议程。
政府的抓捕
2010 年 9 月,《 纽约时报》 报道了俄罗斯政府利用软件盗版调查来骚扰一些政治运动家和新闻

记者( Levy 2010b) 。 这则新闻指出,政府利用突击和刑事处罚的方式来对付那些一直以来的反对分
子。 它也同时指出微软的当地代表是这些打击行动的帮凶。

与在其他案件一样,突击检查会没收电脑、打断工作,如果未经许可的软件被发现了的话会以一
系列刑事罪名起诉,甚至会施加罚款和长时间的监禁。 由于微软和其他软件商坚持以正版零售价来
衡量损失,因此大量的犯罪指控都被划入到重罪的领域。

根据 BSA 的估计,俄罗斯的盗版率是 68% ,而这个数字在小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中肯定更高,

因此在俄罗斯定重罪是很常见的。 复杂的授权许可体系和独断的责任机制让无罪辩护变得十分困

难,完全依靠警察的廉洁奉公,《 纽约时报》 报道案件中的环保组织 Baikal 就经历了无辜受冤的苦难。
考虑到公共关系的问题,微软发布了批量授权许可提供给俄罗斯的社会活动组织和媒体单位,从而
保护他们免受骚扰( Levy2010a) 。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案件跟盗版当然没有任何关系。 软件执法只是政治骚扰的工具之一。 然

而,俄罗斯的整个执法大环境———以其严厉的治罪措施和对日常行为的高度选择性执法惩治———都
使得权力滥用变得不可避免。 批量许可的解决方案虽然绕开了这个大问题,但是也使得微软变成了
俄罗斯公民自由的仲裁人。 当这个批量许可计划在 2012 年终止的时候,微软将要考虑在当时的政
治气候下是否继续更新。

结论
和本文中研究的其他国家一样,俄罗斯正处在由光盘盗版到数字盗版的转变时期,而且大多数
数字形式的盗版都通过网络发生。 然而,俄罗斯基于光盘的基础设施仍然好于网络设施,因此,宽带
接入、数码存储播放和个人电脑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取代光盘成为广大俄罗斯人民的主要工具。 与
此同时,俄罗斯还需要面对一系列周期性的市场问题,因为这些小规模的市场大多被跨国公司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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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所以正版市场的价格随着逐渐提高的收入而水涨船高,却没有紧跟技术价格下降的步伐。 如同
本文一直强调的那样,这样的情况导致了消费者群体中的盗版率居高不下。
在本文研究调查过的所有国家里,价格竞争和服务创新往往都来自于国内的媒体工业。 而国际
大公司却不愿意在中低端市场上降低售价,因为怕这样的行为损害他们在高端市场的买卖。 尤其是
在软件行业中,盗版实际上帮助这样的定价政策,因为盗版产品为软件商实现了事实上的区别定价,
从而为商业软件产品带来了正面的客户群,让免费的开源软件无法顺利成为商业软件的直接替代
品。 波诺斯夫案件给我们揭示了各方利益博弈的复杂性,以及俄罗斯政府在与国际大公司周旋上的
实用主义态度。 政府对开源软件表现出的热情似乎只是这个讨价还价过程中的一个手段。
基于这样的情况,俄罗斯的正版市场和盗版市场应该都会在未来几年继续发展下去。 软件行业
的成长会伴随着俄罗斯的电脑普及以及盗版与执法的持续较量。 录音制品行业已经转向宣传推广
领域,而不再专注于光盘的销售。 电影放映行业将会继续创票房新高,实现 90 年代全线崩溃后的再
次复苏。

在俄罗斯,这些发展带来了关于媒体行业未来前景的一些熟悉问题。 无论如何,我们期待着在
不久的将来能出现一种廉价的、更方便的正版媒体进入到市场中,并与盗版产品进行竞争。 我们认
为,过于高强度的执法措施会进一步维持高价格和高盗版率的状况。 盗版侵权的刑事化以及法律使
用的专断性等问题并不是俄罗斯所特有的,但是被俄罗斯目前薄弱的管理和程序放大了。 于是,我
们很难不去欢迎数字媒体( 目前仍以盗版为主) 转型的短期效果:至少它把政府保护的盗版挤了出
去。 除去这个问题的干扰后,俄罗斯将更主动地就盗版与执法的成本与收益,以及扩大媒体产品获
取范围的政策等问题做出积极的讨论。

关于本章的研究
本文来自于两个不同研究小组的研究结果,他们分别研究经济法律和非正规经济。 本文主要的

研究是由 Olga Sezneva、 Oleg Pachenkov、 Irina Olympieva、 Anatoly Kozyrev 和 Joe Karaganis 完成的。
很多的专家学者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看法,他们是 Bodo Balazs、 Dmitri Pigorev、 Lgor
Pozhitkov、 Maria Haigh、 Boris Mamyluk、 Kathryn Hendley 和 William Pomeranz.

对于俄罗斯街头经济的研究,包括执法、定价、供应量以及消费行为,是由 Sezneva、 Pachenkov 和

Olympieva 在 2008 到 2009 年完成的。 这些工作是在完成了对 20 多个包括律师、法官、法学家以及非
政府非商业组织的代表人员的采访后得出的。

我们对俄罗斯消费者态度和价值观的把握是从以下三方面综合整理出来的:在 2009 年 3 月对

大量的使用盗版软件的圣彼得堡使用团体的调查,一个在 2008 年底对三百个在伊尔库兹克的 DVD
消费者的调查( 由伊尔库兹克的市场中心的同事完成) ,以及对俄语媒体和在线论坛的分析。

对行业组织结构以及版权执法的成本与收益的分析,基于原始采访、二次文献以及我们的行业

研究伙伴的帮助,尤其是 Anatoly Kozyrev。 大量的二次文献质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专业化信息和专
家观点,包括定价、选择性执法以及其他事项。

在 Bodo Balazs 和 Dmitri Pigorev 的协助下,我们在 2009 年 3 月完成了对俄罗斯 BT 网站 Torrents.

ru 的数据观察,从而让我们对俄罗斯的网上发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主要的研究伙伴有纽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SSRC) 和圣彼得堡的国际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ISR) 。

我们的研究涉及了很多的秘密信息,对这些信息的采集非常艰辛。 大量的关于盗版网络、他们
的组织结构以及政府参与的相关内容都来自于我们的采访和媒体报道。 很多内容还没有公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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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巴

西

Pedro N. Mizukami、Oona Castro、Luiz F. Moncau 和 Ronaldo Lemos

参与撰稿人:Susana Arbrantes、Olivia Bandeira、Thiag Camelo、 Alex Dent、 Joe Karaganis、 Eduardo Ma-

grani、 Sabrina Pato、Elizete Ignacio dos Santos、Marcelo Simas 和 Pedro Souza

在巴西我们正面临着一些问题。
———杰克·瓦伦蒂,美国电影协会主席①

引言
如同其他二战后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巴西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更倾向于用来扶植本国工业的发
展。 这一战略的两个特征就是高水平的进口关税以及赋予可申请专利的技术非常有限的范围。 尤
其在药物专利领域———巴西在 1969 年废除了这种专利———健康政策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对于
大多数种类的药品来说,巴西有足够的能力来满足自身的需求,并将成本维持在一个相对低廉的
程度。

随着美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更加强劲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大多

数的知识产权出口国将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扩大到了新兴的技术领域,如药品和软件。 大多数的发
展中国家则非常不情愿,特别是巴西、印度、韩国,对此类产品一直维持着一个相对低水平的知识产
权保护,因此也引发了与美国在 80 年代的尖锐的矛盾和冲突。②

在那段时期,关于知识产权的紧张状况决定了巴西与美国的国际关系。 1985 年,美国希望巴西

能够为新兴的软件行业提供保护,随后在 1987 年美国尝试强迫巴西重新通过对药品的专利保护。
对于美国的第一个诉求,巴西很快就同意并建立了针对计算机软件的版权保护体系,并解除了对电
脑设备的进口限制。 但是巴西却维持了自己在后者的立场,这导致美国对巴西展开了《 特别 301 条
款》 的调查( Sell 2003:90; Bayard 和 Elliott 1994:187—208) 。 在新的 WTO 和更广泛的知识产权保护
需求下,巴西在 1990 年做了让步。 为了切实履行 WTO 的 TRIPs 协议,巴西在 1996 年建立了针对药
品的专利保护制度。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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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Valenti (2003) 。

详细请参见,Bayard 和 Elliott(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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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缩写
ABCF: Associação Brasiliera de Combate à Falsificaç. o (Brazilian Association for Combating Counterfeiting):巴西打假协会
ABDR:Associação Brasileira de Direitos Reprográficos ( Brazilian Association of Reprographic Rights) :巴西复制权协会
ABES:Associação Brasileira das Empresas de Software ( Brazilian Association of Software Companies) :巴西软件协会

ABPD:Associação Brasileira de Produtores de Discos ( Brazilian Record Producers Association) :巴西唱片制作者协会

ABPI:Associação Brasileira da Propriedade Intelectual ( Brazili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ociation) :巴西知识产权协会

ABRELIVROS: Associação Brasileira de Editores de Livros Escolares ( Brazilian Association of Textbook Publishers) :巴西
教科书出版商协会

ACTA: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反假冒贸易协议
AmCham: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美国商会

ANGARDI:Associação Nacional para Garantia dos Direitos Intelectuais (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afeguarding Intellectual
Rights) :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协会

APCM: ( Brazil) Associação Anti-Pirataria de Cinema e Música ( 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es and Music) :电影音乐
保护协会

BPG:Brand Protection Group:品牌保护组织

BSA: 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商业软件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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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A: Entertainment Software Association:娱乐软件联盟

CBL:Camara Brasileira do Livro ( Brazilian Book Chamber) :巴西图书商会

CNC:Confederação Nacional do Comércio de Bens Serviços e Turismo ( 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the Commerce of Goods,
Services, and Tourism) :国家商业服务和旅游协会

CNCP:Conselho Nacional de Combate à Pirataria e Delitos contra a Propriedade Intelectual ( National Council on Combating Pirac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imes) :

打击盗版和知识产权犯罪全国理事会

CNI:Confederação Nacional da Indústria ( 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Industry) :全国商会

CPI da Pirataria:Comissão Parlamentar de Inquérito da Pirataria ( Parliamentary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Piracy) :调查盗
版议会委员会

DEIC:Departamento de Investigações sobre o Crime Organizado ( Department of Investigations of Organized Crime, São
Paulo Civil Police) :有组织犯罪调查部

DRCPIM:Delegacia de Repressão aos Crimes contra a Propriedade Imaterial ( Police Unit for the Repression of Crimes against Immaterial Property, Rio de Janeiro Civil Police) :打击非物质财产犯罪的机动警察部队

ECAD:Escritório Central de Arrecadação ( Central Collecting Office) :版权集体管理办公室
ESA:Entertainment Software Association:商业软件联盟

ESAF:Escola de Administração Fazendária ( Superior School of Public Revenue Administration) :高级公共税收管理学院
ECTO:Instituto Brasileiro de ética Concorrencial ( Brazilian Institute for Ethics in Competition) :巴西竞争伦理研究所

Fecomércio-RJ:Federação do Comércio do Estado do Rio de Janeiro ( Rio de Janeiro Federation of Commerce) :里约热内
卢联邦工商联合会

FGV:Fundação Getulio Vargas( Getulio Vargas Foundation) : 热图利奥瓦尔加斯基金会

FIESP:Federação das Indústrias do Estado de São Paulo ( São Paulo Federation of Industries) São 圣保罗工业联合会

FNCP:Fórum Nacional contra a Pirataria e a Ilegalidade ( National Forum against Piracy and Illegality) 全国打击盗版和非
法活动论坛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

GIPI:Grupo Interministerial de Propriedade Intelectual ( Inter-Ministeri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Group) :跨部门知识产权团体

GNCOC:Grupo Nacional de Combate às Organizações Criminosas ( National Group for Combating
Criminal Organizations) :全国打击有组织犯罪团体
GSP: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普惠制

HADOPI:Haute Autorité pour la Diffusion des OEuvres et la Protection des Droits sur Internet ( High

Authority for the Diffusion of Works and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on the Internet) :网络传播及其权利保护的最高机构
IDC: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国际数据资讯公司

IDEC:Instituto Brasileiro de Defesa do Consumidor( Brazilzian Institute for Consumer Defense) :巴西消费者保护研究所
IEL:Instituto Euvaldo Lodi ( Euvaldo Lodi Institute) :艾瓦多罗迪研究所

IFPI: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onographic Industry:国际唱片协会
IIPA: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liance:国际知识产权联盟

IMC:Inter-Ministerial Committee on Combating Piracy ( Comitê Interministerial de Combate à Pirataria) :打击盗版内政委
员会

INPI:Instituto Nacional da Propriedade Industrial( National Industrial Property Institute) :国家专利局
IP: 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

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网络服务提供商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技术

IP Address: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网络协议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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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local area network:本地网络

MPA: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电影协会

MPAA: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美国电影协会

PEL:“ Projeto Escola Legal” ( Legal School Project) :法律学校项目
P2P:peer-to-peer:点对点

RIAA: 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美国唱片工业协会

SENAI:Serviço Nacional de Aprendizagem Industrial ( National Learning Service of Industry) 国家产业服务学习协会

SINDIRE-CEITA:Sindicato Nacional dos Analistas Tributários da Receita Federal do Brasil ( National Syndicate of the Tax
Analysts of the Brazilian Federal Revenue Service) 巴西联邦税务局国家审计中心

SNEL. Sindicato Nacional dos Editores de Livros ( National Union of Book Publishers) :国家图书出版联盟

TBAT:ri-Border Area ( between Brazil, Paraguay, and Argentina) :三地交界地区( 巴西、巴拉圭和阿根廷之间)
TPM:technical protection measures:技术保护措施

TRIPS: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UVB:União Brasileira de Vídeo ( Brazilian Video Union) :巴西音像联盟

UFRJ:Universidade Federal do Rio de Janeiro ( Federal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

Unafisco:União dos Auditores Fiscais da Receita Federal do Brasil ( Union of the Fiscal Auditors of the Brazilian Federal
Revenue Service) :巴西联邦税收服务审计师联合会

Unicamp:Universidade de Campinas ( University of Campinas) :坎皮纳斯大学
USP: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 University of São Paulo) :圣保罗大学

USTR: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贸易组织

WIPO: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但是,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取得的效果只是临时性的。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巴西又被列在了

美国商务代表办公室的观察名单上,而这一次是因为巴西的版权保护问题。 2000 年,国际知识产权

联盟要求美国的普惠制( GSP) 项目重新审查巴西的资格。 2001 年美国批准了这项请求。 2002 年,
美国商务代表( USTR) 把巴西列到了“ 重点观察” 的名单上,并且一直保持到 2006 年。 自从《 特别

301 条款》 创立以来,巴西一共 9 次出现在“ 观察名单” ( WL) 上,10 次在“ 重点观察名单” ( PWL),以
及 1 次在“重点外国名单”(PFC)———最高级别的名单并且是实施警告贸易措施的前奏(见表格 5. 1)
表格 5. 1

1989—2010 年巴西在《 特别 301 条款》 下的状态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PWL
WL

PWL
WL

PWL

PWL

PWL
PWL

PFC

PWL

SM

PWL

PWL
PWL

WL
WL

WL
WL

U

WL

WL
WL

巴西政府针对这一压力的回应就是对知识产权执法做出了改进。 可以清楚地看到,《 特别 301

条款》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巴西担心双方的贸易关系恶化。①一个私人咨询部门的顾问回忆到:

这在当时是个爆炸性新闻,因为……到底发生什么了? 连皮鞋出口商都感到了恐慌。 在

Rio Grande do Sul 的居民甚至都失去理智了:“ 我一个卖鞋子的,专门卖给美国,难道就因为巴西
①

在整个 90 年代,美国一直是巴西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在 2009 年,一共有 200 亿美金的出口和 260 亿美金的进口。 而美国的

地位直到 2009 年 4 月才第一次被中国取代( Moore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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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DVD 盗版问题我就要失去我的工作吗? 我该怎么做啊!” 然后他们开始对 CNI( 国家工业联
盟) 进行游说,希望他们改进保护。

工业团体,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都开始改进自己的组织结构,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也更加紧
密。 到新的千禧年到来的时候,所有的工业组织都努力在新兴市场上积极推进执法的扩大化。
和其他国家一样,巴西的知识产权执法改革也是通过立法和行政两个层面实施的。 同样,加强
执法对公共和私营部门都是挑战,这导致了在十年内多项重组措施先后出台。 巴西在这方面做出的
第一个努力是在 2001 年创立了打击盗版内政委员会( IMC) , 主要职责就是协调各个相关部门协同
执法。 但是业内很快开始怀疑 IMC 的工作能力。① 在国会的压力下,联邦行政在 2003 年建立了调查
盗版的国会委员会( CPI de Pirataria) 。 在委员会的努力下,2004 年在司法部内创立了新的反盗版组
织———打击盗版和知识产权犯罪全国理事会( CNCP) 。 出于行业的需求,政府和私人集团的代表一
同掌管这个理事会,从而为产业集团提供了直接参与政府事务的一个渠道,这样的方式是符合 USTR
建议的公私合作形式的。 ( USTR2007:30)

CNCP 马上成为巴西在反盗版方面的主要组织———通过反复的媒体报道———也成为了巴西知识

产权保护的主要公众形象。 它也同时成为在国家层面讨论知识产权执法政策的主要平台。 这些努
力的结果是在 2005 年发布了《 打击盗版的国家计划》 ( 然后在 2009 年做出了大量修订) 。

巴西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努力马上产生了效果:2007 年,巴西从“ 重点观察名单” 降格为“ 观

察名单” 。 但是,来自产业内的抱怨声却没有停止过。 尽管 USTR(2010:29) 对巴西政府的努力表示
满意,谈到“ 巴西一直在为打击仿冒和盗版而努力并一直注重加强执法” ,但是美国还是一直在抱怨
“ 巴西的盗版和假冒问题还是很严重的” 。 由于对巴西的专利法、书籍和网络盗版的担心,以及巴西
拒绝签署 WIPO 网络协议,巴西一直在“ 观察名单” 上。 IIPA 在 2006 年也注意到巴西为打击盗版做
出了“ 明确的政治表率” ,但是仍然对巴西施加压力。 在其 2010 年为 USTR 提供的建议中,IIPA 继续
指责巴西缺乏对盗版的遏制性惩罚,指控数目也偏少,并且网络侵权泛滥,最终对巴西政府提出了进
一步的立法和行政要求。

基于与美国和知识产权人的大量合作,巴西政府试图改变巴西作为盗版国家的形象。 CNCP 的

自我推广宣传措施,包括大力宣扬与私有企业的合作以及打击盗版的成功,都是巴西的国家形象工
程的一部分。 ( Ministerio da Justica 2005a, 2005b, 2006, 2009) .

巴西在网络、知识产权、盗版、教育和执法发面的政策改变,主要集中在权利所有人的政治诉求

和取证的实践,其基本可以被描述成两个方面:巴西,这个盗版国家;以及巴西,赢得了反盗版战争的
胜利。 尽管关于巴西版权法的法律文献在过去十年增长很快,但是关于法律与政策制定、执法实践
和消费者行为的全面记录仍然有限,而且最重要的是,还很少有研究真正把这些盗版相关问题与广
泛的综合因素结合起来进行考证。
本章的主要目的是集中讨论一些基于大量调查的结果,以此剖析围绕盗版、版权、执法等问题的
公共争议与政策制定。 与本报告对于其他国家的研究章节不同的是,巴西这一章的主要内容集中围
绕执法政策的国内政治走向、影响政策讨论框架的实证问题,以及试图建立“ 知识产权文化” 来杜绝
盗版的广泛努力。
①

在 IMC 创立不到一年的时间内,IIPA 就抱怨“ IMC 没有做出任何的法律文件,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它将

要采取行动的迹象。 事实上,我们唯一得到的他们的回应就是他们仍然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规划。 这种对待盗版行为懒散的态
度是不可以容忍和支持的。 私人组织有大把的计划来对付盗版问题,政府应该开始着手参考并实施。 IMC 不应该总是以反复思考
为理由” ( IIPA2002: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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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十年的执法扩张之后,巴西正面临是否将执法进一步扩展到网络的抉择,我们认为在这个
时候衡量巴西的整体执法努力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在我们看来,把巴西当作盗版天堂或打击盗版的
坚定分子都是不恰当的。 尽管巴西在过去十年内为配合美国的要求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我们并没
有看到任何的证据———在巴西或者在其他任何地方———证明盗版的现象在减少。

①相反,越来越多

的信号显示盗版实际上在增长,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复制和分享媒体变得越来越便宜,越来越广
泛,越来越种类繁多。
我们从另一方面看到的是,关于执法力度成功性的评价往往不是看效果,而是看政府的合作。
我们看到,即使在产业与政府共同打击假货的战线内也隐藏着不和谐,对于如何应对新兴的“ 复制文
化” 有不同意见( Sundaram 2007) 。 政府和公众对如何加强 “ 镇压效果” 并不感兴趣,而产业对讨论
新的商业模式或者新的媒体获取方式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 教育效果” 成为了一种打破这种僵局的

方法,期望着公众对知识产权的尊重随着时间的流逝能够慢慢建立起来。 但是细细观察后却发现,
这种期望与实际消费者体验并没有关系,真正的文化改变希望不大。 我们能够期望的是一种更加真
实、透明、可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让制定的政策能够和当代巴西的生活现实与需求相一致。

打击盗版的景观
在巴西,和其他地方一样,政府对执法的投
入导致大量的公共作秀活动,目的是教育公众
并展示与产业的合作。 2005 年,一项联邦立法

年,这 样 的 展 示 一 共 销 毁 了 重 达 3 吨 的 缴 获
商品。

世界范围来说,这样的行为塑造了一个知

确定每年的 12 月 3 日为打击盗版和生物剽窃的

识产权执法的景观:大量的销毁盗版光盘( 用压

前集中销毁盗版的和空白的 CD 和 DVD。 2009

度由大象去踩) 。

国家节日。 从此每一个 12 月 3 日都会在公众面

路机、大锤子或者被在校学生去践踏,或者在印

巴西版权保护的法律框架
巴西的执法部门、大量的市政机关、检察院都有保护版权不受侵权的权力。 应该给执法更
多的资源。
———《 IIPA 2009〈 特别 301 报告〉 :巴西》

在《 特别 301 报告》 的头几年里,巴西一直因为缺乏知识产权执法的标准而备受批评。 根据 USTR 和美国工业团体的说法,巴西的问题是不健全的法律和执法力度缺乏。

当巴西在 90 年代中期引入与 TRIPs 相一致的知识产权法律的时候,美国表示了肯定的态度。

作为对巴西 1998 年实施《 现代化的保护电脑软件和版权法》 的奖励( USTR1998) ,美国第一次将巴西
从《 特别 301》 的“ 观察名单” 上删除。
巴西现在的版权法已经超过了 TRIPs 在一些关键领域的要求。 当现行的版权法正式在 1998 年
实施的时候,对版权的保护期从作者死后 60 年扩展到死后 70 年,超过了《 伯尔尼公约》 的要求。 规
避技术措施( TPM) ,如破解 DVD,被认为是可以起诉的民事行为,版权的例外和限制范围也都是非常
①

更准确地说,是至少。 盗版虽然在某些领域增加———如商业软件联盟所指出的巴西的软件盗版,但是可能在其他领域的盗

版市场却是缩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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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 但在实践中,对一些很明显的例外和限制的规定在巴西却远低于国际标准,例如对一项大
作品中的某些小部分的复制( Law 9. 610 / 98, Article 46,II) ,就因为界定太模糊以至于无法具体实施
( Mizukami et al. 2010; Souza 2009; Branco 2007) 。 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的《 知识产权观察报告》 把
巴西的立法评为世界上第七差,因为它非常令人费解(2010:2) 。

如何进一步的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尤其是网络环境下,一直是行业内关心的重点。 巴西一

直拒绝采用最近 15 年来出台的“ 后 TRIPs” 标准,如 1996 年的 WIPO《 因特网条约》 。① 但是自从 90

年代末,执法而不是法律成了工业集团、IIPA 和 USTR 的关心重点。 他们只关心两个方面的内容:警
察调查和逮捕的权力扩张;通过刑事审判系统实施更快更可靠的惩罚措施。

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业团体和 USTR 一直对巴西在这些方面的努力表示赞扬,尤其是 CNCP 的作

用和国家层面对各个执法机构的协调。 但法院就是另一回事了:很少有知识产权侵权的指控,同样
也很少有严重的罚款或监禁。 IIPA(2010:146) 就一直谴责:司法系统“ 处处都是问题和瓶颈” ,无论
是在民事还是刑事上,而且对于版权侵权没有“ 公诉的意识” 。

但是,正如 IIPA 自己提到的那样,这样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巴西知识产权执法的问题,而是巴西

整个司法体系的问题。 过于拥挤的监狱系统②、复杂的程序法③ 以及超负荷的法院系统④,这些都无
法应对大流量的版权执法案件,尤其是当有很多严重违法行为被起诉的时候。 一个软件行业的代表
这么说:
并不是没有人被捕;他们都被逮捕了。 只是很少有人被关押在监狱里。 为什么呢? 因为监
狱容量有限,必须优先关押那些强奸、谋杀、抢劫的罪犯,然后才能轮到盗版罪犯。 所以我认为
最让当局头疼的并不是去逮捕他们,而是如何让他们保持在被逮捕的状态下。 为什么? 因为巴
西的监狱系统需要重建,而这很让那些专业人士恼火,他们原本是能够更有效的对付这种犯
罪的。
在这种情况下,产业要求有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和专门警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跟其他社会需

求相比,又显得微不足道。 大多数时候,巴西政府对此都是采取了无视的态度,因为 TRIPs 协定的

41. 5 条款规定,成员国没有为知识产权独立成立一个司法体系的义务。 成员国也没有义务特别从警
力资源中抽出一个来专门应付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 分部⑤ IIPA 对大范围重建巴西刑法体系的期
望近期也不容易实现,执法资源也不会突然增加。 巴西未来知识产权执法的状况,应该是跟现在差
不多。
①

根据一个政府消息人士的说法,巴西政府有一种很强烈的情感因素认为这些条约并不符合巴西的利益,而现行的国际知识

产权条约已经足够为权利所有人提供保护了。 而巴西一直拒绝签署 WIPO 的《 因特网条约》 的一个最主要理由就是,对于为基数保
护措施提供法律保护的问题上,巴西政府认为这样会推翻目前的版权法有限的限制和例外情况,同时再加上对它们效率的怀疑。 当
然,这样的立场是非常牵强的,因为巴西自己的版权法已经提供了对 TPM 以及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可参加 Law 6. 610. 98, Article

107,从某些内容上看一些人认为巴西其实是符合国际要求的,但是 IIPA 不这么认为( Ascensao 2002) 。 巴西同样拒绝其他引用 WIPO 的因特网条约,如布达佩斯网络空间犯罪条约。
②

根据官方数据显示,在 2009 年 12 月,巴西监禁的总人数高达 473,626 人(包括所有),而监狱设计的容量仅仅为 294,684。 司法

③

程序法主要集中在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 与版权法和软件法一起,这些一起构成了关于版权保护的法律体系。 一些

④

巴西国家上诉法院在 2009 年平均每个法官要处理 2,180 件案子( CNJ2010:133) 。 在第一点级别的法院,一名法官平均要

⑤

TRIPs Article 41. 5 是基于印度在这一点上的观点,也是少数几个基于发展中国家提议的条文。 ( UNCTAD / ICTSD 2005:

部,监狱系统数据库:http:/ / portal. mu. gov. br / etica / data / pages / MJD574E9CEITEMIDC37B2AE94C6840068B1624D28407509CPTBRNN. htm.
更广泛的条文也是相关的( Decree 6. 759 / 09) ,还有一些市政水平的条文,主要针对街头盗版现象。
处理 2931 件案件( ibid. : 228) 。

585) 它为那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抵抗行业集团要求特别司法系统的安全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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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保护
根据巴西的刑法,所有的侵权行为都可以被刑事诉讼。 有两条法是至高无上的:软件法的第 12

条和刑法典的第 184 条( 适用于所有的版权作品侵权,不仅限于软件) ①。 侵权行为可以按照民事或
刑事来论处,大多数情况下,权利所有人更愿意采用刑事处理,一方面可以通过刑罚的效果来震慑盗
版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可以将诉讼成本转嫁给公共机关。 刑事诉讼一般由检察院提起,有时候
也由相关法律部门来操作。 而相对来说民事案件中大部分费用由原告承担。

图 5. 1

巴西法律体系下的版权侵权刑事处罚

对警察和司法资源的高需求意味着巴西的知识产权刑事执法是高度选择性的。 基于同样的原
因,巴西的法官一般来说都不愿意适用法律中最高等级的量刑。 按照非正式的观察,最常见的法律
量刑都是采用法定刑罚的最低水平( Nucci 2009) 。 当一个商业版权侵权案件被成功起诉后,本来应
该根据法律判罚两年的监禁,但真实的结果可能仅仅是社区服务。 一个犯罪行为按照法律应该被判
处一年以下监禁的时候,就会如同处理非商业软件侵权案件一样,在法官和检察官的考量下当庭释
放。② 这与知识产权执法的承诺本身没有关系,而是由于巴西太过繁杂的刑事司法体系。
尽管一般来说刑事案件是公诉的,但巴西的刑法有时会要求在公诉前有对案件的自诉。 在版权

①

这种双轨制的模式让一些原本类似的案件在不同的诉讼模式下会有不同的惩处效果。 最近一次与版权相关的立法行为是

②

Law 9. 099 / 95, Article 89.

2003 年—Law 10. 695,重新组建了部分的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但是计算机软件法则没有做出相关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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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对于软件侵权和非商业化的侵权行为,只能通过自诉的方式。① 在这样的自诉案件中,警察在
受害人要求下仍然有义务去从事调查工作,但是诉讼过程全部由受害人负责进行,而不是,由公诉部
门承担。 相反,如果是基于商业目的的版权侵权案件,总是由警察调查,由公诉部门起诉,但是如果
缺乏证据的话,公诉人可以要求法院暂停审理,而不需要按照最初的调查继续起诉。②
因为刑法管辖范围的门槛比较高,因此很多小的违法都不会受到刑事处罚,如一些小的由消费
者做出的行为。 例如,没有人因为用录像机私自拍下电视节目而被逮捕或被公诉,尽管在巴西这是
违法的。 因为非商业行为要求自诉,几乎没有这样的案件是到法院处理的,也没有因为购买或接受
假冒产品的案件,尽管这样的行为是商业化的。③ CNCP 曾经支持司法部门通过这样对待消费者侵
权的政策,并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教育而不是起诉消费者。
民事和行政的保护措施
除了典型的几个权利管理组织,如巴西软件联盟( BSA) 和 ECAD 之外,很少有权利所有人会真

正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④。 非商业的侵权行为一般不值得花费大量金钱和时间来起诉。 BSA 对民事
诉讼的使用却有所不同。 第一,因为它的主要服务目标是商业公司,第二,因为它成功地把商业侵权
行为定义为“ 欺诈性的版本” ,这是一个有严重惩罚的行为。⑤

跟随着美国唱片工业协会( RIAA) 的脚步,国际唱片工业协会( IFPI) 和其在巴西的分支机构

ABPD 一起开发出了专门应对消费者侵权的诉讼策略。 2006 年,为了测试巴西法院是否具备应对大
规模对网络共享者的诉讼的能力, IFPI 展开了针对 20 个 P2P 网络用户的诉讼。 这场努力最后没有
取得成功,因为获取用户的个人身份会侵犯隐私权。 而且,如果法官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 ISP) 按照
IFPI 的要求提供用户信息,服务商可以不服从,因为巴西法律没有对数据保留的要求,这使得法庭无
法确认用户身份( IIPA2009:161—62) 。

对于对版权行业的厌烦,CNCP 当时的主席 Luiz Paulo Barreto( 之后在 2010 年 2 月到 2011 年 1

月 2 日担任巴西的司法部长) 出面反对法律诉讼。 IIPA 于是特别不满:“ CNCP 的主席公开表现出他
与整个阵营的不和,这样会给法官施加影响判决的力量,会淡化遏制的需求。” ( IIPA2007:215)

行政法规为权利所有人提供了另一种保护他们权利的方法。 首先它很快速,没有那么严格,而

且比司法程序要便宜,因为处罚和销毁收缴来的盗版产品的花销完全由公家承担⑥。 边境控制、分
区、商业许可管理以及海关和销售税都是行使行政措施的方法。 例如,在巴西海关,如果怀疑有盗版
或假冒产品,官员在有或没有权利人申诉的情况下都可以对可疑的集装箱进行检查。 对于已经进入
国内市场的产品,行政措施可以基于偷税漏税或者侵占公共空间而引发。 举例来说, 区域性限制令
①

这是在软件法和刑法下起诉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对于软件行业来说一般都喜欢把诉讼费用转嫁给公诉部门。 根据 IIPA

(2010:153) ,在 1998 年的软件法中盗版软件的犯罪行为如果还牵涉到偷税行为的话就可以被提起公诉。 但是关于财政方面的刑事
犯罪要等到行政诉讼程序结束后才能开始( 见:Sumula Vinculante 24, 最高联邦法院) 。
②

对于商标和专利案件只能采用自诉的形式,这也是很多知识产权行业内所不满,因为他们都想把这样的成本转嫁给公诉机

构。 对专利和商标侵权的刑事处罚有罚金和监禁,从三个月到一年。 一些特别案件中,如买卖假药,就可能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从
十年到十五年不等( Penal Code, Article 273) 。
③

刑法典,第 180 条

⑤

Law 9. 610 / 98, Article 103. 法律提供了一种按照侵权作品价值的三千倍的损失计算模式,即使对一般的办公室用软件也会

④

刑事诉讼保留在当地的软件组织手中,如 ABES( 巴西软件公司联盟)

提供高昂的奖励。 可以通过 Souza(2009:297—305) 做进一步了解。
⑥

在刑事诉讼中,行业需要为没收来的产品提供仓储直到案件结束。 每一个没收的产品,甚至还必须接受公共部门指定的专

家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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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多次被用来关闭盗版市场 ( 虽然是临时性的) , 包括圣保罗 最 著 名 的 市 场 the Galeria Page ( G1

2009) 。 一般这种情况不需要警察调查和刑事犯罪指控。
新的立法议程

接受采访的行业代表们几乎一致同意更有力的执法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于目前的法律体
系的满意程度却各持不同的看法。 总体来说,改进对现行法律的执行情况比彻底的立法改革更引起
关注。 尽管如此,行业组织仍然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建立一个立法议程以提高执法力度,包括
对程序法的修改、对版权侵权的更高惩罚,以及对网络侵权的更有力打击。

包含这些建议的立法提案由众议院的一个特别委员会( CEPIRATA) 来执行。 从 2008 年 5 月到

2009 年 8 月,CEPIRATA 组织了大量的听证会和研讨会,对加强执法的各项措施进行评估。 这些措
施包括减少对作为证据的盗版产品的保存要求,以侵权产品的抽样而不是全体列表作为控告的基础
(主要是在处理涉及大量盗版光盘的案件的时候) ,将对软件侵权行为所处的惩罚与其他形式的侵权
行为的处罚力度相统一( Camara dos Deputados 2009b) 。 前两个要求已经成为 8052 / 2011 号法案的
一部分,法案是以 CNCP 的建议为基础起草的,并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由主席 da Silva 呈交国会。
网络立法:2011 年的最新进展
巴西目前还没有关于数据保留或者网络服务提供商( ISP) 责任的专项立法。 现行的一般侵权责

任法没有对这个问题提供任何指导意见,法官一般倾向于使用民法典或消费者权益法典中的严格责
任制度,尽管分歧意见常常发生( Lemos et al. 2009) 。 如何把版权法适用到网络环境和网络用户在
巴西仍然未得到解决。

数据保留和其他用于网络监管的措施在 2005 年因为“ Azeredo 法案” 而被推到最显眼的位置上

( Bill 84 / 99) ,这一法案以国会辩论中最支持这项法案的参议员爱德华多·阿泽雷多( Eduardo Azere-

do) 而命名。 “ Azeredo 法案” 旨在加强网络调查和网络犯罪的公诉方面的法律基础。 这主要是受到
了欧洲理事会在 2001 年发布的布达佩斯网络犯罪公约的影响,同时也是基于巴西既有的提议。 这
项法案得到了很多有影响力的公共机构和私人组织的支持,有 EFBRABAN( 巴西银行联邦) 、巴西联
邦警察以及 IIPA。 IIPA 支持这项法案主要是希望它能够促进对文件分享和其他网络侵权行为中的
个人和非商业机构提起诉讼———至少,先要求网络服务商能够将用户数据保留更长时间。 在我们的
采访中,一个参与版权执法的私人机构的消息人士称,这个法案特别是为了起诉那些在网络上进行
文件分享的用户的。

公众对“ Azeredo 法案” 的态度相当统一,即一致反对。 对用户隐私和匿名权利的担忧成为大规

模的 Mega Nao( 字面意思是“ 大的不” ,即对法案 84 / 99 大声说“ 不” ) 运动的基础,并引发了大量的公
共讨论和媒体辩论。 公众呼声中同时提出,这项法律本质上是为加强版权执法找借口。

2009 年,由于反对和抵制十分强烈,一次大规模的关于修改网络法的社会民意调查被要求举行。

作为回应,司法部展开了一项目前仍在进行的项目,称为“ Marco Civil” ①,旨在提供一种更广泛地适
用于网络环境下的法律法规,包括网络中立、网络接入以及用户权利。 民意调查在 2010 年 5 月结
束,起草的提案在 2011 年初提交国会。

“ Macro Civil” 并不直接涉及知识产权法,而是更注重保护网络的开放性,主要用来规定用户的

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 ISP 的侵权责任认定。 这样的界限表示,版权问题将被分开讨论,作为法案第
①

Marco Civil 的大体意思是指网络法的“ 民法框架” ,以区分于 Azeredo 法案的新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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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稿的内容,由文化部在 2010 年中期进行民意调查。

可以看到,关于“ Macro Civil” 的民意调查揭示出了各方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 言论自由、匿名

权、隐私权以及接入权都是争议的焦点。 大约有 2000 项投稿被收到,其中 30 多份由 IIPA、IFPI 以及
巴西消费者权利组织( IDEC) 这样的机构和组织提供。

同时,“ Azeredo 法案” 被搁置。 国会的一位消息人士称:“ 如果一项法案有过大的社会争议,那么

这项法案就会被政府避免。”2009 年由 Bispo Ge 提议的“ 逐步回应” 关于 ISP 责任的立法,由于其中
要求 ISP 关停那些多次进行侵权的用户的网络使用权而饱受争议, 最后不得不被撤回。
逐步回应
尽管 Bispo Ge 法案最后失败了,“ 逐步回应” 仍然是版权产业针对巴西制定的议程的中心部分。

一些对 Marco Civil 的提议,如 ABPD 的建议,明确要求一个类似于法国 HADOPI( 网络传播及其权利
保护的最高机构) 的管理模式,或者英国的数字经济法案———这两者都包含条款禁止反复侵权者的
网络接入权。 Macro Civil 的另一个中立性条文同样也是饱受争议,因为没有区分正版内容和盗版内
容,所以为技术性遏制 P2P 文件共享设立了障碍。

成文法典的修改只是“逐步回应”的一种方式。 作为对唱片业诉求的回应,文化部已经主持了一个

关于 ISP 的工作委员会来促进 ISP、电信公司、唱片业、电影业和软件业的会议和沟通。 这个工作组的主
要任务是在 ISP 和版权业者之间促成对待 P2P 文件共享的意见。 用一个私人部门成员的话说就是:

我们能够找出谁[ 侵犯了版权] ,并通过 IP[ 网络协议] 地址找出背后的实际侵权人。 最大的争

论是谁拥有这些 IP 地址的所有权……而且,我们讨论 ISP 要为这样的犯罪行为承担多大责任,或者
要不要承担责任。 是否 ISP 侵犯了[ 用户] 隐私权? 是否 ISP 有这样的权力? 这就是我们在巴西立
法讨论中所关心的问题……

作为知识产权所有人,我们认为 ISP 是共同责任人,他们至少应该教育用户不能从事这样

的犯罪行为。 我最喜欢做这样一个比喻:我是一家房子的主人,我难道不用为我房子里面发生
的任何事情负责吗? 根据我房子里面租客的不同行为,我肯定是要负责的。 但是为什么不按照
同样的方式来规定 ISP 的责任呢? [ ISP] 就是房子[ 网络] 的主人,但是那里又发生了什么? ISP

在禁止 P2P 的问题上并不支持我们,但是在对待盗版的具体案件上是支持的。 盗版软件在网络
上公开叫卖,假冒产品也在网络上公开买卖。 当我们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要求他们把这
些信息去掉,他们马上会配合。 我们与文化部的讨论主要就是关于 P2P 的问题。

与 Marco Civil 的民意调查不同,这场讨论完全是闭门磋商的。 关于这个工作组的新闻直到 2009

年才出现。 IIPA 的 2009 年报告提到了这个工作组,同样司法部和 ABPD 在 CNCP 的年度报告中也
提到了( Ministerio da Justica 2009) 。 关于这次会议的媒体报道一直都没有出现。

在我们的采访中,工作组的成员表示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担心来自公众方面的反对和

争议,如同其他国家处理相同问题的时候一样( 如法国的 HADOPI 法) ,这些争议会对巴西的“ 逐步
回应” 措施进行干扰。 消息人士特别提出,普遍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方式就是将巴西的方法与英国
模式结合起来,当时( 特指在通过数字经济法以及 2009 年的英国数字报告之前) 的英国模式只是减
少那些大量上传侵权文件的用户的带宽,而不是彻底禁止他们的网络使用。

尽管这项工作在我们研究的时候还远没有结束,行业代表们似乎一致对这种减少带宽作为惩罚的
方式感到满意,而且也可以通过对侵权者的网络服务合同进行实际操作。 一个电影业代表观察到:
我不主张侵犯任何人的私生活,也不想干预他们在做什么……没有人愿意这样做。 我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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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必须要有控制,例如,通过用户与网络服务商之间的服务合同。 任何个人与网络服务商之
间签订的合同都包括这样的前提,那就是用户不会进行任何非法活动,或做出[ 非法] 下载。 这
是在合同中的。 所以,我对你前一晚浏览过哪些网站并不感兴趣,但是,当有非法下载的情况出
现的时候,就必须有一种方法可以警告这些人,并让他( 或她) 停止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 逐步回应” 的实施方式对权利所有人来说有一个很明显的优点,那就是减少了或者说是

排除了他们作为行政或司法监管的角色:权利所有人只需要告知 ISP,侵权内容正在被某个 IP 地址
分享,ISP 随即会通知这个用户。 当多次违法行为发生后( 所谓的三振) ,ISP 就会施加惩罚措施。 被
处罚者可以提出抗议,但是这种异议是基于合同的,而不是基于基本权利被剥夺。 这种方法也避开
了必须制定新法的需要。
这种处罚方式是否与现行的巴西法律,尤其是消费者法相符合,仍然是一个问题,即使是在自愿
性服务合同的考量下。 与此相应的法庭角色该怎样变化也是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与此相关的另外
一些更依赖法庭的模式也被讨论过,包括法国 HADOPI 模式,即对这种暂停连接附加一个简短的司
法审查过程。 但是,我们采访的所有行业代表中,却没有人愿意公共机关介入,或者有程序性框架来
让用户应对被指控的侵权行为。 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看来,将会使巴西实施“ 逐步回应” 模式的过程中
出现一些很严重的法律障碍。
版权改革
版权改革问题从 2005 年开始在文化部里多次进行了严肃的讨论,这一系列会议最后集中称为

“著作权的国家论坛” 。 这个论坛设立的目标是为了让大众看到巴西版权法的不足,并且宣传巴西文
化部关于版权法法案做出的努力。 从 2007 年 12 月开始,八个相关会议举行,主要集中在不同的版
权法领域。 其中一个主要的论题是行政部门在版权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监管那些为音乐著作
权人收集版税的各种社会组织。 在举行论坛的同时, 文化部还向各个版权行业代表征求意见,包括
ECAD 这个专门为唱片工业收取版税的机构,以及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 2010 年 6 月,文化部公布
了版权改革的草案,然后把草案像 Marco Civil 一样公开给全社会进行讨论,征求意见。

在受影响的版权行业中,出版部门对版权改革提出了最顽固的抵制,他们认为目前的立法已经

足够了。 出版商与 ABPD 和一些版权集中管理组织一起,共同成立了 CNCDA( 国家文化和作者权利
委员会) ,用来公开反对公共机关对集体管理组织的监管。 他们认为政府监管是对作者权利的严重
干扰①。 在相反一方,一些支持改革草案的个人和机构也组织起来,共同维护版权改革的需求。②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文化部的草案是对现行巴西法律的一次明显改进。 这个草案将会大规模

的扩大版权的例外情况和限制,极大的促进教育资源的获取,并将法律与教育机构的具体实践联合
起来。
草案对数字产品的技术保护措施采用了相对理性的方式,如果这些作品是处于公共领域或者是

处于版权限制和例外情况的话,允许规避 TPM 和其他权利管理信息。 草案同样将那些阻挠合法使
用版权作品或阻止免费使用公共领域作品的行为,视为不正当措施,并将受到惩罚。 这样的立场已
经惹火了行业团体们,他们认为现行的巴西法律在“ 技术保护领域” 是有缺陷的。 ( IIPA2010:152)

①
②

可以参见 CNCDA 的网页:http: / / www. cncda. br。

支持者名单可以从 Reforma da Lei de Direito Autoral ( 版权的改革) 组织的网页上看到:http: / / reformadireitoautoral. org. br /

ida / ? page_id =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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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3) 各方务必互相协调,相互配合,促进联合行动,协助有关部门保护知识产权。

3. 1(4) 各方应当努力促进依法建立的正式或者不正式形式,如咨询事务组织,有关部门应

当接纳权利所有人和相关利益方的看法和建议。

———《 反假冒商品贸易协定》 ( ACTA) ,最终版本,2010 年 11 月 15 日
专门关注版权保护和执法的组织并不是最近的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早期( Johns 2009:

327—55) 。 在巴西,视频媒体的发行商组织 UBV( 巴西录像协会) 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该组织反盗版
的行为可以追溯到 1980 年代的家庭录像带时代( Bueno 2009) 。 然而,现在执法环境与之前的努力
有两点截然不同。

第一点就是出现了能将原本很难合作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联系在一起的组织。 从 2004 年开

始,在国家层面上这样的组织就是 CNCP。 其他组织有私人部门的 FNCP( 全国打击盗版和非法活动
论坛) 、FIESP( 圣保罗行业联盟) 以及美国商会( AmCham) ,他们作为行业间的协调者在联邦和州水
平上工作。

第二点是出现了一个复杂的执法功能生态体系,以及部门间的一个大致劳动分工。 之前,执法
一直被看作是某些特定政府和私人部门的专有行为,但是如今,我们谈论的是一个复杂的执法行业,
包括法律、教育和其他由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提供的咨询服务。 巴西的这个执法行业,更应该被放
在一个广泛的国际知识产权推进和政策制定大环境中来理解, 它实际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大型企业
的当地分支。
这些机构在过去十年间迅猛发展起来,以至于对它们进行全面梳理变得非常困难,对外行来说
也可能很乏味。 因此,我们这里只集中讨论几个比较活跃的巴西执法组织。 所有的这些组织或多或
少的都涉及以下一些行为:

1. 对执法的支持,包括直接帮助当局展开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调查和起诉。 帮助可以是物

质上的( 包括由版权所有人提供的财政支持) 或者后勤上的,即为突击检查等执法行动提供培训和操
作支持。

2. 一般性的倡导,采用的方式包括公关、讲座、教育、研究和反盗版 / 知识产权宣传。
3. 直接对法律制定者的游说和提议,集中与对某些特定法律条款的修订。
4. 协调上述行动中的各个成员。 这种协调行为驱动了执法生态系统。

随着 CNCP 的成立,整个行业终于建立了一个在国家水平上的有力协调机构。 CNCP 起初是作

为一个平台,供各部门之间以及公私机构之间的协调,然后又在州级和市级开始发生作用①。 CNCP

效用的一个标志就是,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反盗版姿态,以“ 国家反盗版计划” 作为核心。 盗版现在
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公共提案。

从更大的层面上看,CNCP 和国家计划都是巴西近年来所承担的国际压力的产物———主要是来

自美国政府还有很多跨国版权行业。 但是,仅仅把这些改变看作是强制的负担是错误的。 政府中参
与知识产权政策制定的消息人士,都对 2000 年来巴西在美国压力下做出的机构改进表示支持。 尽
①

IIPA 声称现在行业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已经是很好了而之前的“ 瓶颈是之前的时候盗版还停留在屋里盗版水平上的时

候在联邦和州政府时代以及市政水平上” ( IIPA2010:148) 。 因此,IIPA 现在更关注如何来协调巴西联邦水平上的协调以及推动创立
公司合营的方式以及市政水平上的专责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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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如此,公共议程和私人部门的议程( 甚至各个部门之间的议程) 是不同的,这导致不同的相关部门
对 “ 打击盗版” 的不同理解。
执法的十年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早期,巴西与美国就知识产权政策方面展开争端。 之后, 美国商务代

表和版权产业在 1999 年—2000 年的新一轮努力,却得到了巴西方面的积极配合。 IIPA 在 2000 年向
USTR 发出的请求提供了基础。 请求中, IIPA 把巴西描述为各个行业几乎都有“ 让人无法接受的高
程度” 盗版,没有任何可以阻止盗版的惩罚措施,最后的定罪数很低,以及大量在刑法和民法案件中

的延迟情况。 2001 年到 2005 年间,面对可能失去贸易特权的威胁,巴西出台出了一系列制度调整,
专门处理私有部门在执法方面所关心的问题。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IIPA 要求 USTR 解除巴西的贸易优势地位,把巴西置于 GSP 审查下。
IIPA 的要求得到了 USTR 的许可。 巴西政府建立了 IMC。
USTR 把巴西从《 特别 301》 条款上的“ 观察名单” 移动到“ 优先观察名单” 。
CPI da Pirataria 开始它的各项程序。 同时,CAPC 建立,以及私营的跨行业组织 FNCP 的设立。
CPI da Pirataria 发布了最终报告,建议设立一个公私合营的组织来代替 IMC。 CNCP 最终被创立。
CNCP 公布了第一个打击盗版的国家计划,列举出 99 项反盗版和反假冒产品的行动方案。
USTR 终止了对巴西的 GSP 审查。 IIPA 建议把巴西调级为“ 观察名单” 。
USTR 把巴西从“ 重点观察名单” 移到“ 观察名单” 。
图表 5. 2

巴西知识产权执法时间线

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之后几年的变化并不显著。 到 2010 年,对网络侵权的抱怨声远远盖过了对

光盘盗版的不满,但是行业所关注仍然是高盗版率以及恶劣的执法情况等根本性问题。 但是在政治
合作上,却发生了很大变化。 最近的 IIPA 报告显示,政府和行业间已经有了更多更好的合作,可以
明显看到巴西政府有很大的政治意愿来打击盗版( IIPA 2006:199) 。

IMC( 打击盗版的跨部门委员会) 在 2001 年创立,是对美国威胁要将巴西从 GSP( 普惠制) 中剔

除作出的回应。 IMC 完全由巴西的政府部门组成,包括司法部、科学技术部、文化部、财政部、外事部
以及工业发展和对外贸易部。 私有部门在 IMC 的作用仅限于受到邀请的时候。

大多数的行业组织对这样的组织形式不满①,并继续要求对执法政策的制度框架进行改革。 行

业的不满同样也是美国政府的不满。 行业组织对巴西的贸易压力一直持续到 2000 年代初,致使参
议院在 2003 年设立了针对盗版的议会委员会。

该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和听证,采访人士有行业代表、执法权威和美国政府的外交人员。

与美国接洽的立法组织也被建立起来,一批巴西代表来到华盛顿,与美国国会的国际反盗版核心成
员举行了会议。 在意见中,委员会提议建立一个公私合营的组织来协调打击盗版的行动方案。 最后
这个提议变成了现在的 CNCP。

委员会的大量调查集中在伪冒产品和走私物品,而不是盗版。 但是,版权产业却是整个过程中

最积极的利益相关人,也是所有 CNCP 代表中最有分量的。 唱片业、软件业、出版业以及电影业组织
都有自己在该组织中的专属席位,但是给工业产权的席位只有一个,分给了 ETCO( 巴西公平竞争机
①

“ 一些 IIPA 的成员私下里分别与 IMC 的主席组织了会面,出席会议的还有其他巴西的高级政府官员,包括司法部部长。 一

些建议被列举出来送交 IMC 的主席,但是 IMC 从没有实施过这些建议。 行业代表从来没有会见过所有的 IMC 成员。 这个行业也从
没有收到过任何关于 IMC 将要实施那些决定和行动的官方文件,尽管通过非正式的模式,版权协会被告知没有任何决定也没有任何
的计划。 总的说来,IMC 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意愿与私有部门或者美国政府去合作。 更加重要的是,IMC 主席承诺会在 2001 年 10 月
到 11 月展开执法保护行动,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根据行业人士表示,IMC 在 2002 年没有任何的计划” ( IIPA2002: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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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代表燃料、饮料、医药、香烟和软件公司。
打击盗版全国理事会 ( CNCP)

CNCP 本质上就是在行业要求下重新构建的 IMC,会员已经扩展到 7 个代表私企利益的组织。

外部合作伙伴也组织起来,并在特定场合参与到理事会的讨论中。 如今,这个合作伙伴小组几乎已
经完全由知识产权相关人士和组织来组成。

在 CNCP 过去运作的六年间,发生了很多组成上的变化。 一开始的时候,出版业的代表 ABDR

是创立者之一,但是后来却没有延续它的席位。 知识产权律师协会 ABPI 同样也在两年后离开了。
CNC( 国家商业服务和旅游协会) 、CNI( 全国商会) 和 BPG( 品牌保护组织) ,差不多所有的工业团体
都被介绍进来,以平衡在各个知识产权领域的发言权。 在目前 CNCP 的架构中,与版权有关的行业
占 3 席,比开始的时候少一席。

图表 5. 2

CNCP 的组成,2009 年 12 月至今

• CNCP 的主席
∗∗
由国家财政部组织

来自公共部门的成员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1) 来自不同国家部门的 7 个参与者,共同负责盗

版和伪冒;(2) 来自国会的两位技术人员;(3) 四位来自联邦执法部门的代表,主要由财政部或司法
部授权( 表 5. 2) 。 CNCP 的主席和执行董事都是由司法部指派。①
①

领导人的改变也将改变 CNCP 的基调。 第一任执行董事,Marcio Costa de Menezese Goncalves,是由行业界指定的一位 IP 律

师,在其任期 2008 年结束后他离开并组织成立了 IGI( 知识产权资本组织) 。 第二任执行董事是 Andre Barcellos,是国家规划部的一
位公务员。 一些行业代表很怀念 Goncalves 在任的时期,因为他们相信那个时期他们更能控制 CNCP 的活动。 Luiz Paulo Barreto 在

2010 年早期担任了这个组织的主席,然后替代 Tarso Genro 作为司法部部长。 他于 2011 年初离开了那个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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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咨询指导类的团体,CNCP 的作用包括从研究和提议反盗版方法,到协助执法机构的训

练等。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起草和执行《 打击盗版国家计划》 。
打击盗版国家计划

在创立 CNCP 之前,IIPA 对巴西的一个最主要的不满就是巴西缺乏一个国家性的打击盗版的计

划,而且这些计划也没有任何私有部门的介入。 CNCP 成立后,马上就在 2005 年出台的第一份国家
计划中处理这个问题。

根据 CNCP 的一个国家部门参与者的看法,2005 年的国家计划从政治角度来看是非常重要的:

巴西仍然处在 GSP 审查下,而国内在公私领域之间的气氛是互相指责。 这份报告的出台,让互相冲
突的双方重新回到台面上,解决那些一直僵持的问题。 这位消息人士认为,CNCP 的建立以及国家计
划报告的出台代表了内外两方面的巨大进步:对内,帮助了权利相关人;对外,让美国政府看到了巴
西在打击盗版方面做出的努力。 力图缓解公私矛盾的意愿最终促成了这份计划的起草,但却忽视了
很多实践方面的考虑。 最终结果,用另一个消息人士的话来说,“ 并不是那么容易实施” 。 这份报告
公布了 99 项即将展开的活动。 大多数行动并不属于 CNCP 和联邦政府的权力范围,而是属于司法
或省市行政机关管辖。

这些缺陷并没有被 CNCP 忽视。 2009 年,第二份计划发布,将原来的 99 项行动削减为更加可行

的 23 项。 这种削减受到成员们的不满,因为他们担心政府对反盗版努力的支持可能会变成稀有资
源。 根据一个私企的消息人士的看法,CNCP 最宝贵的财产就是它的名声,以及对各种版权意识推广
活动的认可,而新方案让后者的作用变得非常困难
图表 5. 3
项目
无盗版城市

CNCP 的优先项目
目标

在市政水平上创立一个公私合营的打击盗版委员会

合法交易

减少街头市场和热门集市中的非法产品

反盗版贸易

在全国运动中将店主团结起来打击盗版

反盗版门户

建立一个互动网站门户来为 CNCP 与其成员间提供更有效的沟通途径

与 ISPs 的合作

为解决 P2P 共享和网络侵权在行业和 ISPs 之间建立伙伴关系。

协调方
ETCO
ETCO
CNC

ABES

文化部

23 个项目中的 5 个优先项目( 见表 5. 3) ,最长远的就是无盗版城市计划,主要是要建立一个区

域性反盗版委员会来协调市政层面的各项努力①。 这个项目首先于 2007 年在 Santa Catarina 州的

Blumenau 市实施。 这样的模式随后被推广到 Curitiba、里约热内卢、圣保罗、Brasilia 和 Ribeirao Preto,
其他城市将由这个项目的赞助方 ETCO 来确定(2009:30—33) 。②

目前为止,州和地方的委员会还没有与现行的政策分开,主要是处理贩卖侵权产品的街头市场。

他们作为对市政机关施加压力的主要渠道,让市政机关去监督和管理公共空间,并参与到教育活动
中。 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处理网络侵权的权力,除了一些地方性法律中对网吧( 在巴西被称作“ LAN
之家” ) 及其他提供上网服务的物理场所的管理。

①
②

完整的国家计划项目( 一些当然也并不是真正的项目) 可以在我们这份研究的网页上看到:http: / / piracy. ssrc. org / resources.

曾经有尝试将 CNCP 这样的公私合营的制度在州一级实施但是却没有形成系统性。 Sao Paul Inter-Secretarial Committee on

Combating Piracy 于 2006 年成立( 一个曾在这个组织里工作过的消息人士称,这个委员会在 2009 年末期待时候并没有那么活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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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PI 和巴西的知识产权政策
理论上,CNCP 是一个严格的咨询性机构,并没有明确的立法权。 尽管有议员的参加,以及国家
计划中包含的“ 立法调整” 的内容,CNCP 最主要的功能还是协调公共部门之间的统一行动。 相似
的,私有部门的游说大多数也是在 CNCP 之外进行的,直接发生在私营团体和国会成员之间。

巴西一直保持着对执法政策和一般知识产权政策之间重要( 即使不总是清晰) 的区别,所以巴西

的国内和国际知识产权政策并不是由 CNCP 决定的,而是由更高级别的跨部门知识产权团体( GIPI)

来决定。 尽管 GIPI 的代表和 CNCP 的参与者大同小异( 参见图 5. 3) ,GIPI 是一个完全的公共部门,
有明确的要求要在制定知识产权政策时平衡权利人和公众的多方利益。 GIPI 在知识产权执法方面
的角色与 CNCP 有很大不同,GIPI 倾向于从“ 广义” 来考虑执法问题,“ 从整体上看知识产权立法的
社会影响,既考虑权利所有人的权利,也兼顾每项立法中必须设置的限制和例外情况” ①。

根据一个同时参加了 CNCP 和 GIPI 的政府官员的说法,执法政策中涉及一般性知识产权政策的

讨论已经被系统的转移到 GIPI,因为这些问题比较敏感。 归为 GIPI 的话就能够保证政策的制定不
会被私企影响。 政府所有关于知识产权的立法都是在 GIPI 形成的,例如,由文化部起草的《 版权改
革法案》 。 这并不意味着 GIPI 故意忽视私有部门的诉求,但是不同层面的政策论坛,保证了公共部
门对知识产权政策的看法独立于私有企业的影响。 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对于这种独立性,公私领
域有不同的看法,私营部门的代表对独立的 GIPI 表示后悔( 因为在 CNCP 成立前,私有部门对 GIPI
的影响要大得多) ,而公共部门的人士则称这种独立是“ 政府做的一件非常好的事” 。

实践中,GIPI 的独立地位使其成为那些极端保护要求的坟墓。 MPAA 曾尝试联合 CNCP 支持

《 反摄像机录制法案》 ,将携带录音机进入电影院视为一种犯罪②,这个争论被提交到 GIPI 并最终遭
到否决。

参与 GIPI 的各个部门负责处理知识产权法律的不同方面,有时部门内部还有更细的分工。 文

化部一般负责版权政策问题,通过知识权利董事会( DDI) 来管理,并负责与传统知识相关的事情。
软件版权政策是一个例外,并不属于文化部而是属于科学技术部。 专利和商标政策则是由发展、工
业、对外贸易部和巴西专利局( INPI) 来负责,尽管后者不是 GIPI 的常务成员,但是每次都会列席工
业知识产权会议。 尽管和发展部有联系,INPI 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与 Peter Drahos(2010) 描述的全
球专利局组 织 相 联 系。 传 统 文 化 由 农 业 部 和 环 境 部 管 理, 环 境 部 还 设 有 基 因 资 源 管 理 委 员 会
( CGEN) 。 外事部管理 DIPI( 知识产权部门) ,后者主要代表巴西在世界性的知识产权组织( 如 WIPO
和 WTO) 中传达巴西的政策意见。
了解你的执法机构
版权执法保护,尤其是刑法保护,通常要涉及 3 个层面的机构相互配合———联邦的、州的和市政

的———同时还需要权利所有人培养和支持执法部门( 见图 5. 4)

①

根据 GIPI 的《 行动方式》 ,参见发展、工业和对外贸易部网页:http: / / www. mdic. gov. br / sitio / interna / interna. php? area = 3&

②

一个强有力的反录像机拍摄条款似乎 MPAA 和 IIPA 游说的一个通行条款。 在巴西通过录像机偷拍电影已经是一种犯罪,

menu = 1783.

但是根据 IIPA 的计算只是一个很低效率的罪名:在 2010 年只有 23 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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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3

GIPI 和 CNCP 的交叉重叠
图表 5. 4

联邦

执法部门

州

市政

海关 / 联邦税收服务

公共警察

市政保安

联邦高速公路警察

军警

市政当局

联邦司法部

州税收服务 / 专利局

联邦警察
联邦公诉服务

州司法部

州公诉服务

警察和市政保安
巴西的警察分为联邦警察和州警察,进一步还可以细分为对刑事犯罪调查的警察以及防御警
察。 巴西的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民事警力和武装警力,民警负责犯罪调查和取证,武警负责预防犯
罪和突击反应。 在联邦一级,联邦高速公路警察主要是预防性警力,同时协助联邦警察的调查工作。
在与私企相关的事务中,联邦警察的行动范围非常有限,只有当涉及走私或者不正当货物入境的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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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为时才采取行动①。 而在其他情况下,只有州和市政的警力才是正当的执法部门。

有一些州 特 别 设 立 了 一 些 民 事 警 察 来 负 责 知 识 产 权 执 法。 最 重 要 的 就 是 里 约 热 内 陆 的

DRCPIM( 打击非物质财产犯罪的机动警察部队) ,因为政治原因在 2003 年创立。 但是根据执法部门

专家的话说,这个部队的成立是基于私有企业的压力,而且所有装备和设施都是由私人基金提供的。
DRCPIM 常常被当作一个成功的案例供其他州来效仿②。 在 21 世纪初,圣保罗同样建立了一个特别
的反盗版部队,并安排在 DEIC( 调查有组织犯罪部门) 。 Bahia 州则在 2007 年建立了 GEPPI( 知识产
权保护特别小组) 安排在民警中。 现在,建立特别机动部队已经成为国家计划的一部分,但具体实施
仍然由州政府部门管辖。
网络犯罪特别机动部门是由州民事警察部门成立的,一开始主要专注于银行诈骗、儿童色情犯

罪以及仇恨言论———这项任务似乎可以被扩展到版权侵权事宜。 作为旗舰部门的是联邦警察的
URCC( 网络犯罪抑制机动队) 。 联邦警察也是支持“ Azeredo 法案” 中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因为这
项法案扩大了警察的权力,使其能够有权调查包括文件分享在内的网络犯罪。

市政府没有单独的警力,但是根据巴西宪法,市政府可以建立市政保安力量来保护地方商务、服

务和设施( Article 144, § 8) 。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市政府都有这样的保安力量,有时候他们由市政厅
负责没收和执行地区禁令的职员来担当。 这些权力机构与街头小贩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形成巴西街
头盗版现象的重要地方因素之一。
税收、海关和专利局
在联邦政府的三级结构中都有独立的税收机构,每个都有特别的权力来征收各种不同的税。 例
如,出口税和进口税属于联邦权力范围,因此,联邦税务局也负责管理海关。 这些机构在打击街头盗
版行为的时候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CNCP 行动的一个显著成效就是联邦税务局和联邦警察之间更
好的配合。

联邦税务局的一个下属部门 SINDIRECEITA( 巴西联邦税务局国家审计中心) ,主要负责财政分

析,同时也参与反盗版教育工作,主要是通过其资助的“ Pirata: To Fora” ( 盗版:我出局了) 这个公共
教育活动来实现。 这个活动本来是为了配合财政教育———教育民众去交税。 一些类似的教育活动
还包括财政部的 ESAF( 高级公共税收管理学院) 。

巴西专利局 INPI,在训练、教育和知识产权推广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致力于 “ 推动尊重知识

产权成为一种文化” 。 自从 2005 年,INPI 就投入了大量的经费在教育上,包括派遣职员去参加各种
反盗版会议和讲座,在自己的知识产权学会提供课程,以及联同工业协会 FIESP 一起发布知识产权
手册等。

公诉服务和司法制度
在 2010 年底,里约热内卢是唯一一个有专门处理知识产权事项的公诉部门的州③。 对于公诉人

员来说,盗版和走私同样吸引他们的关注,尤其是圣保罗,特别创立了针对盗版的 PAI( 综合行动计
划) 。 全国性的公诉人组织 GNCOC( 全国打击有组织犯罪团体) ,在近年来以鼓励联邦和州公诉方加
①

或者,有时候,在一些被司法部允许的案件中,这些案件有跨州的或者国际的影响力以及需要一致性的强制措施。 Law 10.

②

根据 CNCP 的第四份报告,Brasil Original, 对 DRCPIM 的描述用了非常褒义的言辞( Ministerio da Justica 2009:71—79) .

446 / 02.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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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个 PIP( 犯罪调查公诉办公室) 。 这个办公室专门是接受那些由 DRCPIM 特别机动队调查的案件。

强对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力度而闻名,但是也有消息称,这个机构在此类问题上的活动减少了不少。
法官和公诉方,从他们的角度上看,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特别是没有束缚警察和行政部门的
等级约束。 有一些法官和公诉人出于个人态度而关注盗版问题,并公共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这一点
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检察官 Lilian Moreira Pinho 和法官 Gilson Dipp。 但是,却没有被更广泛的机构
重视:司法和公诉部门几乎不受产业的影响。
版权产业组织
ABPD 是全球唱片行业在巴西的一个分支,隶属于 IFPI①。 唱片产业还通过 ECAD 行使很大的

政治影响力,ECAD 是巴西各个版税收集组织的联盟。 尽管没有涉足反盗版执法,ECAD 仍然是知识
产权游说和推广中最积极的分子,同时也是 2010 年文化部起草的《 版权改革法案草案》 最主要的反
对者之一。

巴西的电影行业由 MPA 代表,是 MPAA 的国际分支。 视频发行商协会( UBV) 同样也是知识产

权游说和倡导中最积极的一员。

代表巴西和外国软件公司提供对商业和娱乐软件支持的组织是 ABES。 它包括了以美国为基础

的 BSA 和 ESA( 娱乐软件协会) 作为特别会员,也经常和他们相互呼应。 BSA 同样也独立的在巴西
实施一系列的民事诉讼活动来抗击一些可疑公司对版权的侵犯。

出版业的代表由几个组织构成。 书籍贸易的发行商和零售商由 CBL( 巴西图书商会) 作为全国

性代表。 同时代表出版业的还有 ABDR,成立于 1992 年,作为复制权组织现在主要代表出版业来实
施执法诉求。 它主要专注于对执法的支持,特别是关注复印店和大学,但同时它也是出版业主要的
知识产权游说和倡导者。 另一个在出版业比较重要的就是 SNEL( 国家图书出版商联盟) 、ABRE-

LIVROS( 巴西教科书出版商协会) 以及 ABEU( 巴西大学出版社协会) 。
支持执法的组织

行业协会创立了很多的单位来支持执法。 这些工作包括:影响公权力,如对警察提出抗议,帮助
调查和公诉,以及参与对公务员的培训;扩大监督范围和指导行动,例如对网络的监督,以及当发现
侵权内容时主动发送删除通知。 有一些组织直接对执法机构提供物质和财政上的支持。

所有这些组织中最活跃的要数 APCM( 电影和音乐反盗版联盟) ,一个在 2007 年创立的反盗版

组织,是通过融合电影和唱片行业的主要执法团体而成立的。 软件行业在 ABES 设立了一个工作组
作为支持执法的单位。 ABDR 的角色大同小异,在众多组织中代表出版行业。

APCM 参与了大量的活动,包括建立公共认识活动以及一些更普遍的版权提倡和游说。 但是它

最著名的是作为执法机构的活动。 迄今为止,其主要工作是针对街头小贩和网络社区的侵权行为而
不是个人。 在网络环境中,APCM 主要针对网络服务提供商、文档分享网站的管理者和相似平台的
管理人员,在侵权内容可以辨别的时候主动发出禁制令和撤销通知。 警察首次参与这样的行动是在

2010 年,当 APCM 抗议在线社区 Brasil Series 的侵权行为已经构成了可以公诉的商业犯罪( Zmoginski

2010) 时。 当用户们提出抗议时,是 APCM———而不是唱片或电影行业———受到了最多的指责。 这
也许最好的说明了 APCM 的另一个角色,缓冲功能。

其他组织的行动范围相对比较窄,主要集中在反假冒上,也有部分与反盗版工作有重叠。 BPG

①

这个组织现在的成员包括 EMI Music, Sony Music Entertainment, Walt Disney Records, Universal Music, Warner Music, the Ar-

gentinian company Music Brokers, 和 the Brazilian companies MK Music, Paulinas, Record Prducoes e Gravacoes, 和 Som Liv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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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保护团体) 建立于 2002 年,最近成为了 CNCP 的一个成员。 BPG 支持调查、突击检查以及代表
会员进行诉讼,主要会员有:Nike、BIC、 Swedish Match、Louis Vuitton、 Chanel、Henkel、Souza Cruz 和
Philip Morris. ① ABCF( 巴西打假协会) 是另一个组织,代表了 Souza Cruz、 Xerox、 Abbot、Mahle、Tech-

nos、 Philips、 Motorola 和 Johnson & Johnson 等。 在其网页上,ABCF 声称它对执法最大的贡献是对警
察局的直接经济支持。②
私人资金,公共执法
尽管根据法律,监督和维持治安是巴西一项严格的公共职能,但在实践中,APCM 这样的组织已
经深入涉足了执法的方方面面,包括调查、突击检查和公诉。 在执法领域,公共的和私人的界限已经
变得模糊不清甚至失去意义。 如同 Alex Dent 争论的那样,与其说是私企支持公共职能,不如说官员
只是为私人执法行为提供盖章和认可。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 APCM 展开的操作:

整个程序从他们的热线电话开始:公众电话报告发现盗版行为,APCM 开始组织立案。 当
所有的文件准备好后,就会马上提交到市长办公室,然后提交给民事警察。 如果警察在当时缺
少警力实施突击检查的话,APCM 能马上提供额外的人员。 同样,如果警察缺乏必要的交通工
具来运输人员和被没收产品,APCM 会租好卡车。 APCM 常常还会提供垃圾袋来装各种侵权产
品。 它会收走所有没收的产品,分类,然后进行销毁。 APCM 还会叫上一个锁匠去修理突击检

查时候破坏的门锁。 最后, 该组织还会给警察局的打印机添置墨盒, 为警察打印报告所用。
APCM 认为这些 支 持 很 重 要, 因 为 巴 西 的 官 僚 作 风 和 等 级 思 想 常 常 使 出 警 行 动 非 常 缓 慢。
APCM,正如一个职员指出,有一个很迅速的反应程序,只需要准备好墨水,租好车,买好垃圾袋,
然后找好一个锁匠。 关键是像 APCM 这样的组织总是在实际警察工作的最前线,并提供动力和
后勤支持。③

Dent 描述了发生在圣保罗的情况, 但是我们的研究小组在里约热内卢的特别警察执 法 组,

( DRCPIM) 里也观察到同样的安排。 由于私有组织的资源有限,这样的合作形式仅仅限于巴西的少
数几个州和城市。④

在我们的采访中,执法部门大多数表式对财政和后勤支持的感谢。 如同一个消息人士提到的那

样,“ 他们拥有我们没有的资源,而我们能做他们不能从事的工作” 。 不过,私企参与执法的行为使得
人们对警察职能的独立性产生了质疑。 2009 年,圣保罗检察机关开始调查 APCM 对 DEIC( 圣保罗民
事警察局) 的知识产权犯罪部门的资助。 根据检察官的说法,这些捐款———包括一个电冰箱和一种
新的地板———会以 “ 行政不当” 被起诉( Tavares 和 Zanchetta 2009) ,最后可能导致严重的民事和行政
处罚⑤。 这样的安排也使得我们无法确定执法机构的实际规模和预算,这是在公务扩展的讨论中至
今仍然缺失的数据。
①

在 2009 年,BPG 与圣保罗公诉服务结成了一个合伙,为公诉人提供技术和管理上的支持,同时和人力和物力的资源( Minis-

②

见“ Doacoes,” 在“ Realizacoes,” 标签下,在 ABCF 网页:http: / / www. abcf. org. br / .

④

APCM 最主要的 30 个员工主要为圣保罗工作。 4 个圣保罗的员工被称为“ 智能特工” ,主要是监督街头市场然后收集版权

terio Publico de Sao Paulo 2009) 。
③

Alex Dent, 没有公开的文章,2009.

侵权的信息。 对于 Minas Gerais, Rio de Janeiro, Rio Grande do Sul, Pernambuco, 和 Santa Catarina 各自有一个特别的智能特工。 当有
需要的时候,APCM 将雇佣一些自由职业者来帮助在突击检查中收集盗版媒体制品。 6 个特别雇员主要从事对网络和虚拟社区的监
督( Muniz 2009b) 。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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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CM 的董事,一位以前的联邦警察,声称所有的捐款都是合法的。 在 2010 年后期,这个案件仍然没有最终结果。

跨行业的协调者
在过去的十年间,版权行业变得越来越会与其他行业部门一起来完成共同事业,包括那些商业
模式与知识产权几乎毫无关系的部门。 一些跨行业的协会开始出现,以保证不同行业的共同诉求能
够促成行业间的合作和资源共享。 这样协会有很多,但是大多数都是与 FNCP 和 ETCO 相关的,这二
者分别代表了工业部门和制造部门;同时也有 CNI 和 CNC———巴西的工业联盟和商业联盟,以及知
识产权律师联盟 ABPI。

FNCP( 国家打击盗版和违法行为论坛) 是由律师兼经济学家 Alexandre Cruz 在议会对盗版进行

调查的时候建立的,主要协助制造商打击盗版、假货以及相关的走私和逃税。 这个组织正式成立于

2004 年,Cruz 担任主席直到 2009 年。 其成员包括 3M、 HP、 Xerox 和 Philip Morris。 目前, FNCP 的
合伙人中还没有任何版权行业协会①。 根据一个私人部门的消息人士的话,FNCP 的活动变得太广
泛,以至于没有理由允许其他版权产业加入。 没错,尽管版权产业和其他知识产权行业有共同的执
法诉求,FNCP 只关心实体货物的盗版问题和相关的立法游说。

CNI 和 CNC 代表的是巴西经济生活有重要分量的辛迪加系统的雇主利益。 两者都是全国性机

构联合州一级的协会,轮流将各个辛迪加部门集合起来,从制衣到炼钢到电影制作。 个体商家占据
了最低的水平。 通过其组织结构,据称 CNI 代表了超过 350000 个企业。 CNC 声称其代表了超过 500

万个企业。 由于巴西宪法禁止在同一个经济或职业类型中有多个的辛迪加组织( Article 8,II) ,因此
与 CNI 或者 CNC 的联系在商业领域几乎无所不在。

两个组织都在巴西的立法进程中影响力深远,并有丰富的参与经验。 两者都是 CNCP 的成员,

都管理着一大批有专门职能的隶属机构,其中 CNI 下属的就有 SESI( 工业协会服务) 、SENAI( 国家产
业服务学习协会) 和 IEL( 艾瓦多罗迪研究所,Euvaldo Lodi Institute) ;在 CNC 名下有 SESC( 商业协会
服务) 和 SENAC( 国家学习商业协会) 。 IEL 与 SENAI 和 INPI( 巴西专利局) 合作,一起维护巴西工业
的知识产权项目,主要举行知识产权课程以及发行一些期刊读物,作为“ 宣传知识产权文化” 活动的
一部分 ( IEL 2009:44) 。 其他的附属机构在反盗版生态系统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有时甚至喧宾夺
主,抢了总协会的风头。 FIES( 圣保罗队行业协会) 和 Fecomercio-RJ( 里约热内卢商业联盟) 就是这
样的例子,两者都在拥护知识产权和反盗版行动中非常活跃。

美国商会( US Chamber of Commerce) 是国际知识产权游说和在巴西倡导知识产权的主要组织,

它在巴西的活动可以追溯到 2004 年②。 在下文中我们会提到,它是在巴西对购买盗版和假冒产品纵
向调查的主要资助者之一。

美商会(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或者简称为 AmCham) 很容易和美国商会( US Chamber

of Commerce) 混淆,两者有相似的诉求,但是是不同的组织。 全球有大约有 115 个 AmChams,都是隶
属于美国商会,但是各自独立运营。 巴西美商会有 5000 多个会员,大约由 85% 的巴西人和 10% 的
美国人组成③。 美商会在执法系统中的名声主要来自 “ Projeto Escola Legal” ( 正版学校) 项目,这个
项目是在多个产业及 CNCP 的支持下进行的。 美商会同时也经营着一个反盗版特别工作组,主要任
务是培训公共部门,并与美国商务代表和美国贸易发展部保持联系。
①
②

ABDR 过去曾经是其成员,在其自身的网页上也一直声称是会员,http: / / www. abdr. org. br / site / 。

根据对美国商会的代表索朗·马塔·马查多( Solange Mata Machado) 的采访中整理,在 2006 年的 SINDIRE-CEITA’s 在线反

盗版小册子中可以看到。
③

AmCham Brasil, “ Quem Somos,” http: / / www. amcham. com. br / quem-so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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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O( 巴西竞争道德机构) 是以制造者身份来游说的机构之一,帮助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倡导

反盗版言论①。 ETCO 建立于 2003,从一开始就是 CNCP 的成员。 它的会员主要来自饮料、药品、汽
油及烟草行业,但是也包括信息技术公司,如微软。 根据 ETCO 的文件,竞争中的道德问题主要是
指:减少商业税收,取消国家监管,让劳动立法更加灵活,以及消除非正规经济和盗版现象( 都描述为
“ 祸害” ) 。 虽然 ETCO 的文件都好像是说教性②的,但是相比其他组织而言更加以学术文章为基础。

ABPI( 巴西知识产权协会) 是一个由知识产权律师组成的协会,主要从事知识产权倡导和游说

( 尽管在其自身的陈述中主要是进行知识产权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学习) 。 因为大多数的 ABPI 成员
都为行业提供法律服务,所以其工作有明显的行业偏向性。 ABPI 出版知识产权法方面的期刊、组织
会议,并组织一些专业团体来讨论包括执法在内的各种知识产权相关话题。 ABPI 在 CNCP 有很长
久的历史地位,直到 2010 年被 BPG 取代。 它还作为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 AIPPI) 的巴西分会,并
自称为“ 世界上领先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推进知识产权和相关法律研究和规划” 。③

盗版行为是怎样运作的
每次我在街上看到一个街头小贩,我都想踢翻他 / 她的货架。

———Tania Lima,巴西视频联盟执行董事④

尽管数字化的转型速度很快,但实体形式的盗版在巴西依旧很重要。 宽带质量在巴西是很差的

(IPEA2010) ,即使是高端用户进行下载也很困难。 只有 42% 的网络用户有家庭网络连接,而网吧是

29% 的用户的主要网络接入方式( CETIC. br. 2009) 。

因此,巴西打击盗版的行动主要集中在实体商品上,例如光盘,以及从事生产、分销和零售盗版

的整个非正规经济领域。 因为大量的假冒产品和水货都涉及跨国走私网络———尤其是在巴西、阿根
廷和巴拉圭的“ 三国交界” 的地区———政府和私有行业协会一般都能找到执法的共同基础。 CNCP

在第一年采取的最有效果的行动,就是联合联邦警察、联邦税务部和相关的行业协同合作进行海关
控制。 其他一些得到了广泛支持的行动还包括对巴西非正规零售部门进行监督和管理,包括那些报
刊亭和街头市场。

行业和政府的联合方式对于网络和书籍盗版更难取得成绩。 在过去 3 份 USTR 报告中,把巴西

作为“ 观察名单” 的两个最主要理由就是书籍和网络盗版。 书籍盗版———主要是复印教育材料———
涉及与光盘和街头市场完全不同的参与人员,网络盗版也是如此,因此引发了一些不同的论坛和政
策联盟,而且结果更难预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CNCP 在这些争论中并不是主角。
街头贸易
从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开始,巴西很多大城市都尝试着去管理它们地区的非正式部门,主要通

过改进公共秩序以及让街头小贩集中到有管理、有税收的综合商业区中。 这些努力的重点是将街头
①

其他的—都比 ETCO 规模小得多—包括 ANGARDI( 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安协会) 和 IBL( 巴西法律组织,或者巴西反不正当竞

②

ETCO 的标语是“ 现在非法行为必须直面 道德” 。 ETCO, “ Quem Somos,” http: / / www. etco. org. br / texto. php? SiglaMenu =

③

AIPPI 网页,http: / / www. aippi. org.

争组织) ,主要代表电子制造商。
QSM。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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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O Editora(2009) .

小贩转移到更集中、更有管理的市场———称为 camelodromos。 由于这些集中地点的空间有限,并不能
满足所有商 贩, 这 些 措 施 也 催 生 了 一 种 新 的 非 正 规 商 业 形 式, 即 倒 卖 执 照 ( Itikawa 2006; Mafra

2005) 。 除了公共管理的商场外,私人拥有的售货厅也成为贩卖合法和非法商品的主要场所。

小贩、街头市场、商场贩卖的不仅仅只是假冒产品。 例如,工业化生产的垃圾食品就是街头小贩

贩卖的主要产品之一( Gomes 2006:220) 。 日常生意与非法买卖并行。 因此,权利所有人往往通过知
识产权和刑法之外的规则来打击盗版商贩,包括拆迁和城建相关的市政命令。 这样的行动可以迫使
那些买卖假冒和盗版产品的小贩重新寻找商业地址。 一些声名狼藉的商场,如圣保罗的 Stand Cen-

ter 和 Promocenter,都是通过执行这类市政命令而关闭的( Bertolino 2007) ①。 但是总体而言,这些非
正规经营者的流动性很强,很容易就在别处找到地方。 在过去几年间,网络拍卖和在线社区变成了
盗版和假冒商品的销售渠道。
尽管这些私营企业是非正式的,街头小贩通常也会有一些行业协会代表,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和

与政府的谈判( Ribeiro 2006; Itikawa 2006; Braz 2002) 。 由于这些政治活动都集中在当地,因此,商
贩协会、执法部门、政治家和市政厅之间的紧张情绪是很普遍的事情。 有两个 CNCP 的项目是关注

这些地方关系的:一个是协调执法部门和权利所有人在市政级别的关系( 叫做“ 无盗版城市” 项目) ;
另一个是建立全部正规化的商贩网络( “ 合法交易” 项目) 。 迄今为止,这些行动只产生了有限的效
果。 毕竟,盗版和假冒产品只是大量的商品交易和非正规市场的一小部分。 这些市场的法人结构和
管理方式各不相同,而且运作这些集市的社会关系也非常多样化。 比如,有固定地址的市场与那些
移动商贩网络就有非常不同的动态结构,主要体现在应对警察和市政压力的不同方式。 即使是表面
相似的市场,如里约热内卢的 Uruguaiana 市场和圣保罗的 Campinas Camelodromo 或 Galeria Page 市
场,它们与警察、市政当局以及供货网络之间的关系都非常不一样。

卖家往往都是集中销售某个种类或类型的商品,常常会仅限于几个非常小的种类中,如特定操
作平台的光盘游戏或者当地音乐类型。 分销链在这种环境下也显得多种多样。 一些卖家以代售方
式经营,每天与供货商进行分账结算,其他的则围绕批发 / 零售网络的结构模式,当然也有另一些商
贩是按日薪雇佣来运行的。 卖家也可以开展他们自己的生产线, 从供应商那里获得空白光盘、包装

和其他材料,然后自行完成烧录、打印和组装( Pinheiro-Machado 2004:112; Mafra 2005:50—51, 92;
Rodrigues 2008:87) 。

在大多数情况下,巴西的光盘生产是国内的、小规模的、分散的。 一个 Uruguaiana 市场的卖家在

里约告诉我们:“ 这里没有托尼. 蒙大拿,这跟毒品交易不同。” 巴西没有大型集中的盗版光盘生产商,
而都是一些小型的生产者,他们所使用的工具都是家用市场上买都到的(2010 年 11 月, 一台可以同
时烧制 11 张 DVD 光盘的机器可以在商业网站 Mercado Livre 上以 806 美金的价格买到) 。 内容可以
从网上下载,空白光盘就从海外进口。 为了打断这样的供应链,很多行业团体曾尝试过给空白媒介
附加最低价格标准( IIPA 2005:67—68) ,但是这些手段备受争议而且很难实施。 而且,以这样的手
段打击盗版经济的时机已经过去,因为大量的盗版发行和销售都已经转到全数字化渠道了。
三国交界区和中国
尽管在巴西边境上有 9 个地方有三个国家临界,行业、政府和媒体的关注点都集中在与巴拉圭

和阿根廷交界的所谓“ 三国交界区” ( TBA) ,因为这里是巴西街头市场上的大部分商品的主要入口。
①

在 2008 年,Stand Center 的行政管理人员和 16 个商铺所有人被判处赔款 70 亿卢布给 ABES 因为盗版软件( CBN / O Globo

Online 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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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秘密运输网络在这里的边境贸易中占重要部分,这个边境区同时也是来自全巴西的购物旅游团
的目的地。 巴西人民每个月可以将 180 美金的免税商品带入国境,只要是非商业用途的,这使很多
人开始扮演代购者的角色,为非正规进口商购买各种货物来提供给街头商贩。 通常描述这种活动的
词汇是 contrabonado formiga( 蚂蚁走私) ,指的就是数目巨大但量很小的跨关行动。

TBA 地区的 生 活 和 商 业 被 莱 波 斯 ( Rabossi,2004 ) 、 皮 涅 罗 马 查 多 ( Pinheiro-Machado,2009,

2004) 和其他研究者在作品中详细记录下来了①。 这些记录都强调了这一地区的社会和政治复杂性,
因为这里是很多国家和民族的移民中心,也是各种政治和社会冲突的火药桶,其中冲突的来源有多
个层面:在巴西和其他国家之间;在代购商和进口商之间;在联邦、州和当地政府之间;在正规和非正
规人员之间;在多样化的文化和民族之间。 TBA 地区还经常被描述为一个缺乏法律的黑帮犯罪天
堂,比如版权行业报告的描述,但这些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区域的诸多问题,包括盗版。

有多种供应链为巴西的非正式市场提供货源。 大量货物是从中国来的,中国也成为这个地区的

合法和非法经济的主要参与者②。 中国—巴拉圭航线是其中最重要的③。 但并不是所有的假冒产品
都是这么进入巴西的。 巴西边境线很长,有很多走私商品和人口的秘密通道。 有些产品,比如假冒
皮具和衣服,有时候也是在巴西境内生产的。④
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和盗版
如同其他国家一样,巴西的行业组织经常声称盗版与国际犯罪组织以及恐怖主义有联系。 这样

的指控可以从国际报告一直流传到地方执法部门。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盗版和有组织犯罪就
被联系在一起,最早在音乐行业对全球盗版 CD 贸易的报告中提到( IFPI 2001) 。 到 21 世纪初,IIPA

开始调查巴西贸易中的有组织犯罪,认为“ 在巴西内部和外部,从生产到销售盗版产品的过程中,都
有有组织犯罪的身影” ( IIPA2001a:52) 。 到 2010 年,IIPA 依然坚持类似的主张:“ 有组织的犯罪在巴
西盗版业司空见惯。 不仅仅是中国和中东的组织通过巴拉圭的边境贸易,他们同时还控制了供应链
末端的黑市上的盗版 DVD 发行。” ( IIPA2010:144)

政府官员关于盗版和有组织犯罪关联的言论,自从议会调查盗版委员会(2003—2004) 之后,也

开始变得很普遍,并慢慢接受行业的言论。 巴西主要的权力机关都认同这个有关有组织犯罪的谴
责。 CNCP 的第一任主席路易斯·保罗·巴雷托( Luiz Paulo Barreto) ( 也是最近的司法部部长) 就说
到,巴西政府打击盗版的目标是针对“ 在巴西、中国和韩国建立起来的那些大黑帮” ( Agencia Brasil

2009) ,而不街头小贩,大黑帮才是警察行动的最主要目标。 现任 CNCP 主席拉斐尔·托马斯·费维
特( Rafael Thomaz Favetti) 更加强调盗版和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⑤

在版权产业最近试图将盗版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的努力中,TBA 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1992 年,

以色列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遭到恐怖袭击,从此,TBA 地区的阿拉伯移民与恐怖组织的联系就
①

同样还有:Davi(2008) , Rodrigues(2008) , Goularte(2008) , he Martins (2004) . 关于 TBA 的一个很好的学术来源是:Obser-

②

根据巴西发展,工业,和对外贸易部门,中国在 2009 年成为了巴西队最大贸易伙伴。 ( Ministerio do Desenvolvinmento, Indu-

③

内陆的巴拿圭主要依靠巴西圣保罗和巴拉那瓜两个港口进行对外贸易,这项合作是由 1941 年和 1957 年的双边协议保证

④

包括米纳斯吉拉斯州和巴拉那 ( O Estado de Sao Paulo 2009a) 。

vatorio de la Triple Frontera 网页:http: / / www. observatoriotf. com / .
stria e Comercio Exterior 2010) 。
的。

⑤

费维特争论到盗版没有社会的原因,那些以为从事盗版的人是失业或者从事临时工的工人,这样是错误的。 从我们从巴西

警方获得的保密数据显示,盗版是被有组织犯罪所控制的。 ( Agencia Brasil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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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出现在新闻里。 1994 年,发生在 TBA 地区的阿根廷与以色列共同协会的爆炸事件,引发了对这
一地区恐怖主义的诸多联想,尽管把 TBA 看作恐怖主义天堂的证据,正如哥斯达( Costa) 和斯库梅斯
特( Schulmeister) 所说 (2007:28) ,“ 是缺乏的和不完善的” 。 与那些声称有组织犯罪涉足盗版的说
法不同,盗版和恐怖主义的联系遭到了巴西当局的强烈否认。 没有任何证据能将恐怖主义和 TBA

地区的犯罪行为联系起来。 相反,这些指控的仅有依据是,据说阿拉伯移民汇款给黎巴嫩的真主党
( Amaral 2010) 。
证明关联
在采访中,来自公共和私人部门的被访者都认为,盗版和有组织犯罪之间有某种联系。 但是却
没有充足的证据。 很多时候,消息人士只是在重复产业宣传材料中的一些观点,这说明产业资料是
有关这一问题的主要信息来源。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盗版与有组织犯罪的关系常是被看作是无需证
明的,街头小贩就是那 “ 冰山的一角” ,背后隐藏着庞大的国际犯罪组织。 一些人确实曾试图建立更
有力的说法,把盗版描述为全球非法贸易中的一员,与假冒衣服、可卡因、烟草和枪支并驾齐驱。

后者的论点与莫伊塞斯·纳伊姆( Moises Naim) 在 2005 年的《 非法》 ( Illicit) 一书中所描述的“ 全

球化的黑暗面” 十分吻合。 纳伊姆是一名杰出的新闻人,在美国期刊《 Foreign Policy》 ( 国际关系) 担
任编辑。 纳伊姆的观点被两个联邦税务局的消息人士反复提到,从他们身上明显看到了这本书的影
响。 纳伊姆受到知识产权团体的欢迎,并代表他们在美国参议院质证①。 2008 年,美国商会资助《 国
家地理》 杂志社拍摄了基于《 Illicit》 一书的纪录片。 其他一些行业出具的报告也在这个领域流传,包
括打击 IP 窃取联盟出版的 《 证明联系》 ( n. d. ) ,IFPI 的 《 音乐盗版: 严重、 暴力而有组织的犯罪》
(2003) ,以及 MPAA 赞助 RAND 完成的报告《 电影盗版、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 ( Trevertonet al.

2009) 。

“ 证明联系的存在” 是非常重要的。 国内层面来说,把知识产权执法与有组织犯罪联系起来,能

更有效的吸引政府和公众的注意。 同样,这样的做法也能吸引警察和检察官的注意力,让这些案件
看起来不是那么微不足道。 盗版与有组织犯罪的联系对于在执法系统中强化知识产权议程至关重
要。 例如,圣保罗专门调查盗版的民警队伍,就是由调查有组织犯罪的部门( DEIC) 来主管;国家检
察官工作组 GNCOC 本来是创立来打击有组织犯罪的,但是也把盗版问题包括在其工作范围内。

国际上看,与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的联系能将盗版问题成功引入政策沟通,并且使盗版成为

双边和多边安全论坛上关注的一个话题。 对执法的进一步要求不仅来自世界海关组织,现在还来自
最近的 ACTA( 反假冒贸易协定) ,这说明国家安全与知识产权话题相结合的新趋势。 把网络盗版与
数字威胁———身份盗窃、儿童色情、暴力、信息战等等—相提并论,也是用来打击文档分享的一个相
似战略。 “ Azeredo 法案” 就是这种转变的一个明证。

对盗版和有组织犯罪的看法
“ 这是一群暴徒干的事情。 盗版商业是物

到达那儿。’ 然后我就把集装箱的空间租给了买

流行业的腐败:‘ 我能保证你所有的集装箱都能

卖玩具的商人,给买卖武器的人,租给那些贩卖

①

盗版美国梦:知识产权盗窃对美国在全球经济和战略的影响:在美国银行,住房,和市政业务参议员委员会,证券和国际贸

易与金融次委员会的听证,国会第 110 届,2007 年 4 月 12 日( 莫伊塞斯·纳伊姆的证词,Foreign Policy 总主编) ,http: / / banking. sen-

ate. gov / public / index. cfm? Fuseaction = Hearings. Hearing&Hearing_ID = cd1f3746-1926- 4da0-a8b7- 6bfd6435e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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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的人,那些买卖 CD 的人,买卖 DVD 的人,
给买卖软件的人,给买卖衣服的人,给所有人。
因为即使是[ 圣保罗的奢侈品专卖店] Daslu 都

“ 其实它和很多人说的不同,‘ 你们这些人
扯远了,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联系’ 。 如果我
们认为盗版是一个非正规行为,那毒品交易也

必须想方设法购买低价衣服。 可是怎么买呢?

是。 所有这些钱和资源都是以不正当的途径流

我们怎么能把那些衣服从港口、机场、迂回路线

动的,政府根本不知道。 我们不能从一开始就

运进来而不被检查呢? 要想获取高利润该怎么

否定这种关系存在的可能性。 毒品交易和走私

做? 他们从国外买货。 别人付 X 块钱,他们只
付 X 的十分之一,然后按这个十分之一的价钱
付税, 那产品当然非常便宜。 如果我在马诺斯

特区( Manaus Free Zone) 去生产那些产品的话,
我还需要雇人、付工资、交税等等。 或者我可以
直接进口。” ( 私人部门咨询顾问)

都是通过非正规渠道的……所以你看这就是一
种联系。 资源从政府不知道的渠道交易。 我们
不能肯定所有的盗版都与贩毒有关,但大部分
是,而且我们每天都能看到。” ( 私人部门支持执
法人员)
“ 盗版行为中的每一项犯罪,最终都与更活

“ 这是一个大规模的国际性盗版行为:一个

跃、更广泛的犯罪组织有关,这些组织涉及多种

大型犯罪组织,如同在中国。 大量的盗版产品

生意,比如毒品贩卖、武器走私、有组织犯罪,甚

来自中国,因为他们大规模的进行生产 …… 然

至恐怖主义,这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盗版是一

后你还 有 国 内 盗 版, 有 商 贩 一 边 销 售 一 边 生

个对全世界来说都非常严重的犯罪,涉及世界

产。” ( 公共部门执法人员)
“ 嗯……人们总是这么说的,不是吗? 他们

范围内 5 千亿美元的资金,远高于毒品交易。 因
此,盗版确确实实与其他犯罪相联系,是整个犯

说盗版和有组织犯罪中有联系。 我认为这种联

罪体系的一个分支。” ( 私人部门的电影行业人)

系是存在的,但是并不绝对。 我从事过关于盗

“这种关系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证明。 因为

版的实地考察。 有很多小商贩从事假冒工作。

贩毒和黑市都涉及非法产品,所以盗版很自然

这些人用他们自己的电脑制作 CD、DVD,然后

就会被卷进来。 但是,这种关系被媒体和权利

去街头贩卖,并不依靠什么有组织犯罪。 当然,

所有人过分强调了,目的是为了吸引公众的注

也有很多有权势的人在背后支持盗版。 这种关

意力,于是得出一个可笑的结论:如果你买了一

系一般在边境地区比较常见。 我们常常在没收

件盗版产品,那么你就为你儿子接触毒品打开

的集装箱中检查到雪茄、毒品、盗版产品、CD;这

了一个道路。 实际上,这种联系是非常脆弱的,

就说明那些做毒品交易的人也贩卖枪支以及盗

可以说是哗众取宠,是为了夸大盗版的不良效

版产品。 这就是我个人所看到的有组织犯罪。”

果,而事实上这种[ 与贩毒的] 联系并没有建立

( 公共部门执法人员)

起来。” ( 私人部门顾问) 。

有组织犯罪和巴西法律
关于什么是有组织犯罪并没有定论。 有学者把它描述为“ 一个变化无常而且自相矛盾的发散型
概念” ( von Lampe 2008:7) 。 但是在法律上,这个概念是区分一般执行行为和特殊执法需求的一个
主要工具。 与一般犯罪相比,对待有组织犯罪不需要太多考虑嫌疑犯的权利,并且允许采用一些侵
犯型手段,如窃听。
版权侵权传统上不属于有组织犯罪领域,对其应用的法律和执法机构也与有组织犯罪不同。 为
此,行业组织开始努力试图扩大有组织犯罪的定义范围,并强调版权侵权与传统犯罪行为之间的联
系。 这两个定义是相辅相成的:定义范围越广,越容易找出关联。
例如,《 证明联系》 报告最后得出结论:“ 重点并不是过分解释这个词汇[ 有组织犯罪] 本身,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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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这个词汇描述了‘ 通过系统的非法行为获取利益的集团或者网络,其严重的犯罪会造成巨大的
社会损失’ ( Alliance Against IP Theft n. d. :4) 。” RAND 的研究报告则干脆建议:“ 扩大有组织犯罪条

款的定义范围,以包括那些商业规模的和其他犯罪有关的盗版和假冒行为。” ( Treverton et al. 2009:

145)2001 年 4 月 6 日,IIPA 在关于巴西的“ 后 GSP” 听证会中要求,打击盗版的部门间委员会应当起
草法案来支持“ 将中型和大型的盗版行为归入有组织犯罪模式的定义” ( IIPA2001b) 。

巴西法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对“ 有组织犯罪” 或“ 犯罪组织” 的定义( 参见 Pitombo 2009) ,尽管现

行立法中规定,特殊的取证和调查手段可以被用来处理“ 任何形式的犯罪组织或团伙” ( Law 9. 034 /

95, Article 1) 。 但是却没有对“ 任何形式的犯罪组织或团伙” 的进一步定义。 所谓“ 犯罪组织或团
伙” 指的是任何三人或三人以上并有犯罪预谋的组织。 这个定义非常广泛,可以包括几乎所有的盗
版经济,从大规模的走私到小规模的贩卖。 参加这种团体本身就是一种犯罪( 刑法典,第 288 条) 。①

我们更加赞同比较狭义的定义,强调与大型犯罪组织的联系,如 Camorra、Yakuza、本地或国际的

贩毒卡特尔、巴西的 Comando Vermelho 等等。 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系统性的证据能证明与这
些犯罪组织的联系。 宣传材料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特别挑选一些特例来作为典型,以偏概全,极度简
化了街头市场和商贩与当地政府的复杂关系以及非正规经济的其他一些特征。 最近一部 UBV 的反
盗版视频,就描绘了一个由毒品贩子、街头小贩和盗版消费者组成的封闭经济。 这样的主张是很重
要的,它将版权侵权与那些公众比较担心的犯罪行为结合起来( Drahos 和 Braithwaite 2002:27) ,把盗
版从普通的复制和非正规商业中凸显出来。

那些从事盗版的街头小贩, 同样用类似的眼光看待有组织犯罪,因此十分反感这样的罪名。 在
我们的采访中,没有人认为有组织的盗版供应链能说明什么问题,很多人觉得盗版和贩毒不是一回
事。 我们对里约 热 内 卢 的 Uruguaiana 市 场 的 采 访 极 大 的 肯 定 了 早 期 在 这 方 面 的 实 地 研 究 结 果
( Mafra 2005:94; Gomes 2006:229; Braz 2002) ,并且引证了下一章中墨西哥商贩们反映的观点。
Law Kim( Kin) Chong 案

在 2003 年到 2004 年的国会听证期间,走私商人刘金正 ( 音译,Law Kim Chong) 的逮捕成了巴西

有关盗版和有组织犯罪话题的一个转折点。 刘是归入巴西籍中国人,在圣保罗的几个著名购物中心
开了多家商店 ( O Estado de Sao Paulo 2009b) 。 他在 2004 年因为贿赂 Deputy Medieiros ( 调查盗版议
会委员会主席) 而被捕, 从而 被 公 众 所 关 注。 刘 试 图 通 过 贿 赂 来 保 护 他 的 生 意 ( Rizek 和 Gaspar

2004) 。 从 2004 年开始,他就一直与执法部门和圣保罗的市政机关冲突不断。 2007 年,他再次被捕,
在 2008 年被指控犯有走私、逃税和洗钱等多项罪名( G1 2008 a, 2008b) 。 刘在 2004 年的时候被关
押了一段时间,2008 年的案件最后因检察官缺乏足够证据而被撤诉。

被 IIPA 称为“ 一个声名狼藉的盗版中心人物” (2006:208) , 刘金正( Law Kim Chong) 成了巴西

反盗版行动中的一个典型。 他经常被用来作为一个展示盗版、假冒和与有组织犯罪之间联系的例

①

在主要的刑事条文之外,Law 9. 034 / 95,巴西的对于毒品交易的法律( Law 11. 343 / 06) 就提到了“ 有组织犯罪” ( 第 34 条,第

4 款) 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给法官一个理由来减少消息人士的刑罚,如果他能够作为对其组织不利证词的证人。 这个法律建立起来
了更严格的刑罚和更宽松的门槛给犯罪组织,现在的定义指 2 到 3 个人。 其他相关的实质上的定义就没有提供了。 巴西是联合国

反贸易性有组织犯罪公园的签约国( the Palermo Convention) ,但是公约对“ 有组织犯罪集团” 的定义只是针对在贸易中的严重犯罪,
在实践中主要对“ 严重性” 的定义上( 根据第 2 ( b) ,“ 一种严重的犯罪,将会受到最高剥夺自由,最低四年监禁或者更加严重的刑
罚” ) 。 因此这样的规定要比巴西刑法典第 288 条中对犯罪组织的定义还要严格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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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而且常常出现在此类的新闻文章和电视宣传中①。 然而,对刘金正案件的过分依赖也说明,能证
明盗版和有组织犯罪之间联系的案例实在很少。

我们有很多理由去怀疑这种联系的存在,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媒体盗版对实体货物走私的

依赖越来越少。 IIPA 对这种改变的描述最早可以追溯到 2001 年的报告,其中提到“ 小型的 CD 刻录
复制店开始在巴西出现” ,而且“ MPA 也注意到光盘盗版在巴西的出现,而这些本来在巴西是不存在
的” ( IIPA 2001a: 55—56) 。 在下一年的报告中,IIPA 提到:“ 盗版已经从国际发展到国内的半专业
化状态。” 但是在强调与有组织犯罪的联系方面,IIPA 仍然强调“ 产品的分销,不管怎样还是保持着

一种高度组织化的方式” ( IIPA 2002: 76) 。 大部分反盗版言论将盗版和仿冒的混淆,也是问题之一。
在过去十年间, 执法部门在媒体上反复宣传的几个典型案例,包括 Roberto Eleuterio da Silva 和 Paulo

Li,只有刘金正被指控为盗版商。 Da Silva 因为走私香烟而出名( Castanheira 2003) ,Li 则是关于手机
和电子产品( Rangel 2010) 的商人。 在我们看来,最能证明街头盗版和跨国组织之间联系的是空白光
盘贸易,而大多数都是根源在中国。 但是在空白光盘贸易之外,我们并没有看到系统性的联系, 刘
金正案件也无法独自证明盗版和有组织犯罪之间的广泛联系。
网络盗版
尽管早在至少 2001 年的时候,在 IIPA 的报告中就一直存在对网络盗版的抱怨,巴西的执法政策

却一直都是强调实体货物和商业范围内的侵权行为,因为这符合 TRIPs 协议对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
最低门槛。 这些犯罪行为包括网络背景下的商业侵权,主要是大型的联邦警察行动( 如 I-Commerce I

和 II) 所针对的在线渠道里的商业侵权②。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针对广泛的网上共享行为———
如 BitTorrent 服务和文件储藏服务———而扩大或调整执法范围。 文件共享直到 2008 年才受到政府
关注,文化部召集 ISP 工作组来制定一个巴西的网络制裁系统。

目前,还没有针对 ISP 的特别责任规定。 在实践中,权利所有人、ISP 和其他网络服务商采取了

一系列非正式的通知和撤销方式,这些实践与行业的要求十分符合。 ISP 一般都会快速地回应关于
撤销的请求( IIPA2010:148—49) 。 主要的商务网站如 Mercado Livre 经常遵守行业的通知,定期清理
网站上的侵权产品和广告( Nintendo2010) 。 行业团体通常都对巴西 ISP 和其他服务商的这种合作表
示满意。

P2P 文件共享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 P2P 技术下,侵权内容并不是在中心服务器上,而是在个

人用户电脑上。 大多数这样的系统只需要一个数据流的追踪器或其他类似装置( 如 ed2k links 或直
接链接服务器,这两者在巴西都很流行) ,这使得 P2P 服务的责任界限成了一个难题。

在巴西反对文件共享斗争的领导者是唱片行业。 电影行业主要还是集中关注实体货物盗版( II-

PA2010) ,因为电影在线盗版需要更大的带宽和其他技术要求才能实现。 2006 年,巴西唱片行业组
织 ABPD( 在 IFPI 的支持下) 尝试在巴西追究个人责任,发起了 20 起民事诉讼来打击集中在圣保罗
①

Chong 同样成为了巴西政府对中国崛起和中国经济腾飞的焦虑的一个方便的拟人化形象。 在本案中多次表现了这种焦虑

已经慢慢演变成了一种对外国人恐惧的刻板做法,这些都可以从 Deputy Medeiros 的关于他调查盗版议会委员会的书中可以看到,《 A
CPI da Pirataria》 。 在这本书中,Chong 被描述为一个冷酷的矮小中国人,是一个道德怪物,有着几乎病态斜视的眼睛,但是同时也是
一个可以预知的男人,因为他一千多年以来的顺从( Medeiros 2005:96—97) 。
②

在 2006 年,管理部门 I-Commerce I,由于发现了在 Mercado Livre 和 Orkut 网站上有出售盗版产品,其通过联邦警察发出了 79

张法庭命令来对 13 个州一级巴西联邦的联邦特区开展突击行动。 13 个个人在 Flagrante delicto 被逮捕,57 人被正式起诉( Tourinho

2006) 。 2008 年的管理部门 I-Commerce II 展开了同样的行动,发出了 49 份法庭命令,覆盖了 9 个州和联邦特区,调动了 200 名警察
官员( IDG Now! 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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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档共享者。 但是诉讼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因为 ABPD 无法从 P2P 网站的 ISP 那里得到真实
的用户个人信息( IIPA2008) 。 在一个案件中,法官拒绝下发法院令去强制 ISP 提供个人信息。 在另
一个案件中,尽管法院命令得到了许可,但是 ISP 已经清洗了数据,因为没有任何法律强制要求 ISP

保存这些数据。 在这种情况下,对个体文件共享者的诉讼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 2008 年,行业支持
的“ Azeredo” 法案中,要求 ISP 必须保存 3 年的数据并提供个人信息。 短期数据保存要求将很有可能
通过 Marco Civil 运动被写进法律。 至今为止,政府部门对待盗版的态度依然强烈,但更严厉的措施
也不太可能, 例如 2009 年提议的“ 三振” 法。

和别处一样,巴西政府面临的问题随着文件共享技术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困难。 正如之前提到

的, 网吧已经成为巴西低收入者链接互联网和进行网络盗版的重要方式,同时也为本地的网络共享
和面对面的实 物 媒 体 交 换 提 供 了 方 便, 从 而 导 致 了 被 称 为 “ 运 动 鞋 网 络” 的 出 现 ( Biddle et al.

2002) ①。 尽管目前还没有任何结论性的研究,但我们看到 P2P 系统被巴西一些其他服务类型所补
充,包括提供文件存储的网站,如 Megaupload、 4shared 和 RapidShare。 大量的社区网站和论坛网站通
过连接和目录的形式,将这些材料提供给论坛的使用者,从而创造了一个大型的分享音乐、电影、书
籍和软件的社区。 行业团体开始经常性地给那些博客和社区网站的所有人和管理者发布撤销通知。
Discografias 和 Orkut
文件共享所导致的冲突,目前为止最大的一次发生在 Discografias———一个大型的社区网站,主

要致力于音乐共享。 Discografias 实际上并不是一个 P2P 网站,而是一个建立在 Orkut 基础上的网络
社区。 Orkut 是 Google 公司旗下的 Facebook 的竞争对手,是巴西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站②。 在 Orkut

中,任何一个用户都可以建立一个公开或私密的“ 社区” ,包括用户名单、相关的社区、留言板和简单
的投票工具。 尽管有限,这些功能还是足够来建立一个基于共同兴趣的大型社区。

Discografias 社区专注于音乐共享,主要通过链接到外部的储存服务来分享音乐。 严格地说,Dis-

cografias 其实是很多个提供音乐分享功能的社区的一个中转站。 例如,其中一个社区用来发布对某
些歌曲或专辑的需求,然后这些需求会在主社区中得到回答。 另一个则是整体目录。

Discografias 建立于 2005 年, 据估计在 2009 年有 921,000 个注册用户,而且肯定有更大的松散

用户群:浏览社区版面以及进入下载链接并不需要成为会员( Muniz2009a) 。 然而, 在 2009 年 3 月,
Discografias 的组织者收到了来自 APCM 的取消和撤销通知,要求移除所有盗版内容的链接。 组织者
们决定遵从 APCM 的要求( Pavarin2009a) ,然后所有的内容都被删除了。 ABPD 的董事 Paulo Rosa 赞
许道:“ 非法文件共享网络的关闭是巴西打击在线盗版的一次伟大胜利。 这些被关闭的社区用户,代
表了那些用社交网络交换盗版和非法复制品的广大群体” ( IFPI2009b) 。

APCM 的行动成功的解体了 Orkut 的音乐共享社区,但是并没有彻底摧毁它。 几个相似的社区

马上创立起来重新建立共享网络。 原来那些 Discografias 社区的成员迅速重建了链接数据库,然后成
立了 Discografias-A Original( Folha Online 2009) 。 到 2010 年 4 月,新的 Discografias 的成员已经到达
了 760,000 个③。 这些冲突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对 APCM 更强烈的不满。 2010 年 11 月,“ 我恨 APCM”
( I Hate APCM) 社区有大约 12,000 个成员。
①

IIPA(2008) 引用唱片行业 20% 的盗版行为来自网吧。

③

在 2010 年 11 月,这个社区再次被删除然后又重复重建。 当在 Orkut 社区名单上搜索“ discografias” 会有一批与之有联系的

②

根据 IBOPE Nielsen 估计,巴西在 2010 年 8 月的时候,有令人吃惊的 3990 万激活的 Orkut 用户( Aguiari 2010) 。

社区,有一些非常的专门,例如就有 Justin Bieber-Discografia(2010 年 11 月就有 9,000 个成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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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群体和字幕组
巴西电影和视频传播深深地根植于粉丝文化。 粉丝们把自己组织起来,自行翻译和传播外国电

影电视。 这些翻译者社区起源于翻译亚洲动漫的“ 字幕组” ,如今争先恐后的把各种类型翻译成葡萄
牙语①。 这样的翻译工作坚决实施非商业原则,其动机仅仅是为了声誉。

以粉丝为基础的翻译组显示出来了特别高的效率。 当新一季的电视剧在网络一出现,特别是当

首播以后,字幕组马上就开始了工作。 一份完整的字幕通常只需要 4 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Agencia

Estado2008) ,而修改和完善会在接下去的几天内完成。 在巴西至少有 30 个字幕组以及若干个独立

工作的翻译员。 大多数的翻译者都会将其作品通过一个叫做 Legendas. tv 的网站进行发布和交流。
Legendas. tv 本身既不提供也不链接到相关的侵权视频上。 它仅仅只是提供字幕,以. srt 之类的文件
格式,文件中包括了文字和时间线,这些文件很容易和当下普遍的视频格式. mkv 和. avi 相结合
使用。

这两部分———视频拷贝和它的字幕———在其他网站被结合起来,例如 Orkut 社区、在线论坛和其

他的文档共享网站。 这些网站通常链接到字幕文件和对应的视频内容,有时候是以整个文件包的形
式存在。 所有这些社区都有重叠部分:很难去区分哪些是字幕组,哪些是文件共享,而哪些是普通粉
丝。 这些社区就是 Yochai Benkler(2000,2006) 和其他学者所描述的从消费者到用户的转变的一个
典型例子。

行业与字幕组之间的冲突可以追溯到 2006 年, APCM 的前任 ADEPI 将取消和撤销通知送达

Lost Brazil———ABC 电视剧《 迷失》 在巴西最大的粉丝社区( Mizukami et al. 2010) 。 因为电视剧的对
话受巴西版权法保护,任何未经许可的翻译都是侵权的。 APCM 继续以字幕组为打击目标,包括
Legendas. tv 和 InSUBs。 因为这些网站站点一般在美国,APCM 可以根据美国的 DMCA 法律给服务
提供商送达撤销通知。 两个网站最后都被关闭,但是马上就在美国境外重新建立起来。 两次行动都
在粉丝当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并引发了粉丝攻击 APCM 网址的一个斗争高峰。

到 2010 年后期,Legendas. tv 和 InSUBs 以及一些相关的网站继续在经营。 目前还没有任何法律

行动来制止字幕组。
书籍盗版

在被 USTR 遗忘几年后,巴西的盗版书籍问题又重新出现在 2008、2009 和 2010 年的《 特别 301

报告》 中,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问题。 自从 80 年代复印机的普及开始,复印书籍和文章就在巴西的
大中小学里非常普遍。 总的说来,这种现象主要还是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因为书籍过高的价格、图
书馆不充足的馆藏以及葡萄牙语书籍的有限( Craveiro, Machado, 和 Ortellado 2008; IDEC 2008) 。

巴西并不是出现这种现象的唯一国家。 对学术性书籍的复印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很普遍

( 例子可以参见南非一章) ,而且这种现象作为一种国际版权保护的冲突早在 17 世纪就已经出现( 详
见第 9 章) 。 但是,当很多大学和出版商都在试图达成妥协的时候———至少是表面上———巴西的特
殊情况却是冲突愈演愈烈( Mizukami et al. 2010) 。
①

日本动漫社区以美国为基础并受到了激烈的争论关于其行为和版权的关系,一些大型的字幕组把他们的工作集中在那些

没有得到官方授权的作品上。 暗示的或者明示的,这些字幕组视他们自己为动漫的全球市场做出了贡献,具有一定的正义性。 大规
模的盗版粉丝开始进行广泛的许可行为最早从 2000 年开始,但是仅仅是在美国和其主要市场。 巴西粉丝社区通常就是翻译这些作
品并没有做任何的考虑。 当进行正义性评述的时候,他们就会提到巴西供应的推迟,以及合法媒体产品的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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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善的版权立法为这种冲突提供了舞台。 1998 年版权法的第 46 条第 II 款,允许以个人用途

单一复制作品的“ 一小部分” ———换句话说,复制的受益人可以是进行复印的人本身。 但是,对于
“ 一小部分” 有很多不同理解,从某些大学规定的 10% ( Craveiro, Machado, 和 Ortellado 2008) 到某个
法律学者提到的 49% ( Pimenta2009:80) 。

巴西的出版商团体 ABDR,在授权许可和合理使用问题上设立了一条统一明确的标准。 ABDR

在 2004 年撤销了对所有大学复印店的许可,加强了执法保护、版权倡导和游说工作。 针对大学复印
店开展的检查和没收,在 2004 年和 2005 年尤其剧烈,并一直延续到今天①。 ABDR 的成员开始在他
们的书籍中加入相应警告,特别声明即使复印书籍的一小部分也是非法的,而且常常误导性的引述
原本允许小部分复印的法律内容( Mizukami et al. 2010; Souza 2009; Mizukami 2007) 。 在大型的执
法网络中, ABDR 的这种执法方式使其很难和其他产业组织相互合作,因此 ABDR 很快失去了在
CNCP 的席位。

除了后文我们会谈到的两个例外情况外,ABDR 拒绝讨论一切可能减缓巴西大学获得教材问题

的新的商业方式和许可模式。 ABDR 同样强烈反对由文化部提出的版权法改革法案,因为在改革法
案中,清晰的列出了各种例外情况和限制条件( ABDR n. d. b. ) 。 由于与 ABDR 的谈判破裂,复印店
和大学要么采取抵制复印书籍和文章的“ 零容忍” 政策( 即使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 ,要么就是按照
自己对法律的解释行事。

2005 年,圣保罗的三所大学参与到这个争议当中,制定相关政策明确和扩大了私人复印的例外

条款使用范围,并迅速的建立起他们自己的事实上的版权体系 ( 随后,一所里约热内卢的大学在

2010 年加入) 。 这份新的大学政策与巴西版权法十分相近,但是对“ 小部分” 复印的理解要宽泛得
多。 比如,圣保罗大学( USP) 对“ 小部分” 的理解包括书的整个章节或整篇期刊文章。 而且,它还规
定有四种情况可以允许整本复印:绝版超过十年的作品;在巴西市场没有的外国作品;公共领域的作
品;作者明确表示可以复印的作品。 后两者是法律明确允许复制的范围,但是前两者不是。 圣保罗
教会大学( PUC-SP) 和圣保罗 Getulio Vargas 基金会 ( FGV-SP) 也采用了与 USP 类似的政策( Jornal
PUC Viva 2005; PublishNews 2005) 。

2005 年,来自 3 个学院的学生组织了一个短暂的运动来支持大学的政策,运动口号是“ 复制书

籍是一项权利” ( Copiar Livro e Direito) ( Magrani 2006) 。 2010 年 9 月,一次由 DRCPIM 发起的对里约
热内卢联邦大学社会学院的复印中心的突击活动,激发该校通过了类似的政策,允许复印所有书籍
章节和学术文章( Boghossian 2010) 。

大学对盗版问题的介入也饱受争议。 可以预见的,他们的行为激怒了 ABDR,ABDR 也吸引了

IIPA 和 USTR 的关注。 来自 IIPA 的压力可以从 2005 年以来的报告中看出,尤其是针对圣保罗大学,
因为该校是公立大学,属于国家机构,处于教育部的管辖下。 它试图通过对教育部施压来阻止复印
行为的努力,可以追溯到调查盗版议会委员会出版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正式意见( Camara dos Deputa-

dos 2004:276—77) 。 但是部门拒绝参与到这样的行动中,并对大学政策的问题采取回避态度。 相关
部门也没有任何插手的表示。 在对多个相关部门的采访中我们看到,对于行业把教育系统的复印视
为盗版的做法,绝大多数人表示了愤怒。 对一些模糊词汇的故意混淆,以及将版权侵权和其他实体
货物的交易以及公共安全危害混为一谈的做法,反而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从争论的细节中回过头来看,教育部有充足的理由慎重对待这个问题,也有理由反对将教学复
①

这些复印店大多数都是独立的,正式组织起来的商业组织,但是有些时候也包括那些由学生自己或者大学本身的图书馆经

营管理的复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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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与盗版行为相等同的看法。 政府是购买正版书籍的唯一最大买家( Cassiano 2007) 。 根据一项最
近的研究表明,大约有 86% 在巴西大学里使用的书籍来自于公共部门的投资( 同时考虑到各种各样
的大学研究经费和著作补贴) ( Craveiro, Machado, 和 Ortellado 2008:28) 。

尽管涉及的金钱数目本身是微不足道的,IIPA 估计过去十年里损失达 1800 万美金,大学的特殊

性使其成为行业执法努力中的一个挑战。

ABDR 和出版商们还看到了来自其他方面的威胁。 非法出售教学用书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

也是教科书出版商协会( ABRELIVROS) 开展反盗版活动的基础。 数字盗版显而易见越来越受到重
视。 ABDR 最近就组建了一个专门确认侵权文件共享者的真实身份并发送 撤 销 通 知 的 部 门, 与
APCM 非常相似。①
研究、培训和教育
“ 很多的盗版产品会引起健康问题。 你知道这个情况吗?”

———一个 2008 年问卷调查的问题②

在知识产权倡导之外来分析巴西的行业报告、培训和教育项目几乎是不可能的。 尽管一直强调
要客观公正,但是几乎所有这些项目都在试图使消费者和当局认识到购买盗版和假冒商品的危害,
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执法能产生非常好的效果。 从整体来看,他们期望能够产生
一个对知识产权的尊重文化,同时也能够加强对盗版的强硬态度。 这首先是一个灌输知识和想法的
运动,基于对盗版相关词汇的定义。 这同时又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运动,包括了研究、与学院和专家团
体沟通、媒体造势和及时利用各种媒体的有利报道,将各种新闻发布、图片以及产业故事第一时间发
布到巴西各个新闻媒体。③
至于这些举措是不是具有巴西特性并没有关系。 几乎所有的宣传内容都借鉴国际性模板,这从
另一方面说明了行业集团的国际间合作。 反盗版论述的道德性被反复强调,无论是对孩子的灌输还
是通过民族主义的经济发展的考虑。 战略性混淆概念也很常见,尤其是将盗版的危害和一些更加危
险的假冒和犯罪行为混淆起来。 那些无休止的统计数字游戏也使得巴西的盗版损失的真实情况变
得非常不透明。 虽然这些宣传话语在国际环境下已经不断受到挑战,而且产业界也在逐渐撤出新的
研究计划,但这并没有阻碍巴西官方重蹈覆辙。④
这些项目和整个造势运动的结果多少有些自相矛盾,而且不断变化。 在国内,巴西政府和行业
的论述开始集中在“ 与盗版的斗争” 上,因为证据性的关于盗版的论述失去了合法地位。 我们在采访
中碰到了多次这样的情况,一些在执法方面的政府官员,经常忽视行业声称的损失却支持他们反盗
版的意义。 我们也看到了巴西政府在不同情况下表现出来的不同姿态,尤其是巴西政府在对待知识

产权问题的国内执法和国际政策上的不同态度,其中巴西的国际策略显然与产业界和美国在 WIPO、
①

一般的都没有提及的就是巴西出版商剽窃处于公共文学领域的翻译内容的行为。 翻译员 Denise Bottman 的博客独家用文

②

从《 Pirataria: Rediografia do Consumo》 ( 对盗版物品的消费) 中来,由 Fecomercio-RJ( 里约热内卢 联邦商会) ,于 2008 年由 Ip-

③

这一部分主要收集了多余 500 份新闻文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主题:(1) 逮捕街头小贩和参与大规模复制具有版权内容

章证明了这个主题:http: / / naogostodeplagio. blogspot. com / .
sos 进行。

的个人,(2) 声明的盗版和有组织犯罪的新闻,(3) 对执法部门和公众的知识产权教育,(4) 加强知识产权执法法律框架的立法提
议,(5) 版权改革,(6) 来自版权内容的创造者和研究者对盗版问题的看法,(7) 行业的损失,(8) 解决盗版问题的新商业模式。 一
份 FGV 未经公开的研究报告同样作为一项资源。 对这些主题的量化没有进行;新闻文章仅仅作为定性分析只用。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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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报告是作为对那些官方怀疑论者对行业研究的回应,尤其是那些经济合作组织和美国审计局的报告。

WTO 等全球论坛上表达的期望不符。 后者在我们的采访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将在随后的文章中
进一步仔细讨论。

反盗版和“ 诗意的” 混淆
对于一个引起了如此多公共关注的话题,巴西法律中对盗版的定义却少的令人吃惊。 事实上只

有一个定义,在 CNCP2004 年公布的法令中①。 即使是这个定义也不明确:CNCP 法令仅仅只是将盗
版理解为版权侵权。 而对于版权侵权,这个法令又引用回 1998 年的法律 9. 609 和 9. 610———分别为
巴西软件保护法和版权法。 在这个法令中并没有对假冒商品进行定义,这对于一个致力于打击假冒
行为的组织来说非常奇怪,但是至少还是现实了 CNCP 对于这两词语的区分。②

然而这两个词在 TRIPs 协议的 Article 51( 脚注 14) 中有明确的区分,而 TRIPs 协议已经成为世

界版权和执法的框架性条款。 TRIPs 把假冒和商标侵权联系在一起,而盗版和版权问题联系起来,然
后区分两者在不同执法体系中对不同种类商品的适用。 一个商品可能侵犯了商标,或版权,或者两
个兼有———当复制的商品同时复制了表达内容和原始标志。

而产业界的论述对这两个词的混用并不是一个意外。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样可以把版权的

盗版问题与更广泛的由假冒药品、玩具和其他次品引起的公共安全和健康损害联系起来,从而使产
业界能够掩盖版权侵权缺乏证据的事实———关于这个话题我们随后会进一步讨论。 如同我们在这
份报告中反复强调的,这种词语混淆的第一个———但绝不是仅有的一个———问题就是, 随着盗版转
向廉价的个人数字复制技术, 盗版和假冒已经几乎完全分离开来。

这种概念混淆的法律与事实基础都很脆弱,对巴西执法争论中的公私各方来说都已经不是秘密
了。 在我们的采访中,私有部门的消息人士称,他们已经意识到了盗版和仿冒在法律基础上的不同,
但是他们并没有觉得把盗版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词有什么不妥。 当提到产业意识的运动,一个消息

人士争辩道:“ 如果我们要消灭盗版,那么 DVD 就应该跟药品、次品燃料或其他仿冒产品一样重要,
不管是不是真正能够分清楚。”

即使是那些偶尔情况下才会和知识产权侵权发生关系的犯罪,例如走私和逃税,也被强行拉入

盗版的范围内。 另一个私有部门的消息人士这么描述:“ [ 盗版] 既不是一个技术性词汇也不是法律
词汇。 它是一个口语化的词汇,每个人和整个国家都懂它的含义。 所以我们把盗版这个词和非法放
在一起,在‘ 诗意化’ 的语境中,大家都明白我们的意思了。 当你说盗版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它是什
么意思。”

直接参与到知识产权政策争论的公共部门的消息人士,则显得非常谨慎。 TRIPs 协议的定义对

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他们也非常关心如何在两个定义之间树立起明确的界限。 一个官员提到:“ 是
的,目前有一定的混淆存在。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国际上已经存在一个非常明确的对盗版的定义,即
在版权法范围内的侵权。 从国内角度来说,这个词汇已经被用得非常广泛,甚至已经超出了知识产
权的领域。”

在 CNCP 的公共交流活动中———甚至在其名称的使用中———CNCP 积极地传播着这种混淆。 尽

管其官方的名字是“ 国家打击盗版和知识产权刑事犯罪委员会” ,CNCP 特别在简称上摘下了“ 知识
①
②

Decree 5. 244 / 04.

法律 9. 610 / 98,啊巴西的著作权法,定义了 contrafacao( counterfeiting) 是指任何未经许可的复制再生产受保护的内容。 这个

定义是继承了一个更古老的立法———其已经是法律. 5988 / 73———在技术环境下被创造出来,特别是实体而不是数字形式。 特别说
明的一点就是这个定义和 TRIPs 的定义是不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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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刑事犯罪” 这个内容,新闻发布的时候也经常避免使用 contrafacao 这个词。 巴西的新闻机构于
是也开始采用感情色彩更丰富的词汇,并将其扩展到近乎包括所有形式的欺诈或者销售非法产品的
活动。 一个典型例子如:媒体集团 Grupo Folha 的新闻网站 Folha Online,就采用“ 虚拟盗版” 这样的
词汇来形容那些从事虚假商务网站或网上银行诈骗的行为。

对盗版这个词汇创造性的误用已经扩展到整个行业研究领域。 这种混用也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它使得各个行业部门都能采用这个简单、自圆其说的论述来表达各种损失。 在这种环境下,盗版率
和盗版损失一般都被称作“ 盗版和假冒” 。 ( 这个具体的例子是 Ipsos 和 IBOPE 的调查问卷,在这一
章后面会详细提到。) 我们将会在随后讨论所谓失业和税收损失的数据时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压迫和教育
随着 CNCP 的创立和国家计划的起草,所有的关于知识产权执法目的的潜在问题都被暂时遮盖

起来。 对于执 法 政 策 的 讨 论, 至 少 在 表 面 上, 变 成 了 关 于 哪 一 种 反 盗 版 方 式 最 有 效 的 讨 论。 在
CNCP,这些措施被分为三大类:镇压的、经济的和教育的。

根据 CNCP 的消息人士,关于国家计划的首轮谈判异常刻薄和尖锐,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互相

指责对方应该为巴西的高盗版率和低效执法负责。 公共部门的参与人士指责私有部门不愿意去开
发更低成本的商业模式或者阻碍调查。 私有部门参与人士则责怪法院系统的低效率和警察执法上
的无能表现。 一个公共部门的官员说:“ 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 所以当权利所有人的权利被侵犯时,
可以凭借法律手段来强制保护其权利。 但是,创立法律机制让国家永久性的强制监管权利保护则是
另一回事了。”

在起草这个国家计划的时候,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都认为,严格的镇压措施———突击检查、没

收、逮捕和法律诉讼———无法有效的制止盗版现象①。 打压措施应该与经济措施联合起来,通过商业
模式、税收和授权许可等多种形式来整顿商品市场。 同时也应该有一个新的教育方式来提高公众对
知识产权的尊重。 我们采访的每一个参与反盗版工作的人员都提到了这三类措施,即使有一些人对
国家计划里面提出的假设持批评态度。
至于这三种措施将如何相互平衡,目前却缺乏一致性意见。 很多类似的争议都没有得到解决,
而表面的宽泛共识只不过掩盖了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之间的责任争端。 一个公共部门的官员这么
描述:
对于权利所有人来说,他们总是倾向于加强他们的权利同时保证这些权利能够顺利的实
施。 同样也必须看到,知识产权本质上是一种私权利。 政府有利益去保证私权利的实施吗? 当
然,政府有这样的利益诉求,但是私人一方必须在政府面前阐明这些利弊关系[ 通过调查和提交
诉求的方式] 。
这种意见分歧的根源在巴西是非常复杂的。 TRIPs 协议中明确规定,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需要

权利所有人在民事诉讼中自己来实施和保护。 在大多数国家,行业习惯是聘请大量的私家侦探或律
师来调查侵权行为,然后向警察报告,是这些报告推动了执法部门的介入。 在巴西,对于版权侵权的

①

CNCP 的第一份报告,以及由当时 CNCP 的执行秘书马尔西奥·贡萨尔维斯( Marcio Goncalves) 递交给 WIPO 执行建议委员

会的第三次会议文稿中提到了第四组“ 制度上的” 措施,虽然没有明确定义,但是根据描述包括了通过立法改革来促进执法( Ministe-

rio da Justica 2005; Goncalves and Canuto 2006) 。 对第四种类方法的使用从一开始就放弃了。 其在 CNCP 的第二份报告中同样提到
了,同样没有定义,但是在第三份报告中被舍去了( Ministerio da Justica 2005b:62;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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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处罚,使得公利和私利救济之间的区别变得非常不明显,尤其是对于印刷和视听产品而言①。 政
府被认为应该承担执法责任的,至少在那些与商业侵权犯罪相关的案件中。

然而在实践领域,警力资源过于有限,无法保障法律的实施,法院和监狱也负担太重,无法保证
有效的公诉和严厉的惩罚。 这些阻碍使得私有部门要求政府部门加大公共投入并加强犯罪惩罚力
度。 公有部门却不断强调私有部门应该主动采取调查和起诉———主要是依据版权的私有性质。 最
后的结果是来之不易的平衡状态,如本章之前提到的那样,最后私有部门提供了更多的津贴而公有
部门增加了警力的合作。

联邦警察、联邦税务警察、联邦公路警察之间的合作从 2004 年开始得到了改善,被没收的数量、

突击检查的次数和逮捕的人数也得到上升。 但是,这似乎是公共部门有意愿或者有能力做到的极限
了。 作为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最重要的沟通渠道,CNCP 受到了来自私有部门的批评。 一位消息人
士抱怨道 CNCP 最近的活动“ 和以前的作为没有什么不同” 。 不过 CNCP 还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很难
说;大多数能做的关于与联邦政府之间的沟通 CNCP 已经做了。 州和市政之间的协调还没完全做
到,但是国家计划也在试图改进这个问题。

对于“ 镇压” 的方式,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处在一个僵局上。 私有部门希望政府能采取非常严厉
的措施,但是公共部门不能或者不愿意提供这样的措施。 当话题转入经济措施,情况则完全颠倒过
来了。 公共部门希望看到更多商业模式的革新,以解决导致盗版的价格和产品获取问题。 私有部门
对于这个提议则是不以为然,反而提出减税的要求。 由于这明显不是一个认真的回复,因此在这个
问题上也是一个僵局。 这导致 CNCP 的经济措施也没有实质内容。 一个私有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
道:“ 音乐公司、唱片公司和电影与视频公司,还有 MPA,他们根本不想谈价格的事情。 于是他们对
CNCP 前任领导说,‘ Luiz Paulo,我们不会去谈论任何关于定价的问题,你也不能谈这个问题’ 。 然后
就是这样了。”

教育方式,相比而下提供了一个折衷的可能,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大体上达成了共识。 共识
的基础就是公私双方都不对巴西的盗版和假冒行为负责。 应该被指责的是消费者,因为他们对法律
的漠视,因此需要教育。 这就意味着一个长期的项目———“ 逐渐改变社会对盗版的危害以及引发的
社会损失的认识。 目的是让消费者不再觉得盗版很实惠而且物美价廉。” ( Barcellos2009:3) 。

教育项目主要由私有部门资助和开发,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在政府的批准下———CNCP 的重要角

色之一就是让政府来支持这些活动。 几乎所有的活动都是伪装的市场宣传,致力打造一副友好的产
业形象,从而避免 CNCP 经常面临的那些争议性问题( 而这些问题是盗版消费的实际体验) 。 正如我
们下文会详细介绍的那些,不同的宣传活动针对不同的受众,比如 ABES 的马路巡回活动主要是针
对盗版引起的当地经济损失,也有针对法官和检察官的宣传活动,还有“ Projeto Escola Legal” 是专门
在幼儿园和小学开展的宣传活动,教育小孩子们盗版行为是可耻的。 自我反省则不包括在内,而且
根据我们的了解,没有任何一个活动得到了独立的评估。 事实上,和其他政府执法安排一样,这些活
动的目标不是为了真正的打击盗版,而只是政府机构为了配合产业要求而已。
模棱两可的信号
在国际舞台上,国内的这种紧张关系是不容易被观察到的。 事实上,巴西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公开讨论独立与美国的知识产权国际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具体来说,巴西为在 WIPO 建立一套
新的知识产权政策作出了很大努力:在 2007 年的发展报告上,巴西强调社会和经济发展因素应该是
①

在本章之前部分解释过,软件的版权由另外的条例来管理的,即使是涉及商业侵权犯罪也是采用自诉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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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知识产权政策的首要考虑问题,因此不能严格套用全球统一的知识产权标准。

尽管这些国际讨论很少直接谈到执法问题,但是很多改变的信号释放了出来。 2009 年,在 WI-

PO 经历了 3 年的空白期后,WIPO 主持了一次关于执法的顾问委员会,巴西在会上提出建立一个独
立的对盗版和执法进行研究的机构。 在针对 《 反假冒贸易协议》 的谈判———协议将 WIPO 和 WTO

从执法责任中解脱出来———执法问题再一次被推到了前沿。 和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一样,巴西试图
找到半独立的知识产权方案,因而也没有收到邀请去讨论新的国际协议。

表面上看,巴西的国际行为似乎与巴西国内公私合作执法的景象相矛盾。 当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的时候,负责知识产权的政府官员则极力否认这种矛盾的存在。 一位官员认为:
有时候,有人认为巴西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姿态不同是因为外部因素的压力。 这是不对的。

这只是一个精心布置的设计,从而为国际谈判制造障碍……很多人既是 GIPI 又是 CNCP 的成
员,通过这样的身份重叠来协调巴西的地位。

对这种含混信号的焦虑,表现在巴西政府对待外国听众的微妙态度。 目前为止,WIPO 的发展议

程对执法问题并没有一个安排———这说明当 TRIPs 拒绝发展中国家的低版权保护策率后,发展中国
家普遍采取了低效率执法的姿态。 而巴西则是例外,CNCP 的合作执法政策因此处在与巴西的国际
立场完全不同的政治空间———不过这个灵活性随时可能消失,如果 ACTA 协议变成新的国际标准的
话。 同时,CNCP 表面的和谐姿态也带来政治红利。 IIPA 就把 CNCP 和巴西国家计划当作是其他国
家学习的典型。 CNCP 推进的对街头和海关的强硬措施,使巴西从美国《 特别 301》 条款中的“ 特别观
察名单” 中下降,———事实上,CNCP 的第四份报告也认为,这种被调低关注度的处理是巴西提高知
识产权执法力度取得的最大成绩。 ( Ministerio da Justica 2009:89, 135) 。 但是, 这两种不同的国际
立场———一边派 CNCP 与美国的对话,一边又在国际论坛上讨论“ 发展议题” ———表明一种很危险的
平衡状态,因为来自各方的要求越来越多。 CNCP 一个来自公共部门的参赞解释道:“ 一般说来,在知
识产权领域,政府是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的。 每个人都有相同的立场。 但是到了执法问题,主要就是
在 CNCP 了。”
研究
我们已经从其他国家看到了行业研究合法性的丧失,并在本文第一章中做了详细阐述。 这个问

题在巴西的专家报告中也很明显。 当问到产业数据的时候,一位执法官员告诉我们: “ 我觉得这些
东西一点都不可靠。” CNCP 里大部分的政府官员都持有这种观点。 一个代表某个部门席位的人向
我们详细解释:

我们在 CNCP 支持的是发展独立统计的盗版率和假冒率。 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觉得如

果没有官方的盗版统计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如果我们和私有部门合作,我们需要说‘ 行,你算出
了这个数据。 用的是什么统计方法?’ 然后我们坐下来一起讨论统计方法。 如果我们感觉这个
统计方法没问题,我们就很愿意支持这个数据。 我只是觉得,在支持这些数据之前,政府需要知
道这些数据是怎么得出的。 他们可能是对的,我也并不是说他们的计算方法一定不好。 但是,
政府如果要支持这些数据,应该先进行一下核对。
缺乏研究的透明度是公共部门的怀疑者反复抱怨的问题。 在大量的国内文章和学术研究中,只
有很少一部分解释了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数据来源以及理论基础。 在我们看来,没有任何一个提供
了对其研究的独立评估。 在一些情况中,一些统计和报告没有给出数据来源,或者给出了错误的来
源。 在我们看来,这个水平上的透明度是衡量可信度的一个最低标准,不管是对产业界还是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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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和执法的政府官员。

但是,这种批评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巴西的这些数字和研究报告是怎么得出的。 政府官员———

包括那些在 CNCP 里面的———并没有为此承担责任, 也没有禁止引用这些报告。 并不是所有这些无
用的数据都是来自产业界。 一个部长级的消息人士给我们描述了国家财政部的数字是怎么将不同
类别的没收产品( 盗版的,假冒的,走私的) 混合在一起,而这个数据竟被 CNCP 用来说明巴西在打击
盗版上的努力:“ CNCP 拥有那些我们提交给国际社会的没收来的账目。 每一次国际会议的时候,我
们就会拿出这些表格,然后说:‘ 看,统计可能有些问题,但是请注意数字的变化。’ 一次又一次,叙述
决定了数据。 结果,为了保持一致,媒体总是在大标题上一字一句的照搬那些数据然。”
神奇的数字
对巴西执法经常出现的 3 个数字的研究,揭露了这个问题的轮廓。 巴西一般都会主张全球的盗

版市场是 5160 亿到 6000 亿美金,200 万份工作因为盗版而在巴西失去了,而巴西因为盗版的问题每
年会损失 176 亿美金。①

说明这些数字的来源马上变成了一个挑战。 一般性的数据来自于国际刑警组织的数据,失业情

况来自于巴西大学的估算,而税收损失来自于巴西财政审计和国家税收服务。 CNCP 常常引用这些
数据,以至于媒体经常把数据来源写成巴西司法部,因为司法部是 CNCP 的上级机关。 在一个典型
例子中:

按照路易斯·保罗·巴雷托[ 司法部的执行秘书兼任 CNCP 主席] 的说法,经济的全球化导

致了盗版的国际化,世界范围有 5600 亿美金的年收入跟盗版有关,远远大于毒品交易的 3600

美金。 基于这些数字,国际刑警组织开始将盗版作为本世纪最重要的国际犯罪。 “ 他们的权力
太大了,没有任何组织可以单独来应付。 我们需要伙伴。 这些都在国家计划中提到了,会有三
方面的措施:镇压、教育和经济手段,” 他进一步的强调。 ( Agência Brasil 2009)

与司法部相关的其他机构也有效的传播这些数据,让这些数据在其他政府渠道中流通,包括司

法审判。 2010 年 3 月,一个圣保罗法官就在 3 个不同判决中引用了这些数字,这些数字是检察官从
CNCP 网页上获取然后提供给法庭的。 由于有 Barreto 来确认这些数字的合法性,检察官和法官一致
把这些数字当作标准文本,并在版权侵权的刑事案件中使用:

国家打击盗版委员会主席路易斯·保罗·巴雷托所作出的陈述,通过检察官的抗辩而写入

书中,“ ……盗版引起了 200 万正式市场中的工作消失。 巴西每年损失了 300 亿卢的税收。 全
球范围内,国际刑警组织考虑把盗版当作是本世纪最严重的犯罪,造成每年 5220 亿美金的损
失,高于毒品交易的每年 3600 亿美金” ( 根据该组织的网页内容整理) 。②

我们的研究不能证实上述任何数字。 对于那些号称的税收损失,一个公共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
说,那些数字是“ 完全不存在” 的。 另一个因素也说明这些数据最多只是猜想,因为统计盗版和假冒
所带来的财政损失是及其困难的。 我们几乎可以得出结论,巴西财政部根本就没有做任何研究。 我
①

这个问题并不是仅仅出现在巴西,我们大量的研究了关于“ 神奇数字” 的问题,包括美国政府统计局和 Ars Technica( GAO

2010; Sanchez 2008) 。 GAO 并没有任何作出与美国生意损失数字的基础(2 千亿到 2 千 5 百亿) ,没有关于失业情况(750,000) ,和汽
车零部件销售损失的数字(3 十亿) 。
②

这个内容根据三个判决整理:Vote 20. 252,AC 990 09 217763- 0-Bauru,TJSP / 1 Camara Criminal; Vote 20. 253, AC 990. 09.

236431- 6-Olimpia, TJSP / 1 Camara Criminal; 和 Vote 20. 254, AC 990. 09. 229941-7-Mirandopolis, TJSP / 1 Camara Crim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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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认为所有的数据都是虚构的。

国际刑警组织的数据经过仔细分析后也是到了死胡同。 根据 CNCP,这些数字最初是在第二届

全球议会打击盗版和假冒会议上公布的( Ministerio da Justica 2005b:7) ,但是在议会的网页上看不到
任何相关文件。 第一届全球会议(2004) 关于盗版和假冒的影响的报告中提到:“2000 年,假冒产品
的贸易达到了 4500 亿美金,比 11 个国家的 GDP 还要多,差不多与整个澳洲的 GDP 相当。” 这份报告
还引用了美国 FBI 估计的假冒对美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不过这个数据已经被美国政府会计处揭穿
( GAP2010) 。

丢失 200 万就业机会的说法同时是一个谜题。 这些数字大多是 Unicamp 得出的,它是坐落在

Campinas 城的一个公立大学,但是没有更多的信息。 关于这所学校,我们只找到一个有关其诚信度
的线索:Unicamp 的经济学家 Marcio Pochmann( Indriunas 2006) 。① 当我们联系 Pochmann 的时候,他
让我们自己去研究 Campinas 城的非正规商贩,并强调 200 万失去的工作是根据如果把这些街头贸易
正规化能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数计算出来的。 他的这份研究并没有对外公布,我们通过一位非常热
情的参与研究的朋友获得了这份研究的电子版,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信息关于这 200 万人的数字
是怎么得出来的。
特定领域的研究
目前没有任何对巴西的盗版研究是针对特定领域进行的,而且大部分的行业团体已经放弃了他

们的年报。 MPAA 最后的一份电影行业的报告是 2005 年的。 ESA 的最新数据还是 2006 年的,而最

后一组公布的产业数据来自 2007 年。 到 2010 年,只有 BSA 和 RIAA 还在报告数字。 在两者之间,
只有 BSA 公开发表报告。 这种报告数目的减少并不只是发生在巴西。 所有的行业团体( 除了 BSA)

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盗版向数字化形式转型带来对新方法的需求。 而且所有的这些组
织都面临对他们的研究假设和工作不透明的持续批评。

对巴西电影行业盗版问题的研究还是 2005 年时候由 MPAA 执行的,巴西是该研究中的 22 个受

调查国家之一。 尽管 MPAA 经常批评巴西,研究报告中巴西处在盗版率排名比较靠下的位置上,只
有 22% ( 参考:印度 29% ,墨西哥 62% ,俄罗斯 81% ) 。 IIPA 的报告继承了 MPAA 关于 DVD 和在线
盗版数据上升的抱怨。 如果这里面有任何实证研究的证据的话,MPAA 并没有分享这些证据。 我们
向其成员索要 2005 年数据来源的要求被拒绝了,同样,美国 GAO 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索要数据用
来研究全球盗版和假冒的要求也被拒绝了。 一位巴西电影行业代表在 2009 年访问的时候提到一个
更加广泛并且严格的研究正在进行②,但是并没有任何新研究被发表。 有消息说, MPAA 的预算缩
减使其不得不暂停这项大规模调研。

在出版部门,ABDR 于 2004 年取代 CBL,成为巴西盗版损失估计数据的主要来源———此后不久,

ABDR 被排挤出出 CNCP,并且与大学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 在盗版研究方面,最明显的变化是,美
国出版商的损失毫无理由地突然从 2001 年的 1400 万美金增加到 1800 万美金, 这个数字一直持续
①
②

我们同样发现了一个在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上公布的一个数字,但是没有任何的注明出处( Gazeta Mercantil 2004) 。

这个代表向我们描述了这个新的研究:“ 我们在一些目标国家获得了一些数据,然后我们采访了相关的人士,包括对盗版产

品的了解,顾客的习惯,以及购买一次盗版产品的同时会多少次购买正版产品,以及如果你购买了一个盗版产品,盗版产品的影响是
怎样的———例如,当你买了一个盗版的 DVD,是用来制作原来 DVD 的字幕,还是当作一个原来产品的样品来使用? 你购买了一个盗
版 DVD 是因为它就在那里,然后你看了看,来决定是否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然后你决定购买正版因为那些附加物和镶嵌物和其他好
东西。 所以替代物和样品都是整个行业的损失。 价格水平,情况,产品的种类都是你在购买盗版产品的时候考虑的问题。 我们作出
了一些定义,可以这么说,我们采访的对象一般都是男性,所以我们的研究有一定的剖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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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08 年。

一位出版行业的消息人士指出,事实上,自从 2002 年开始就没有任何新的研究,那个时候,AB-

DR 委托一个叫 A. Franceshini Market Analyses( 又被称为 Franceschini Institute) 的市场调查公司进行
研究。 这份研究从没有公布过,但是其结论在行业内部不断地被引用。 特别是,该研究估计大学机
构通过复印一共侵犯了近 19 亿 3 千 5 百万页的书籍和文章( 而对于怎么估算出来的至今未知) 。 根
据这些数据,其又计算出有 3500 万美金的行业损失———同样是根据未知的方式计算得出( ABDR n.
d. b:1) 。①

还有很多广为流传的其他数字同样没有任何的引注。 一本关于盗版和作者权利的小册子,指出

由图书盗版引发的年损失高达 2 亿 600 万美金。 其声称这些数字是通过对 8 年的图书销售统计得

出的,按照现在图书的销售情况与每年的新教育机构和新生数目相比较得出的( ABDR n. d. a:4) 。
在另外的内容中,4 亿卢被用来代表超过一半的教学和科技图书市场( Cafardo 2007) 。 当被问到这些

数字时候,一个巴西最重要的图书交易组织的成员告诉我们,他并不知道任何关于这个事情的研究,
但是推荐我们查看 ABDR 报告。 在我们看来,目前现行的任何研究都不值得我们讨论———或者引
用。 已经公布的数据不能让我们充分了解巴西图书盗版的范围和严重程度,也无法用来讨论任何关
于执法保护或者出版行业商业模式的问题。

对于唱片行业,地区唱片生产者协会 ABPD,通过咨询团体 Ipsos Insight 进行了一项消费者问卷

调查。 这项问卷于是成为一个关于盗版问题的研究链条的第一个环节:这项数据首先是到了国际唱
片协会 IFPI 作为其季度市场和盗版报告使用,然后到了美国为主导的 RIAA,其把这些研究用来做行

业损失估计,然后进入到 IIPA 的报告中,作为盗版已经摧毁了当地合法音乐行业的证据( IIPA 2010:

143) ②。 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的依旧是一个谜。 IFPI 和 RIAA 不会公布他们怎么会把一个国家的统
计数据随便加入到自己的国际模型中,在 RIAA,他们也不会解释他们怎么把这些数据转算为对损失
的估计( 值得注意的是,IFPI 并没又关于损失的估算, 而之前只是估计了盗版产品的“ 街头价值” ) 。

而且,我们无法确定这些模型是否有更新。 ABPD 的最新数据从网上看到是 2006 年的,Ipsos 对

1,200 个巴西居民的音乐消费习惯进行了调查。 这份研究为 ABPD 声称非法音乐下载导致了 20 亿
卢(11. 7 亿美金) 的损失提供了基础,ABPD 的报告表示,非法音乐下载市场“ 超过正版市场收入的三
倍以上……而正版 CD 和 DVD 市场当时有 3700 万美金” 。③ 至于 ABPD 怎么得到这个估算的,没有
任何解释。

一份由圣保罗大学公共政策研究小组( GPOPAI) 发表的报告中提到,出版和唱片行业统计的数

字很有可能有严重缺陷,并警告读者 ABPD 和 ABDR 拒绝提供他们研究的相关细节,这限制了对这
些数据的考证( GPOPAI 2010) 。
①

Franceschini Institute 同样也应该 为 第 一 版 的 Retratos da Leitura no Brasil 研 究 报 告 负 责, 本 研 究 由 CBL, SNEL 和 ABRE-

LIVROS 在 2000 作出。 在第一版的研究和 ABDR 的研究中,数据和收集数据的方法可能导致这份研究某些部分的重叠。 这份研究
最后附带上了一个演讲稿。 演讲稿本身可以通过 ABRELIVROS 的网站得到:http: / / www. abrelivros. org. br / abrelivros / 01 / images / sto-

ries / arquivos / dados_retratos_2001. ppt.
②

根据 IFPI(2009a) ,音乐唱片从巅峰的 2004 年相比大概下降了 40% ,是否这就意味着摧毁的依据出发点和角度。 合法市场

总是占很小部分的,对于巴西而言,人均消费在最大值的时候仍然只有美国市场数据的十分之一。 更进一步,还有很多当地的现场
音乐会并没有加入到唱片行业销售统计中( Lemos 和 Castro 2008; Mizukami 和 Lemos 2010) 。
③

ABPD,“ Pesquisa de Mercado,” Musica Na Internet, http: / / www. abpd. org. br / musicaInternet_pesquisa. asp. 唱片行业的数据是

容易混淆的,因为 IFPI 主要统计批发市场,而当地行业组织主要报告零售市场———常常对报告的范围大小有较大偏差。 ABPD 的数
据是批发销售的数字根据 IFPI 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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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软件部门做出来的研究是无法比拟的。 与其他产业组织相比,商业软件联盟是研究盗版及

其经济影响的主要推动力。 通过其自身的咨询公司 IDC( 国际数据公司) ,BSA 制作并发表了至少 2

份关于巴西新数据的年度报告。 第一份是全球软件盗版报告,主要关注盗版率和可能的损失;另一
份是关于盗版对工作、税收和信息技术部门的影响的二手报道汇编。 这些报告运用了好消息 / 坏消
息的模式,而这个模式基本上成了这个领域的研究样板。 好消息就是商业软件的盗版率在巴西正在

缓慢的下降,从 2005 年的 64% 下降到 2009 年的 56% 。 坏消息就是随着巴西信息市场的不断扩大,
盗版软件的总价值从 2005 年的 7. 66 亿增长到 2007 年的 16 亿和 2009 年的 22 亿( BSA / IDC 2010) 。

BSA 把盗版等于零售损失的方式遭到作为对长达十年的批评,作为回应,BSA 不再把这些数字

当作是商业的损失,而是作为概念性的未经许可软件的“ 商业价值” 。 尽管 BSA 估计盗版率的模型
相对比较可靠,它仍然和其他行业一样拒绝透露计算时采用的数据,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在制定相关
的政策时候取消利用这些数据的资格。 不过, 很少有其他读者也提出这样的要求,而 BSA 和其地方
下属单位 ABES 是行业团体中最能吸引媒体注意到其研究发布的机构。 这些文章总是以好消息和
坏消息的模式发布,而批评的声音、对方法的怀疑和不同的观点则统统被媒体屏蔽掉了。

BSA / IDC 的报告能够在公共对话中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宣传阵营。

S2Publicom 公司为 ABES 提供新闻推广服务,负责安排好 BSA 的数据的数据发布时间,使其正好与
ABES 的巡回宣传相配合,这个巡回宣传是由 ABES、BSA、ESA 和 APCM 共同赞助的一个巡回知识产
权培训活动。 随着巡回活动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ABES 就会发布关于遏制盗版盗版将如何改善当
地就业机会、行业利益和税收收入的数据。 ( 详细可参加表 5. 4,同时还有文章《 Six Annual BSA / IDC

Global Software Piracy Study》 ,发表于 2009 年) ①。 这样或多或少的保证了本土化的数据报告能不断
的更新,同时也预演很多关于商业软件盗版的主张。
表 5. 4
日期

地区

损失( 巴西里尔)

2010- 4-28

Federal District

1 亿 2100 万

2010- 4-14

Santa Catarina

1 亿 2600 万

2010-3-24

Ceara

2010-3- 9

Sao Paulo

2009-11-26

①

id =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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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o Grande do Sul

6300 万
11 亿
2 亿 1300 万

如果盗版减少 8% 会增加的收益

当地就业机会( 直接 + 间接)2,100;
当地工业利润:1 亿 8000 万
当地税收:2900 万
当地就业机会( 直接 + 间接)2,300;
当地工业利润:1 亿 8700 万
当地税收:3000 万
当地就业机会( 直接 + 间接)1,100;
当地工业利润:9300 万
当地税收:1500 万

当地就业机会( 直接 + 间接)19,500;
当地工业利润:16 亿
当地税收:2 亿 6140 万
当地就业机会( 直接 + 间接)3,800;
当地工业利润:3 亿 1500 万
当地税收:5100 万

ABES 的文章可以通过 S2Publicom 网页看到:http: / / www. s2publicom. br / imprensa / ClienteReleasesS2Publicom. aspx? Cliente_

日期

地区

损失( 巴西里尔)

2009-11-12

Paraiba

2700 万

2009-10-7

Mato Grosso do Sul

3300 万

2009- 9-24

Amazonas

5400 万

2009- 8-18

Sao Paulo

11 亿

( 续表)

如果盗版减少 8% 会增加的收益

当地就业机会( 直接 + 间接)500;
当地工业利润:4000 万
当地税收:650 万
当地就业机会( 直接 + 间接)600;
当地工业利润:4900 万
当地税收:800 万
当地就业机会( 直接 + 间接)965;
当地工业利润:8000 万
当地税收:1300 万

当地就业机会( 直接 + 间接)19,500;
当地工业利润:16 亿
当地税收:2 亿 6140 万

2008 年发布的《 BSA / IDC 全球软件盗版研究第五次年度报告》 ,得到的新闻宣传尤其热烈,有超

过 20 家新闻媒体在不同的州共同发布。 仅仅在圣保罗州就发布了 5 次,但前后发布的数据有些差
异。 BSA 的数据最值得肯定的一点就是,这些数字经过了几次认真的修改———这种一丝不苟的态度
值得我们喝彩。 但是有一些数据的修改前后变化很大,比如关于如果盗版率下降 10% 会增加的就业
机会的数据:第一次媒体公布的圣保罗州的数据是 3,700 ①,随后公布的数据是 19,500 ②。 这种改变
的理由至今未明,因为 IDC 并没有展示出它是怎样做调研工作的,ABES 也没有公开它是用什么手段
来实施各地的 BSA / IDC 研究。 但是,这种数据摇摆是非常常见的,我们也从印度和中国看到了这种
现象。 根据我们的观察,这些数字的变化最好的说明了这种研究的真实目的,它的用处是给出魔术
般的数字,而不是做出可靠的宏观经济估计。 我们在第一章就详细指出,这些统计数字背后最大的
问题是,从一开始就错误的估计了盗版软件的成本和获益。 举例来说,美国软件供应商的损失,其实
是巴西商人和消费者的获利。 盗版并不仅仅是合法市场的损失,它也是对其他依靠软件的经济行为
的一种补给。 对盗版经济影响的估计应该考虑到多方面因素。 而 IDC 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跨部门的研究
尽管大型的国际行业组织已经削弱了他们在巴西和其他地方的研究议程,CNCP 和 2004 年的国

家计划还是兴起了巴西国内调查的小高潮。 大量的咨询机构填补了这些空白,为私有部门的客户服
务,其中有米纳斯吉拉斯州工业总会( Federacao das Industrias do Estado de Minas Gerais-Federation of
Industries for the State of Minas Gerais,简称“ FIEMG” ) , 里约热内卢州工业联合会( Federacao das In-

dustrias do Estado de Rio de Janeiro-Federation of Industries for the State of Rio de Janeiro,简称“ FIR-

JAN” ) ,新闻报纸去隆德里纳日报( Jornal de Londrina) 和市场营销公司 Instituto Analise 都赞助过这

①

ABES, “ Pirataria de Software Causa Prejuizo de R ＄737 Milhoes para Economia de Sao Paulo” , 于 2008 年 3 月 28 日公布,ht-

②

例如,ABES,“ Pirataria de Software Causa Prejuizo de R ＄898 Milhoes para Economia de Sao Paulo,” 于 2008 年 9 月 25 日公布,

tp: / / www. s2publicom. com. br / imprensa / ReleaseTexto-S2Publicom. aspx? press_release_id = 21931。

http / / www. s2publicom. com. br / imprensa / ReleaseTexto-S2Publicom. qspx? press_release_id = 2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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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研究。 同样搞过研究的还有 Instituto Akatu, 它是一个关于消费者 权 利 的 非 政 府 组 织, 由 微 软
资助。①

其中最重要的,是最近两份关于消费者对盗版和假冒产品的消费习惯的纵向问卷调查。 其中一

份是从 2006 年开始,由 Ipsos 展开,受 Fecomercio-FJ 委托。 另一个是由 IBOPE 研究公司在 2005 年开
展的,主要由美国商会资助。 这些报告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容置疑的将责任和错误归责于消费者,尤
其是责怪消费者不明事理,仍然坚持购买盗版和假冒产品而不顾所引起的问题。 对非正规经济的责
难也是这些研究的另一个主题,尤其是那些由 ETCO 资助的报告,因为 ETCO 代表了制造商。 ETCO
在反盗版集团中比较特别,因为它是唯一一个经常组织学术研究的机构。

Fecomercio-RJ / Ipsos 的全国性年度消费者调查问卷,主要针对消费者购买盗版产品的动机。 全

部报告在 2006、2008 和 2010 年公布;部分结果在 2007 和 2009 年公布②。 2010 年的问卷调查报告,
与一个叫做“ Brasil sem Pirataria” ( 巴西没有盗版) 的公众教育活动同期举行,活动围绕着一个令人毛
骨悚然的标语:“ 购买盗版的将会用他们的生命来支付。”
表 5. 5
2006

42%

巴西每年购买盗版或假冒产品的人数占巴西所有人口的比例
2007

42%

来源:作者根据 Fecomercio-RJ / Ipsos(2010) 数据整理

2008

47%

2009

46%

2010

48%

这份报告显示,在过去五年间,巴西够买盗版的人数每年小幅上涨 3% ,刚刚高于误差率( 见表

5. 5) 。 尽管我们并不能从这个趋势中得出任何结论,但是这份报告还是把巴西的商业前景描述的很
暗淡,并声称:“ 盗版引诱了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 ( Fecomercio-RJ / Ipsos2008:4) 。
一些调查问卷的问题可以从公布的结果中推断出来。 2009 年的问题有:
你认为使用这些产品会给你带来任何不良影响吗?
你认为盗版会引起失业吗?
你认为盗版有犯罪组织支持吗?
你认为盗版会危害到商业利润吗?
你认为盗版会伤害制造商和作者吗?
你认为盗版导致逃税吗?
很多的盗版产品会损害健康。 你知道这个信息吗?

尽管这份问卷自称是调查盗版的,但是只有三类产品涉及版权———DVD、CD 和电脑程序。 其他

的都是假冒的实体货物。

对着这样一份带有严重倾向性的问卷,Fecomercio-RJ 显然没有隐藏它的目的性。 所有的问题都
是朝着确认盗版危害的方向去的。 对于“ 你认为盗版是由犯罪组织资助的吗?” 这个问题的答复,
(2009 年结果是 60% ,从 2008 年的 69% 降下来) 常常被用来在媒体描述民众道德的下降。 对于盗版
①

Akatu 的研究是通过咨询公司 Fatima Belo-Consultia 和 Estrategi 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其他私有顾问公司一起进行。 大多数的

研究出发点都是为倡议阵营提供战略支持,但是最后只是贡献了很少的力量———直是在媒体上又重复了熟悉的主张。 方法上,Aka-

tu 的研究典型的这类型。 它混合了台面上的研究和定性分析。 来自美国商会 / IBOPE 和 Fecomercio-RJ / Ipsos 的报告被直接用来证实
其观点,例如:“ 消费者知道盗版和有组织犯罪是联系在一起的” ( Instituto Akatu 2007a) 。 进一步挖掘 Akatu 的在 2007 和 2008 的报
告,有 7 个小组来准备,这就是我们目前能够得到的他们所有的关于他们方法的内容( Instituto Askatu 2007b:12;2008:11—12) 。 联
系 Akatu 没有任何的帮助。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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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comercio-RJ / Ipsos2010 的报告包括了之前所有发布的调查结果。

的动机,这份调查问卷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94% 的消费者购买盗版和假冒产品因为便宜。 价格
之后是取得途径,12% 的人认为盗版产品容易找到,6% 的人认为盗版产品要比正版提前上市。 基于
这些结果,Fecomercio-RJ 得出了 2 个明确的政策意见:(1) 应该对公共认识运动投入更多的资金,以
及(2) 降低商业税。 增加知识产权犯罪的刑罚同样在建议中,但是紧迫性没有那么强。

另外一个纵向的调查问卷是美国商会 / IBOPE 的年度研究,由多个组织一起完成,包括巴西—美

国商业委员会和 ANGARDI。 和 BSA 的报告一起,这些研究提出的意见被新闻界、行业团体和政策制
定者接纳。①

美国商会报告的目标和 Fecomercio-RJ / Ipsos 调查问卷几乎一致。 他们衡量了对盗版和假冒产

品的消费,包括消费者态度以及巴西主要城市的非法交易数量,包括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贝洛奥里
藏特( Belo Horizonte) 。 2008 年公布的最新结果,特别研究了对 10 个产品种类的调查,从假冒玩具到
假冒汽车零配件。 在这些类别中,只有一个是关于版权保护的产品,虽然这个研究的主题是盗版。

与同类研究相比,美国商会 / IBOPE 的报告可以说是透明度的典范。 他们解释了调查问卷制作

的细节以及盗版行为产生的损失是怎么计算的。 但从另一方面说,他们又重复犯了很多错误。 尤其
是在细节上,他们仅仅因为假冒商品的价格在里约和圣保罗的售价相似就推断出一定有犯罪组织的
联系②。 同时,整个研究以较大的损失模型为主。 在其第四版的报告中,认为盗版导致的 7 个部门的
税收损失有 109 亿美金,而整个市场损失高达 27. 3 亿美金( 美国商会 / IBOPE 2008) 。

该报告计算盗版 / 假冒市场的时候,假设一对一的盗版 / 假冒来自于正版真品的关系。 这个假设

忽视了价格因素对购买兴趣的影响———这个影响对生活必需品不大,但是对于像 CD 和 DVD 这样的
奢侈或者享受产品的影响却很大。 行业集团并没有很快把“ 替代效应” 纳入他们的模型中,因为这样
很难去计算,并会减少他们声称的损失。 但是目前为止,很多国际团体,包括 BSA、RIAA、IFPIESA 和
MPAA,都不再使用一对一的损失计算模型。 ESA、BSA 以及 IFPI 也不再把这个数据作为估计的损
失,而只是当作这些盗版产品的“ 街头价值” 。 在软件情况里,BSA 的 IDC 首席研究员公开表示,发
展中国家的实际替代率是 10% 。 而高收入国家的 CD 替代率只有 10% 到 30% ,肯定要比那些价格
和收入不成比例的国家要小。

美国商会 / Ipsos 的调查问卷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说明有多少销售损失是与税收损失相关的。

和其他行业的研究一样,这个研究假设,用于假冒和盗版产品的钱从国家经济中消失了。 这明显是
不对的。 非正式贸易的收入也是在经济中流通的———包括那些要缴税的受管理的经济。 那些因为

购买盗版和假冒产品节省出来的费用并没有消失,而是用来做其他的购买,而且是可能被征收税的。
从我们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巴西猖獗的非正规经济确实可能使政府的税收收入减少,而对经济制
度的正规化和镇压危险的假冒产品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目标③。 然而,最近的行业研究并不真正以
估计税收损失为目的,而是夸大危害程度并促使政府以更大的花费来打击这些盗版问题。 如同
IBOPE 研究声称的:“ 已证实的仅三类盗版产品———衣服、球鞋和玩具———就已经让国家损失了至少

70 亿美金一年。 这些钱至少可以覆盖 26% 的社保缺口。” ( 美国商会 / IBOPE 205)

①

我们没有得到美国商会 2006 年报告的调查问卷资料。 IBOPE 的一份演讲稿中包括了 2006 年的部分数据,可以通过 IBOPE

②

“ 从 Riode Janeiro 和圣保罗得到的相似数据说明有犯罪组织存在在市场背后” ( 美国商会 / IBOPE 2007) 。 这是一种可能,但

③

这是一个分开的而且更加不清楚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是否购买便宜的产品就会消极的影响社会福利。 正如第一章讨论

的网页下载:http: / / www. ibope. com. br / opiniao_publica / downloads / opp_pirataria_dez06. pdf.

是不能成立结论。 街头小贩有一个大型的高度内部链接的市场,因此价格信息会是共享的。
的,主要的影响应该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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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认知和教育
与盗版的斗争不仅仅是必须的,更加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个国家
带上另一个发展高度。 我坚定地相信巴西;我对巴西经济的前景以及巴西人民都十分信任。 我
相信我们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不同。 现在,我们只有尊重知识产权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带上另外
一个高度,而且除此之外,还应该加大对教育的投资。 在我看来,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推动
力,而且巴西有一个美好而强大的将来。
———软件行业代表
巴西的政策制定者和行业领导者普遍认为,一个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巴西国家经济发展

的保证。 由于额外的镇压和经济措施在 CNCP 的僵局,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投在教育领域。 自从 2000

年代中期,行业集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培训、教育和认知培养上,主要针对广泛的巴西受众,
包括执法部门、 消费者和儿童。 这些投入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长 期 的 巴 西 “ 知 识 产 权 文 化” ( INPI

2010) 。①

各种各样的培训课程、座谈会和对执法人员的培训讲座每年都有。 最常见的形式就是 ABES 的

巡回展览,是由商业和娱乐软件行业,连同电影和音乐行业一同组织的外部展览活动。 在一个圣保
罗的 Sao Jose dos Campos 巡回宣传里面,主题是怎么来识别盗版游戏和规避技术措施的器材。 其他
的活动是由 APCM 和 CNCP 组织的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演讲。 而研讨会的形式则主要用于法官和
检察官,因为他们不太喜欢被“ 培训” ,而一种更学术化的形式则比较适合他们的身份。

至于法官和检察官们从这样的活动中学到了多少很难确定。 因为这些处于执法第一线的官员

们对怎么行驶他们的权力有自己的意见和想法。 而另一方面,衡量他们在这种理解下怎么去实践则
容易得多。 公诉率、指控和因为盗版侵权而被监禁的数字在巴西一直非常的低,法官和检察官的敷
衍了事也常常出现在 IIPA 报告中。

巴西的反盗版的公共意识培养活动令人沮丧。 类似煽动和恐吓的方式十分常见,常常读起来像

是一个笑话而不是一个好的建议。 所有的说教话语都几乎是一个国际样版的本土版,而传达的信息
也都是一样的,无非是“ 你不会去偷一辆车” ,“ 绑架、军火、毒品……在盗版行业里流转的钱也是世
界上其他一切犯罪的钱” ,“ 明天我会在我们学校像卖 DVD 一样卖毒品” ,和“ 谢谢您,夫人,帮助我
们购买武器!” ( 上述四个短句中,有三句是来自 UBV,巴西电影制片人协会,在反盗版公共教育这方
面尤其在行,经常在电视、电影院和 DVD 的片头播放他们的宣传片) 。 除极个别的情况外,这些宣传
活动大多都是由私有部门资助制作的。② 两个更大型的活动———“ Pirata: To Fora!” ,是由 SINDIRE-

CEITA 资助的,而以教育为目的的“ Projecto Escola Legal” ,则是由美国商会资助———都是得到 CNCP
支持的。

全球来说,教育运动的投资就像一个无底洞,除了展示出政府的配合以外,并没有实实在在的产

①

在公共部门中,国家专利局( INPI) 是最显著的支持人,最近与 FIESP 一起出版了一系列的关于知识产权的刊物,专门服务

于记者,老师和企业家。 关于 INPI 在巴西全球竞争战略中的地位 Peter Drahos 作出了评价:“ 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加大对专利局的投
入使其对更多符合要求的专利打开许可的大门,让其在通过多层次的培训课程并在美国帮助下建立一套真正懂知识产权的法院系
统,希望这样能够帮助巴西的企业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取得垄断性的地位” ( Drahos2010:255) 。
②

在里约热内卢发行的立法议会手册和 Revista Plenarinho 发行的内容中,很难找到公共部门的工作和努力,但他们大多是由

ESAF,财政部的某个下属部门为主资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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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相应的效果。 据我们所知,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没有进行过评估①。 在我们看来,这是整个执法议
题的普遍问题。

当亚历山大·克鲁兹( Alexandre Cruz) 从国家反盗版和非法行为国家论坛主席位置退下来的时

候,他提到自己的遗憾:“ 我们并没有好好利用我们在电视上的时段。 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资
源来开展更有效的运动,来改变民众的行为” ( FNCP 2009) 。 与此同时,FNCP 宣布将与 《 精英部队》

(Tropa de Elite) 系列电影 1 和 2 的制片人 Zazen Producoes 合作,共同来制作一部关于以犯罪组织为
背景的盗版题材影片。

这的确是一个野心勃勃和精明的策略。 《 精英部队》 的导演 Jose Padilha 发掘了以“ 巴西问题” 作

为电影题材的巨大潜能( Pennafort 2008) 。 《 精英部队》 富有争议同时又非常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
主要是关于警察对里约黑帮的行动,该片常常被理解为对警察暴力的宽恕,为了体现对犯罪行为的
零容忍。 这种描述特别引起了巴西观众的共鸣,显然也被盗版商喜爱。 据估计,大约有 1150 万巴西
观众通过盗版观看了该片,盗版视频由负责给这部影片制作字幕的 Drei Marc 公司的一名员工,在影
片公映之前放在了网上( Martins、Ventura 和 Kleinpaul, 2007) 。 连巴西当时的文化部长 Gilberto Gil

都承认自己拥有一张该片的盗版拷贝,导演 Padilha 于是开始公开批判盗版,并要求政府采取更加强
硬的行动。 在 Padilha 的影响下,《 精英部队 2》 享受了警察的反盗版优先保护,以确保影片不会泄
漏,这在巴西是第一次有私有企业以这种方式获得执法资源( Araujo 2010) 。②

公共部门对保护行为的参与在教育活动中最明显。 有时候,他们的行动仅仅是为反盗版和反假

冒组织打开了学校的校门。 ABES 的代表经常对大学生发表演说,而且学生们被邀请参加 ABES 的
巡回演讲。 在其他环境下,如“ Projeto Escola Legal” 活动,政府部门的参与更加直接。

“ Projeto Escola Legal”
抵制盗版产品,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是多了一笔小小的投资,但是对于巴西来说是一个很大
的进步。
———Projeto Escola Legal 教师手册③
在我们看来,美国商会的“ Projeto Escola Legal” ( PEL—法律学校项目) 活动是本研究报告中提到

的诸多问题的一个明证,包括对私营和公共权力的混淆,对数字和概念的错误使用,以及将各种倡议
活动伪装成教育。 作为 CNCP 认可的旗舰型教育行动,其本身也是镇压措施和经济措施在政策制定
产生僵局后的一个中间产物。

PEL 被描述为给 7 到 14 岁学生安排的公民与道德教育项目。 除了和美国商会合作外,该项目

还得到了广泛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支持和赞助。 政府部门的支持主要来自于 CNCP,它把 PEL

作为国家计划的一部分,并入“ 把盗版赶出教育界和通过教育反盗版” 综合行动中④。 另外一些支持
①

StrategyOne 公司曾经为国际商会对 200 多个运动做了一次检查,但是并没有对其中任何一个单一的做评估( BASCAP / Strat-

②

这种给 Padilha 的特权仍然是唯一的。 而其他的一个特别的案件就是关于 Globo 肥皂剧《 Paginas da Vida》2006 年的故事情

egyOne 2009) 。

节,其引起了对存在于电脑网络上盗版软件的关注。 详细见 Globo. com 的网页:http: / / paginasdavida. globo. com / Novela / Paginasdavi-

da / 0,,AA1367031-5742,00. html.
③
④

AmCham-Brasil (2010:14) .

在 2010 年 12 月,正当此份报道准备出版的时候,CNCP 官员提到 CNCP 对 PEL 的支持被撤销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内

容并没有公开公布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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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部门来自于 INPI、圣保罗和戈亚斯州( Goias) 教育办公室、戈亚斯州的公诉服务部门以及第四
区联邦地区法院,包括南里奥格兰德州( Rio Grande do Sul) 、圣卡塔琳娜( Santa Catarina) 和巴拉那
( Parana) 州。 当然,公共机构的主要支持来自地方,各地都有几百名教师和行政官员都把他们的时
间投入在配合 PEL 的工作上。

来自行业的赞助者每年都会有变化。 最新的名单包括 ABES、BSA、ETCO、Interfarma( 药物行业

研究组织) 、Merck Sharpe & Dohme、Microsoft、MPA 和 Nokia。 地区性的商铺所有人组织也常常参加,
以及圣保罗律师协会和 ABPI( 知识产权律师协会) 。 虽然我们无法得到具体的预算表,但可以肯定
的是, PEL 的活动经费自 2007 年开始就不断在上涨。

PEL 活动开始于 2007 年,当时在圣保罗的 5 个城市学校进行(4 个公立学校,一个私立学校) 。

第一年的活动就涉及了 93 名老师和 1,433 名学生。 到 2009 年,根据美国商会的数据,已经有 4 个城
市的 117 个学校(94 家公立,23 家私立) ,包括 953 名在校教师和 22,000 名学生参与进来。 另外还
两个城市将在 2010 年加入( 美国商会—巴西 2010:5) 。 PEL 项目包括了所有与学校有关的人,甚至
包括家长,但主要还是针对老师的培训。 通过 PEL, 老师们会学习到怎么把和反对盗版相关的主题
和行动加入到他们的课程里面去教授给学生。 学生们则会把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又进一步的
告诉他们的朋友和家庭。 而媒体对学校活动的报道又增加了这项活动覆盖范围的一个维度。

PEL 每年会组织一些周期性活动或工作小组,一般都是从参与城市的老师们进行一天的交流会

开始。 这种打击盗版的教育者论坛之后,就是各个学校之间的工作小组,常常会有行业参加。 学校

老师将会收到一份手册,《 ABC do PEL》 ( PEL 的基本情况) ,包括了核心的主题、想法和项目的论据,
同时还有来自美国商会和行业赞助商的一些补充材料。 教师们被鼓励将这些主题作为公民道德课
程的一部分进行传授。 道德是作为巴西的国民教育课程的横向主题,将所有相关的内容和活动一一
串联起来作为基础教育的科目。 PEL 在网页上不断对课程进行跟新,同时与当地新闻关于盗版和假
冒的报道联系起来。 几个月后,学校会组织反盗版集会,由学生们表演在课堂上创作的 PEL 相关
作品。

和其他地方一样,PEL 所描述的“ 盗版” 包括很广,有版权的侵权也有假冒和走私。 在所有 14 个

侵权产品的名单上,只有 3 个真正与盗版有关———CD、DVD 和软件。 尽管《 ABC do PEL》 的术语表包
括了专利和商标,其并没有包括版权①。 这些定义,以及一些关于知识产权对创新和发展的重要性的
小文章,就构成了小册子中对知识产权讨论的全部内容。 其中并没有提到有关的例外和限制,也没
有提到关于权利所有人和内容所有人之间的权利平衡。

讽刺知识产权和盗版之间的强硬立场的恶搞作品,会看起来很像 PEL 的教师手册。 手册采用了

一种激进的“ 知识产权文化” 立场, 将道德和法律混为一谈,没有任何的灰色地带。 它还将公民的义
务和对法律盲目的崇拜结合起来。 而另一方面,手册还描述了一个很宽泛的非法的社会,那里“ 枪支
和贿赂” 泛滥( AmCham-Brasil 2010:6) 。

这种材料看起来很奇怪。 “ 每个人的生存以及身体和精神上的完整都是由现有法律所保证的,”

PEL 指南告诉我们,“ 它们保护社会免收伤害。” ( AmCham-Brazil 2010:6) 因为盗版是非法的,所以会
对社会造成危害,尤其将会“ 危害健康” 、“ 导致失业” 、“ 引起逃税漏税” 、“ 侵犯知识产权” 、“ 危害经
济” 、“ 损坏器材” 、“ 产生不容易发现的浪费” 、“ 实施不正当竞争” 和“ 资助犯罪组织” ( AmCham-Brasil

2010:11) 。 上述每一个结果都经过详细的描述并与消费者的行为结合起来:“ 并非夸大其词,” 指南
①

PEL 的网页上一个关于“ 什么是作者权和公共领域?” 对内容仅仅只是把版权和专利相区分:“ 著作权持续一段特定的时间。

例如:一个药品公司研究并开发出一种药物。 其会得到专利权和版权,其中专利会有 20 年保护期” ( Projeto Escola Legal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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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 购买盗版产品是对这种情况的肯定,每个消费者就是在破坏自己的就业机会,甚至将导致某
个亲戚和朋友的失业” ( AmCham-Brasil 2010:10) 。

在指南的某一章被称为“ 如何处理困难问题” ,包括了大学生们可能就盗版会提到的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媒体产品的价位,盗版对获取文化产品的作用,以及如果非正式商家停止销售盗版产
品后的就业问题。 如果回应一个 7 到 14 岁的志愿者关于商业税的问题:“ 我之所以买盗版产品是因
为正版产品所加的税太繁重了!” 这些老师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应该有如下回答:“ 首先,如果真
的像你这么说的话,那就表示你宁愿把钱给盗贼而不是政府。 你宁愿看着你的钱流向枪支和毒品贸
易而不是支持学校、医院以及人民的安全。 这就是当你购买盗版产品时候做出的真实决定” ( Am-

Cham-Brasil 2010:15) 。 如果学生提出盗版提供了唯一能够接触文化产品的渠道,一个模范教师会这
么回答:“ 电影、音乐、书籍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如果我们仅仅是不能看到某部电影,那不能说明我们
不能接触到那种文化,而仅仅只是说明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我们无法看到那部特别的电影而已。” 指
南同时列举了解决盗版问题的其他办法,包括租 DVD 回家里看( AmCham-Brasil 2010:16) 。

PEL 的其他问题应该能被读者猜想到了。 大部分“ 神奇的数字” 都出现在这里,而且并没有任何

的引注。 老师们的指南还添加了一些额外的数字:比如号称 170 亿美元的盗版引起的税收损失,涨
到了 300 亿美金,比原来高了 70% 。 指南还声称,如果没有盗版的话,巴西 GDP 将会增长 40% ,这可
能来自于对非正规经济的估计。 可以预见的是,这种数字伎俩正在转变为“ 解决盗版研究数据问题
的新方案, 将盗版造成的损失计算入国家经济的宏观数据中” 。 ( AmCham-Brasil 2010:19)

至于 PEL 对学校教师、学生和家庭的影响,目前还没有估计,尽管这些项目所期望的范围和程度

都决定了这种评估是必要的。 从我们得知的数据来看,我们估计实际影响可能是很低的。 但是对盗
版率的影响并不是 PEL 的唯一目标,而且也不是其主要目标。 PEL 基本上是市场炒作,当然主要是
为了推广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也是国家实施反盗版承诺的表现,以及对特定符合活动教程的品牌
提供保护①。 尽管投资的首先动力可能来自于私营部门的支持者,后两者更多的偏向于落实私营部
门和州部门双方的利益。 我们关心的是这种不负责的对公共教育的介入会继续加大,而这并不是出
于这些项目的实际效果,而仅仅是因为作为僵局中一条适中的出路。 如果我们真的认为“ 教育是一
个国家发展的原动力” ———如同我们软件行业的消息人士提出的那样,那么我们应该首先取消“ Pro-

jeto Escola Legal” 。

结论
我不想谈知识产权的执法保护问题,因为它是浪费我的时间。
———私营部门顾问
在很多方面,我们处在盗版十年的结尾, 更加便宜的数字科技加速了对媒体产品的未经许可的
获取。 从狭义上说,我们也处在执法保护十年的末端,跨国执法产业在发展中国家的继续推广,并且
他们的议程已经逐渐被政府部门所采纳。 在这两方面,巴西都提供了很清楚的例子,后者表现在巴
西从千禧年开始出现版权行业的压力,到 CNCP 在几年前的创立,再到大范围的在各级公共部门采
取执法议程。 正如一个行业团体不断的提到的,巴西知识产权执法的成功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巴西
①

美国商会似乎已经意识到品牌驱动的市场和客户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 PEL 教师指南的“ 面对问题” 一章中,就主张市场

驱动的消费应该由那些诚实并且谨慎的城市居民来执行———尤其是那些消费者不能支付正牌产品的时候( AmCham-Brasil 2010: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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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配合。 曾经大量依靠私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开始由公共部门来承担。 但是我们的研究也发现,
这样的合作只对数码媒体经济的边缘部分起作用,而对盗版产品的整体供应影响还很小。 这不是巴
西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一个大规模的、增长的数码民主革命的直接结果。

同时,这十年也是巴西对知识产权国际协议的对抗十年,有巴西在 WIPO 主张的“ 发展议程” ,对

WIPO 因特网协议的拒绝,以及对 ACTA 的反对。 尽管这些特例独行表面上反映出巴西 IP 政策上的
矛盾,但实际上也有另外的平衡措施在起作用。 在国内层面上的执法成果使巴西得以在国际舞台上
有更大的话语权。 巴西可以更理直气壮的提出 “ 发展议程” ,因为其在国内满足了行业的需求。 在
国内,国际议程几乎看不见:消费者所收到的信息都是关于政府和行业间怎么来合作对付盗版的。

巴西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合流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对强力打击非法实物贸易的共同诉求;
二是对消费者教育的共同认识。 但是,随着光盘盗版慢慢让位给在线盗版,这些共识开始出现问题。
将盗版和假冒的混淆在一起,尽管在打击实体贸易上很有效,却对在线盗版没有任何意义。 而 CNC

在这个领域的唯一项目———ISP 工作小组———却很难取得成效,因为公众的强烈反对意见。 CNCP

仍然是一个共同合作来打击假冒和街头盗版的平台,而对数码、非商业的盗版却能力有限。 于是,行
业开始从其他方面着手解决网络盗版问题,将网络版权执法并入网络安全、儿童保护和打击网络犯
罪等更广泛的保护措施。 随着对“ Azeredo 法案” 的争议,这种融合使巴西的政策态度出现不稳定。

本研究报告的每一章都在强调,盗版最主要是对媒体获取限制的一个回应。 我们的研究指出,

由于不能有效解决价格和发行问题,对执法和认知活动的投入都无法取得预想的结果。 尽管盗版慢
慢被理解为某些版权行业中“ 对服务不满的消费者” 所引起①,这个概念并没有被巴西的知识产权讨
论所广泛接受。 尽管 CNCP 的要求包括在“ 经济措施” 上进行合作,但在这方面的对话却完全不通
畅,因为公共部门偏向更新商业模式,而私营企业则喜欢税收减免政策②。 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
CNCP 的隐形问题。

对在地方层面上的商业模式的第一个测验,无非是市场上产品的供货情况③。 从这个标准上看,

巴西的情况确实很不好。 对于实体的货物如音乐 CD 和 DVD,高额的许可费用导致了超高的价格和
贫瘠的文化市场。 在数码平台,巴西在行业国际化战略中也排到非常靠后的位置。 直到 2010 年后
期,巴西民众仍然无法接入 iTunes、Spotify、Hulu 或者 PlayStation Network,而最近才允许使用( 严格控
制下) 的 Xbox Live 版本。 这些问题本应该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来合作负责解决,但是它们却把更
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指责消费者道德的低下、盗版和有组织犯罪的联系以及过分夸张的损失。 CNCP

最近认可了 Fecomercio-RJ 活动的宣传口号“ 购买盗版产品的那些人支付的是他们的生命” ,这典型
是在逃避对盗版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 不幸的是, 巴西在 2014 年要举行的世界杯和 2016 年的奥运
会,将继续加剧这种趋势,因为跨国公司赞助商们会施加更大的压力,同时巴西政府也试图通过这种
捷径来避免在这些大型活动可能碰到的任何困难。
同时在执法议程之下掩盖的问题,还有对研究数据的获得。 不透明的产业研究数据主导了整个
政策讨论,这不仅违反了公共政策数据应该对公众开放的原则,同时也导致了对集体合作开发新的
商业模式机会的丧失,这些机会原本可以提高新媒体产量以及巴西消费者的媒体获得渠道。 由于缺
少在这些问题上的真实对话,未来十年将会和过去十年看起来非常相似———对盗版来说不会是终
①
②

由游戏出版人 Valve 的 Jason Holtman 所称。

或者像没有任何希望的 ABDR 的“ Pasta do Professor” ———一种针对教育资料的许可机制,由受到严格限制的内容和严重的

盗版的“ 不可转让” 的物理复制品共同组成。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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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IPA2002 年巴西的报告中,“ 索尼 PlayStation 在巴西市场上 100% 都是盗版的,因为它并没有在巴西的市场上销售” 。

结,而仅仅是开始;也不会是加强执法的终点,而只会演变成纯粹的扩大成本开销。

关于本章的研究
本章是根据找 2008 年到 2010 年之间做出的研究,由 Overmundo Institute 协调并由 Center for

Technology and Society 和 FGV Opinion 两 个 机 构 的 研 究 人 员—都 是 里 约 热 内 卢 的 Getulio Vargas
Foundation 资助的。 整个项目由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IDRC) 许可和支持。 大部分工作是定性的,基于
对 25 个知识产权保护网部门中的人员的采访,同样也有一些非正式的和一些个人的谈话。 一些数
据同样来自对行业课程,培训课程参与者的采访,以及对盗版市场的考察和一些特别的主要警察部

门的走访,包括 Rio de Janeiro 的 DRCPIM。 最后,这份研究报告同样来自大量的政府和行业的文件,
有书面的和音频的。 法律分析是本研究各个阶段都为主要的,而且都是采用了巴西法律行文方式来
对各种法律进行解读。
在本研究中采访对象都是匿名的。 所有消息人士都是根据他们所在的部门进行一般性分类,并
且在后期写作的时候把可能识别其身份的部分做出了修改。

本文主要的研究者和本文最后版本的作者是 Pedro N. Mizukami ( CTS-FGV) , Oona Cstro ( Over-

mundo Institute) , Luiz Moncau ( CTS-FGV) 和 Ronaldo Lemos ( CTS-GFV) .

Overmundo Institute 的 Olivia Bandeira 主要负责对新文章的分析以及提供一些深入的看法。 Th-

iago Camelo 基于在 Overmundo Intitute 的时间里对接头卖家进行了采访,Eduardo Magrani ( CTS-FGV)
提供了补充性研究。

来自 FGV Opinion 的 Elizete Ignacio dos Santos, Marcelo Simas 和 Pedro Souza 提供了对各个行业

的研究、采访和分析。 FGV Opinion 的独立研究员 Susana Abrantes 和 Sabrina Pato 在 Overmundo Insti-

tute 和 CTS-FGV 的指导下实行了大部分的采访工作。 Alex Dent 基于其在人种学于 APCM 和 FNCP
对圣保罗的 Camelodromo de Campinas 市场上工作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份很有价值的报告。 Joe Kara-

ganis 长期稳定的在研究和写作的各个方面提供了帮助。

特别感谢 Raul Murad, Pablo Ortellado, Rosana Pinheiro-Machado, Fernando Rabossi, Gustavo Lins

Ribeiro, Allan Rocha de Souza, Hermano Vianna 和 Jose Marcelo Zacchi, 他们为本文 的 工 作 小 组 在

2010 年里约热内卢整理初稿的时候提供了无价的意见和建议。

参考文献
ABDR ( Associação Brasileira de Direitos Reprográficos-Brazilian Association of Reprographic Rights) . n. d. a. O Que é Direito Autoral ( cartilha) . http: / / www. abdr. org. br / cartilha. pdf.

———. n. d. b. Revisã da Lei de Direitos Autorais: Uma Ameaç à Educaç227. o. http: / / www. linhaselaudas. com. br / site /
imgmateriasmidia / Cartilha_bx. pdf.

Agência Brasil. 2009. “ Ministério da Justiç Busca Parceria de Municípios para Combater Pirataria. ” Correio Braziliense. http: / / www. correiobraziliense. com. br / app / noticia / brasil / 2009 / 12 / 01 / interna_brasil,158351 / index. shtml.

———. 2010. “ Pirataria Nã Tem Causa Social, Diz CNCP. ” Info Exame, August 26. http: / / info. abril. com. br / noticias / internet / pirataria-nao-tem-causa-social-diz-cncp-26082010-2. shl.

Agência Estado. 2008. “ Legenda de Lost Fica Pronta 4 Horas Após Exibiç227. o nos EUA. ” último Segundo, February 6.

http: / / ultimosegundo. ig. com. br / mundo_virtual / 2008 / 02 / 06 / legenda_de_lost_fica_pronta_4 _horas_ apos_exibicao_
nos_eua_1180447. html.

207

Aguiari, Vinicius. 2010. “ Orkut é 8 Vezes Maior Que Facebook no Brasil. ” Exame. com, August 25. http: / / exame. abril.
com. br / tecnologia / noticias / orkut- 8-vezes-maior-facebook-brasil-590857.

Alliance Against IP Theft. n. d. Proving the Connection: Links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and Organized Crime. http: / / www. allianceagainstiptheft. co. uk / downloads / reports / Proving-the-Connection. pdf.

Amaral, Arthur Bernardes. 2010. A Tríplice Fronteira e a Guerra ao Terror. Rio de Janeiro: Apicuri.

AmCham-Brasil. 2010. ABC do PEL ( PEL’s ABCs) . http: / / www. projetoescolalegal. org. br / wp-content / uploads / 2010 /
02 / ABC-do-PEL-2010. pdf.

Amorim, Galeno, ed. 2008. Retratos da Leitura no Brasil. Sã Paulo: Imprensa Oficial.

Araújo, Vera. 2010. “ Tropa de Elite 2 Montou Operaç227. o de Seguranç para Evitar Pirataria do Filme. ” O Globo, November 6. http: / / oglobo. globo. comrio / mat / 2010 / 11 / 06 / tropa-de-elite-2-montou-operacao-de-seguranca-para-evitar-pirataria-do-filme- 922963533. asp.

Ascensã, José de Oliveira. 2002. Direito da Internet e da Sociedade da Informaç227. o. Rio de Janeiro: Editora Forense.

Barcellos, André. 2009. Fight against Piracy and Counterfeiting in Brazil: Progresses and Challenge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WIPO Advisory Committee on Enforcement, Fifth Session, September 29. http: / / www. wipo. int / edocs / mdocs / enforce-

ment / en / wipo_ace_5 / wipo_ace_5_8. pdf.

BASCAP ( Business Action to Stop Counterfeiting and Piracy) / StrategyOne. 2009. Research Report on Consumer Attitudes and
Perceptions on Counterfeiting and Piracy. Paris: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http: / / www. iccwbo. org / upload-

edFiles / BASCAP / Pages / BASCAP-Consumer% 20Research% 20Report_Final. pdf.

Bayard, Thomas O. , and Kimberly Ann Elliott. 1994. Reciprocity and Retaliation in U. S. Trade Policy.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Benkler, Yochai. 2000. “ From Consumers to Users: Shifting the Deeper Structures of Regulation Towards Sustainable Commons and User Access. ” Federal Communications Law Journal 52 (3) : 561—79.

———. 2006.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Bertolino, Robson. 2007. “ Shopping Popular é Emparedado na Avenida Paulista. ” G1, December 19. http: / / g1. globo.

com / Noticias / SaoPaulo / 0,,MUL233178-5605,00-SHOPPING + POPULAR + E + EMPAREDAD O + NA + AVENIDA
+ PAULISTA. html.

Biddle, Peter, Paul England, Marcus Peinado, and Bryan Williams. 2002. The Darknet and the Future of Content Distribution. Microsoft Corporation. http: / / msl1. mit. edu / ESD10 / docs / darknet5. pdf.

Boghossian, Bruno. 2010. “ UFRJ Vota Regulamentação do Xerox em Seus Campus. ” O Estado de São Paulo, September
23. http: / / www. estadao. com. br / estadaodehoje / 20100923 / not_imp613958,0. php.

Braga, Ronaldo. 2010. “ Cartilha contra a Pirataria Vai Orientar Consumidor. Serviço Já Recebeu Mais de 200 Notícias. ” O
Globo, July 1. http: / / oglobo. globo. com / rio / mat / 2010 / 07 / 01 / cartilha-contra-pirataria-vai-orientar-consumidor-servi-

co-ja-recebeu-mais-de-200-denuncias- 917035216. asp.

Branco, Sergio Vieira, Jr. 2007. Direitos Autorais na Internet e o Uso de Obras Alheias. Rio de Janeiro: Lumen Juris.

Braz, Camilo Albuquerque de. 2002. “ Camelôs no Sindicato: Etnografia de um Conflito no Universo do Trabalho. ” Undergraduate thesis,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Campinas.

BSA / IDC ( 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 and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 2008. Fifth Annual BSA / IDC Global Software
Piracy Study: 2007. Washington, DC: BSA.

———. 2009. Sixth Annual BSA / IDC Global Software Piracy Study: 2008. Washington, DC: BSA.

———. 2010. Seventh Annual BSA / IDC Global Software Piracy Study: 2009. Washington, DC: BSA.

Bueno, Zuleika de Paula. 2009. “ Anotações sobre a consolidação do mercado de videocassete no Brasil. ” Revista de
Economía Política de las Tecnologías de Información y Comunicación 11 (3) : 1—22.

Cafardo, Renata. 2007. “ Contra Xerox de Livros, Cópias Legais. ” O Estado de Sã Paulo, August 25. http: / / www. estad-

208

ao. com. br / estadaodehoje / 20070825 / not_imp40719,0. php.

Camara dos Deputados. 2004. Comissã Parlamentar de Inquérito-Finalidade: Investigar Fatos Relacionados à Pirataria de
Produtos Industrializados e à Sonegaç227. o Fiscal: Relatório. http: / / apache. camara. gov. br / portal / arquivos / Camara /
internet / comissoes / temporarias / cpi / encerradas. html / cpipirat / relatoriofinal. pdf.

———. 2009a. Revista Plenarinho 4 (7) . http: / / imagem. camara. gov. br / internet / midias / Plen / swf / revistaAnimada / pirataria / revista. swf.

———. 2009b. Comissã Especial Destinada a Analisar Proposiç245. es Legislativas que Tenham por Objetivo o Combate à Pirataria: Relatório Final. http: / / www. camara. gov. br / internet / sileg / MontarIntegra. asp? CodTeor = 681759.

Carpanez, Juliana. 2006. “ Saiba Como Funcionam os Golpes Virtuais. ” Folha Online. http: / / www1. folha. uol. com. br /
folha / informatica / ult124u19456. shtml.

Cassiano, Célia Cristina de Figueiredo. 2007. “ O Mercado do Livro Didático no Brasil: da Criação do Programa Nacional do
Livro Didático ( PNLD) à Entrada do Capital Internacional Espanhol (1985—2007) . ” PhD diss. , Department of Edu-

cation,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São Paulo.

Castanheira, Joaquim. 2003. “ A Máfia do Cigarro Pirata. ” Istoé Dinheiro, no. 315. http: / / www. istoedinheiro. com. br /
noticias / 11363_A + MAFIA + DO + CIGARRO + PIRATA.

CBN / O Globo Online. 2008. “ Stand Center é Condenado a Pagar Multa de 7 Bilhõs por Pirataria de Software. ” O Globo. ht-

tp: / / oglobo. globo. com / sp / mat / 2008 / 08 / 06 / stand_center_condenado_ pagar_multa_de_7 _bilhoes_por_pirataria_de_
software-547608643. asp.

CESIT / SETEC ( Centro de Estudos Sindicais e de Economia do Trabalho / Serviçs Técnicos Gerais) . 2001. Trabalhadores do
Comércio Ambulante de Campinas: Diagnóstico sobre as Condiç245. es de Trabalho. Campinas: SETEC.

CETIC. br. ( Centro de Estudos sobre as Tecnologias da Informaç227. o e da Comunicaç227. o) . 2009. Tic Domicílios e
Usuários 2009: Total Brasil. http: / / www. cetic. br / usuarios / tic / 2009-total-brasil / index. htm.

CNJ ( Conselho Nacional de Justiç) . 2010. Justiç em Números 2009: Indicadores do Poder Judiciário-Justiç Estadual. http: / / www. cnj. jus. br / images / conteudo2008 / pesquisas_judiciarias / jn2009 / rel_justica_estadual. pdf.

Consumers International. 2010. IP Watchlist Report 2010. London: Consumers International. http: / / a2knetwork. org / summary-report-2010.

Costa, Thomaz G. , and Gastón H. Schulmeister. 2007. “ The Puzzle of the Iguazu Tri-Border Area: Many Questions and
Few Answers Regarding Organised Crime and Terrorism Links. ” Global Crime 8 (1) : 26—39.

Craveiro, Gisele, Jorge Machado, and Pablo Ortellado. 2008. O Mercado de Livros Técnicos e Científicos no Brasil: Subsídio
Público e Acesso ao Conhecimento. Sã Paulo: Research Group on Public Policies for Information Access, University of Sã
Paulo.

Davi, Elen Patrícia de Jesus Silva. 2008. “ Trabalhadores na ‘ Fronteira’ : Experiências dos Sacoleiros e Laranjas em Foz do
Iguaç-Ciudad del Este (1990 / 2006) . ”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State U-

niversity of Western Paraná.

Drahos, Peter. 2010.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Knowledge: Patent Offices and their Client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rahos, Peter, and John Braithwaite. 2007. Information Feudalism: Who Owns the Knowledge Economy? New York: New
Press.

ETCO ( Instituto Brasileiro de ética Concorrencial-Brazilian Institute for Ethics in Competition) . 2009. “ CNCP Lanç Projeto
Cidade Livre de Pirataria. ” Revista ETCO 6 (14) .

Fecomércio-RJ ( Federaç227. o do Comércio do Estado do Rio de Janeiro-Rio de Janeiro Federation of Commerce) / Ipsos.
2006. Pirataria: Radiografia do Consumo. Rio de Janeiro: Fecomércio-RJ / Ipsos.

———. 2008. Pirataria: Radiografia do Consumo. Rio de Janeiro: Fecomércio-RJ / Ipsos.

———. 2010. Pirataria no Brasil: Radiografia do Consumo. Rio de Janeiro: Fecomércio-RJ / Ipsos. http: / / www. fecomercio-

209

rj. org. br / publique / media / estudo. pdf.

First Global Congress on Combating Counterfeiting and Piracy. 2004. “ Factsheet: The Impact and Office” . 2010. Intellectual Property: Observations on Efforts to Quantify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Counterfeit and Pirated Goods. GAO-10- 423.
Washington, DC: GAO. http: / / www. gao. gov / new. items / d10423. pdf.

Gazeta Mercantil. 2004. “ Pirataria Causa Prejuízo de R ＄84 Bi ao Ano. ” Gazeta Mercantil, December 12.

Gomes, Maria de Fátima Cabral Marques. 2006. “ O Trabalho Ambulante na Globalizaç227. o: Resistência, Lutas e Alterna-

tivas para a Transformaç227. o das Condiç245. es de Vida e Trabalho. ” In Cidade, Transformaç245. es no Mundo do
Trabalho e Políticas Públicas: A Questã do Comércio Ambulante em Tempos de Globalizaç227. o, edited by Maria de Fati-

ma Cabral Marques Gomes, 217—31. Rio de Janeiro: DP&A / FAPERJ.

Gonçlves, Márcio Costa de Menezes e, and Alex Canuto. 2006. Public Policies on Combating Piracy in Brazil. Paper presented to the WIPO Advisory Committee on Enforcement, Third Session, May 15—17. http: / / www. wipo. int / edocs /
mdocs / enforcement / en / wipo_ace_3 / wipo_ace_3_14. pdf.

G1. 2008a. “ Law Kin Chong é Preso pela PF Mais Uma Vez. ” G1, April 26. http: / / g1. globo. com / Noticias / SaoPaulo / 0,
MUL427345-5605,00-LAW + KIN + CHONG + E + PRESO + PELA + PF + MAIS + UMA + VEZ. html.

———. 2008b. “ Justiç Concede Liberdade a Law Kin Chong. ” G1, April 28. http: / / g1. globo. com / Noticias / SaoPaulo / 0,,
MUL429525-5605,00-JUSTICA + CONCEDE + LIBERDADE + A + LAW + KIN + CHONG. html.

———. 2009. “ Após Reabertura, Galeria Pagé Volta a Funcionar Normalmente Nesta Quarta. ” G1, June 3. http: / / g1. globo. com / Noticias / SaoPaulo / 0,,MUL1181210-5605,00-APOS + REABERTURA + GALERIA + PAGE + VOLTA + A +
FUNCIONAR + NORMALMENTE + NESTA + QUARTA. html.

Goularte, Cláudia Cardoso. 2008. “ Cotidiano, Identidade e Memória: Narrativas de Camelô em Pelotas ( RS) . ”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s, Universidade Federal de Pelotas.

GPOPAI ( Grupo de Políticas Públicas para o Acesso à Informaç227. o-Research Group on Public Policies for Information Ac-

cess) . 2010. Estimativas sobre o Impacto de Cópias nã Autorizadas de Livros e Discos na Produç227. o Industrial. Sã
Paulo: GPOPAI, University of Sã Paulo.

IDEC ( Instituto Brasileiro de Defesa do Consumidor-Brazilian Institute for Consumer Defense) . 2008. “ Copiar é Preciso. ”
Revista do IDEC, no. 121: 20—23.

IDG Now!. 2008. “ PF Inicia Operaç227. o I-Commerce 2 para Combater Pirataria Online. ” IDG Now!, July 1. http: / /
idgnow. uol. com. br / internet / 2008 / 07 / 01 / pf-inicia-operacao-i-commerce-2-para-combater-pirataria-online / .

IEL ( Instituto Euvaldo Lodi-Euvaldo Lodi Institute) . 2010. Relatório Anual 2009. Brasília: IEL.

IFPI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onographic Industry) . 2001. IFPI Music Piracy Report. London: IFPI.

———. 2003. Music Piracy: Serious, Violent, and Organized Crime. London: IFPI. http: / / www. ifpi. org / content / library /
music-piracy-organised-crime. pdf.

———. 2009a. The Record Industry in Numbers. London: IFPI.

———. 2009b. “ Largest Music Community Trading Illegal File Links in Brazil Shut Down. ” News release, March 31. http: / / www. ifpi. org / content / section_news / 20090326a. html.

IIPA (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liance) . 2000. “ Request for Review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actices of Brazil
in the 2000 Annual GSP Country Eligibility Practices Review. ” Letter to the USTR, August 21. http: / / www. iipa. com /
gsp / 2000_Aug21_GSP_Brazil. pdf.

———. 2001a. IIPA 2001 Special 301 Report: Brazil. Washington, DC: IIPA.

———. 2001b. IIPA Post-Hearing Brief for the Country Practices Review of Brazil in the 2000 GSP Annual Review. Washington, DC: IIPA.

———. 2002. IIPA 2002 Special 301 Report: Brazil. Washington, DC: IIPA.
———. 2005. IIPA 2005 Special 301 Report: Brazil. Washington, DC: IIPA.
———. 2006. IIPA 2006 Special 301 Report: Brazil. Washington, DC: IIPA.

210

———. 2007. IIPA 2007 Special 301 Report: Brazil. Washington, DC: IIPA.
———. 2008. IIPA 2008 Special 301 Report: Brazil. Washington, DC: IIPA.
———. 2009. IIPA 2009 Special 301 Report: Brazil. Washington, DC: IIPA.
———. 2010. IIPA 2010 Special 301 Report: Brazil. Washington, DC: IIPA.

Indriunas, Luís. 2006. “ As Armas contra a Pirataria. ” Indústria Brasileira 6 (70) : 18—23.

INPI ( Instituto Nacional da Propriedade Industrial-National Industrial Property Institute) . n. d. 2007—2010: Planejamento
Estratégico.

http: / / www.

inpi.

gov.

br / menu-esquerdo / instituto / o-instituto _ versao-passada /

resolveUid / cc4c8b3c59708876a74e9ceb6cc36615.

planejamento /

———. 2010. “ Fiesp Quer Ampliar o Uso da Propriedade Intelectual na Indústria. ” http: / / www. inpi. gov. br / noticias / fiespquer-ampliar-o-uso-da-propriedade-intelectual-na-industria.

Instituto Akatu. 2007a. “ Projeto: Pesquisa e Formulaç227. o de Argumentos, Pela Perspectiva do Consumo Consciente, para
Apoio a Campanhas Anti-Pirataria. ” Presentation, Instituto Akatu.

———. 2007b. Relatório de Atividades 2007. Sã Paulo: Instituto Akatu. http: / / www. akatu. org. br / quem_somos / relatorio_
atividade / relatorio-de-atividades-2007.

———. 2008. Relatório de Atividades 2008. Sã Paulo: Instituto Akatu. http: / / www. akatu. org. br / quem_somos / relatorio_
atividade / relatorio-de-atividades-2008.

IPEA ( Instituto de Pesquisa Econôica Aplicada ) . 2010. “ Análise e Recomendaç245. es para as Políticas Públicas de
Massificaç227. o de Acesso à Internet em Banda Larga. ” Comunicados do IPEA, no 46.

Itikawa, Luciana. 2006. “ Vulnerabilidade do Trabalho Informal de Rua: Violência, Corrupç227. o e Clientelismo. ” São
Paulo em Perspectiva 20 (1) : 136—47.

Johns, Adrian. 2009. Piracy: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Wars from Gutenberg to Gate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ornal PUC Viva. 2005. “ Consun Aprova Normas para Xerox Dentro da PUC. ” Jornal PUC Viva, no. 543. http: / / www. apropucsp. org. br / jornal / 543_j03. htm.

Lemos, Ronaldo, and Oona Castro. 2008. Tecnobrega: O Pará Reinventando o Negócio da Música. Rio de Janeiro: Editora
Aeroplano.

Lemos, Ronaldo, Carlos Affonso Pereira de Souza, Sergio Vieira Branco Jr. , Pedro Nicoletti Mizukami, Luiz F. Moncau,
and Bruno Magrani. 2009. Proposta de Alteraç227. o ao PLC 84 / 99 / PLC 89 / 03 ( Crimes Digitais) . Rio de Janeiro:
Center for Technology and Society, Getulio Vargas Foundation. http: / / virtualbib. fgv. br / dspace / bitstream / handle /

10438 / 2685 / Proposta_e_Estudo_CTS-FGV_Cibercrimes_final. pdf? sequence = 1.

Lohr, Steve. 2004. “ Software Group Enters Fray Over Proposed Piracy Law. ” New York Times, July 19. http: / / www. nytimes. com / 2004 / 07 / 19 / technology / 19piracy. html.

Mafra, Patrícia Delgado. 2005. “ A ‘ Pista’ e o ‘ Camelódromo’ : Camelô no Centro do Rio de Janeiro. ”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al Anthropology, National Museum,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Magrani, Bruno. 2006. “ Copiar Livro é Direito!” Cultura Livre. http: / / www. culturalivre. org. br / index. php? Itemid =
48&id = 53&option = com_content&task = view.

Martins, Cleber Ori Cuti. 2004. “ As Fronteiras da Informalidade: A relaç227. o da Prefeitura e da Caara de Vereadores de
Porto Alegre com os vendedores ambulantes. ”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Grande do Sul.

Martins, Marco Antôio, Mauro Ventura, and Bianca Kleinpaul. 2007. “ Acusado de ‘ Vazar’ Cópia de Tropa de Elite Pode
Pegar 4 Anos de Prisã; Ator Será Ouvido. ” O Globo, August 29. http: / / oglobo. globo. com / cultura / mat / 2007 / 08 / 29 /

297500579. asp.

Masnick, Mike. 2009. “ Valve Exec: Pirates Are Just Underserved Customers. ” Techdirt ( blog) , January 19. http: / /
www. gamepolitics. com / 2009 / 01 / 16 / valve-pirates-are-underserved-customers.

211

Medeiros, Luiz Antonio de. 2005. A CPI da Pirataria: Os Segredos do Contrabando e da Falsificaç227. o no Brasil. Sã Paulo: Geraç227. o Editorial.

Ministério da Justiç. 2005a. O Brasil contra a Pirataria. http: / / portal. mj. gov. br / combatepirataria / services / DocumentManagement / FileDownload. EZTSvc. asp? DocumentID = { 99AE21FA- 03BE- 4533- 880D-1A1D B045BC62 }
&ServiceInstUID = { F8EDD690-0264- 44A0- 842F-504F8BAF81DC} .

———. 2005b. Conselho Nacional de Combate à Pirataria: II Relatório de Atividades. http:/ / portal. mj. gov. br / combatepirataria /

services / DocumentManagement / FileDownload. EZTSvc. asp? DocumentID = {489C7807-1A01- 4EC1-AA63- 81B157A9380D}
&ServiceInstUID = { F8EDD690-0264- 44A0- 842F-504F8BAF81DC} .

———. 2006. Conselho Nacional de Combate à Pirataria: III Relatório de Atividades. http: / / portal. mj. gov. br / combatepira-

taria / services / DocumentManagement / FileDownload. EZTSvc. asp? DocumentID = { 525B7986- 030A- 4CCB-B2B5FE1066D00792} &ServiceInstUID = { F8EDD690-0264- 44A0- 842F-504F8BAF81DC} .

———. 2009. Brasil Original: Compre Essa Atitude. http: / / portal. mj. gov. br / combatepirataria / services / DocumentManagement / FileDownload. EZTSvc. asp? DocumentID = { BF79FA7E-3B98- 4476-A3BA-E9347 0C0329F} &ServiceInstUID =
{ F8EDD690-0264- 44A0- 842F-504F8BAF81DC} .

Ministério do Desenvolvimento, Indústria e Comércio Exterior. 2010. “ Ajustes na Balanç Comercial 2009 colocam China como Principal Parceiro Comercial do Brasil. ” News release, January 14. http: / / www. desenvolvimento. gov. br / sitio / interna / noticia. php? area = 5&noticia = 9560.

Ministério Público do Estado de Sã Paulo. 2009. “ Termo de Cooperaç227. o que Entre Si Celebram o Ministério Público do

Estado de Sã Paulo e o Grupo de Proteç227. o à Marca-BPG. ” http: / / www. mp. sp. gov. br / portal / page / portal / cao_
consumidor / arquivos / Convenio-firmado. pdf.

Mizukami, Pedro Nicoletti. 2007. “ Funç227. o Social da Propriedade Intelectual: Compartilhamento de Arquivos e Direitos
Autorais na CF / 88. ”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Constitutional Law,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Sã Paulo.

Mizukami, Pedro Nicoletti, and Ronaldo Lemos. 2010. “ From Free Software to Free Culture: The Emergence of Open Busi-

ness. ” In Access to Knowledge in Brazil: New Research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edited by
Lea Shaver, 13—39.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Mizukami, Pedro Nicoletti, Ronaldo Lemos, Bruno Magrani, Pereira de Souza, and Carlos Affonso. 2010. “ Exceptions and
Limitations to Copyright in Brazil: A Call for Reform. ” In Access to Knowledge in Brazil: New Research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edited by Lea Shaver, 41—78. London: Bloomsbury.

Moore, Malcolm. 2009. “ China Overtakes the US as Brazil’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 Telegraph, May 9. http: / / www. telegraph. co. uk / finance / economics / 5296515 / China-overtakes-the-US-as-Brazils-largest-trading-partner. html.

MPAA (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 2005. The Cost of Movie Piracy. Washington, DC: MPAA.

Muniz, Diógenes. 2009a. “ Orkut Perde Sua Maior Comunidade para Troca de Música. ” Folha Online, March 16. http: / /
www1. folha. uol. com. br / folha / informatica / ult124u535222. shtml.

———. 2009b. “ Saiba Como Age o Esquadrã Caç-Pirata da Internet Brasileira. ” Folha Online, April 22. http: / / www1. folha. uol. com. br / folha / informatica / ult124u554387. shtml.

Naím, Moisés. 2005. Illicit: How Smugglers, Traffickers and Copycats are Hijacking the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Doubleday.

Nintendo. 2010. Special 301 Comments on Piracy of Nintendo Videogame Products. http: / / ap. nintendo. com / _ pdf / news /
590705863. pdf.

Nucci, Guilherme de Souza. 2009. Individualizaç227. o da Pena, 3rd ed. Sã Paulo: Editora Revista dos Tribuinais.

OECD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2008. The Economic Impact of Counterfeiting and Piracy. Paris: OECD.

O Estado de Sã Paulo. 2009a. “ Tênis, Bonés e Roupas Sã Piratas Made in Brazil. ” O Estado de Sã Paulo, February 7.
http: / / www. estadao. com. br / estadaodehoje / 20090208 / not_imp320225,0. php.

212

———. 2009b. “ Box no Shopping de Law com Preç de Iguatemi. ” O Estado de Sã Paulo, February 7. http: / / www. estadao.
com. br / estadaodehoje / 20090208 / not_imp320215,0. php.

Pavarin, Guilherme. 2009a. “ Comunidade Discografias é Fechada no Orkut. ” Info Exame, March 16. http: / / info. abril.
com. br / aberto / infonews / 032009 / 16032009- 4. shl.

———. 2009b. “ Bispo Gê Pede Retirada do Projeto contra P2P. ” Info Exame, August 19. http: / / info. abril. com. br / noticias / internet / bispo-ge-pede-retirada-do-projeto-contra-p2p-19082009-35. shl.

Pennafort, Roberta. 2008. “ Sem ‘ Cidade de Deus’ nã haveria ‘ Tropa’ , Diz Padilha no Rio. ” O Estado de Sã Paulo, Feb-

ruary 18. http: / / www. estadao. com. br / noticias / arteelazer, sem-cidade-de-deus-nao-haveria-tropa-diz-padilha-no-rio,

126634,0. htm.

Pimenta, Eduardo Salles. 2009. A Funç227. o Social dos Direitos Autorais da Obra Audiovisual nos Países Ibero-Americanos.
Rio de Janeiro: Lumen Juris.

Pinheiro-Machado, Rosana. 2004. “ ‘ A Garantia Soy Yo’ : Etnografia das Práticas Comerciais entre Camelô e Sacoleiros nas

Cidades de Porto Alegre ( Brasil) e Ciudad del Este ( Paraguai) . ”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al Anthropology,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Grande do Sul.

———. 2009. “ Made in China: Produç227. o e Circulaç227. o de Mercadorias no Circuito China-Paraguai-Brasil. ” PhD
diss. , Department of Social Anthropology,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Grande do Sul.

Pitombo, Antonio Sergio A. de Moraes. 2009. Organizaç227. o Criminosa: Nova Perspectiva do Tipo Legal. Sã Paulo: Revista dos Tribunais.

Projeto Escola Legal. 2010. “ O Que Sã Direitos Autorais e Domínio Público?” ( What are author’s rights and the public domain?) . February 4. http: / / www. projetoescolalegal. org. br / ? p = 842.

PublishNews. 2005. “ Cópias Piratas: Editoras Obtêm Liminar contra FGV-SP. ” PublishNews, November 23. http: / / publishnews. com. br / telas / noticias / detalhes. aspx? id = 20818.

Rabossi, Fernando. 2004. “ Nas Ruas de Ciudad del Este: Vidas e Vendas num Mercado de Fronteira. ” PhD diss. , Department of Social Anthropology, National Museum,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Rangel, Rodrigo. 2010. “ Chinês é Apontado Como Chefe do Contrabando de Celulares. ” O Estado de Sã Paulo, May 5.

http: / / www. estadao. com. br / noticias / nacional, chines-e-apontado-como-chefe-do-contrabando-de-celulares, 547005,

0. htm.

Ribeiro, Gustavo Lins. 2006. “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 Etnográfica10 (2) : 233—49.

Rizek, André, and Malu Gaspar. 2004. “ Corruptor de Policiais. ” Veja, no. 1861. http: / / veja. abril. com. br / 070704 / p_
092. html.

Rodrigues, Ivanildo Dias. 2008. “ A Dinaica Geográfica da Camelotagem: a Territorialidade do Trabalho Precarizado. ”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dade Estadual Paulista.

Sanchez, Julian. 2008. “ 750,000 Lost Jobs? The Dodgy Digits Behind the War on Piracy. ” Ars Technica, October 7.
http: / / arstechnica. com / tech-policy / news / 2008 / 10 / dodgy-digits-behind-the-war-on-piracy. ars.

Sell, Susan. 2003. Private Power, Public Law: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NDIRECEITA ( Sindicato Nacional dos Analistas Tributários da Receita Federal do Brasil-National Syndicate of the Tax Analysts of the Brazilian Federal Revenue Service) . 2006. Receita contra Pirataria, no. 3 ( September) . http: / / www.
sindireceita. org. br / index. php? ID_MATERIA = 7030.

Souza, Carlos Affonso Pereira de. 2009. “ O Abuso do Direito Autoral. ” PhD diss. , Department of Civil Law, State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Sundaram, Ravi. 2007. “ Other Networks: Media Urbanism and the Culture of the Copy in South Asia. ” In Structures of Participation in Digital Culture, edited by Joe Karaganis.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Tavares, Bruno, and Diego Zanchetta. 2009. “ MP Investiga Doações Feitas ao DEIC. O Estado de São Paulo, December

213

19. http: / / www. estadao. com. br / estadaodehoje / 20091219 / not_imp484563,0. php.

Tourinho, Gustavo. 2006. “ Operação I-Commerce Já Levou 17 para a Prisã. ” G1, October 16. http: / / g1. globo. com / Noticias / Brasil / 0,,AA1312578-5598,00. html.

Treverton, Gregory F. et al. 2009. Film Piracy, Organized Crime, and Terrorism.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NBO Editora. 2009. Revista Ver Vídeo, no. 196 ( November) .

UK 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and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 2009. Digital Britain.
Norwich, UK: The Stationery Office.

UNCTAD (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 ICTSD (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2005. Resource Book on TRIPS and Development: An Authoritative and Practical Guide to the TRIPS A-

greemen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S Chamber of Commerce / IBOPE. 2005. O Consumo de Produtos Pirateados: Resultados da Pesquisa. Sã Paulo: US Chamber of Commerce.

———. 2007. Pesquisa sobre o Impacto da Pirataria no Setor de Consumo. Sã Paulo: US Chamber of Commerce.

———. 2008. Pesquisa sobre o Impacto da Pirataria no Setor de Consumo. Sã Paulo: US Chamber of Commerce. http: / / www.
forumcontrapirataria. org / v1 / downloads / Relatorio% 20IBOPE% 20out% 202008. pdf.

USTR ( 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 1998. 1999 Special 301 Report. Washington, DC: USTR.
———. 2007. 2007 Special 301 Report. Washington, DC: USTR.
———. 2010. 2010 Special 301 Report. Washington, DC: USTR.

Valenti, Jack. 2003. Testimony of the MPAA president to the US Hous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Subcommittee on
Courts, the Interne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108th Cong. , March 13.

von Lampe, Klaus. 2008. “ Organized Crime in Europe: Conceptions and Realities. ” Policing 2 (1) : 7—17.

Zmoginski. 2010. “ Polícia Prende Donos de Site Brasil Séries. ” Info Exame, July 16. http: / / info. abril. com. br / noticias /
mercado / policia-prende-donos-de-site-brasil-series-16072010-0. shl.

214

第六章

墨西哥

John C. Cross

引言
墨西哥常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盗版产品制造国和消费国。 在世界知识产权联盟的《 特别

301 报告》 建议国家名单中,墨西哥总是在美国公司声称对其造成巨大损失的前十位国家之列:软件

业排名第七或第八,音乐唱片业第二或第三,电影业排第一,游戏业排名第四或第五 ( IIPA 2010;

2008; 2006) 。 至于所造成损失的人均值,墨西哥仅次于俄罗斯和意大利。 这些数据使得墨西哥自
从 2003 年起就被列在美国商务代表办公室( USTR) 所制定的《 特别 301 报告》 的“ 观察名单” 上,而从

2009 年开始被列在了“ 优先观察名单” 上。

本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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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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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盘和墨西哥的非正规经济活动

美国和墨西哥在政治和地理上的关系使得美
国的版权行业遇到了十分棘手的问题。 漫长而又
充满漏洞的边界几乎可以走私任何东西———人、毒
品、假冒商品、武器以及不可避免的盗版产品。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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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版市场的历史

于墨西哥是美国电影和音乐制品的第一个也是最

219

特比多( Tepito) 的盗版社会组织

主要的西班牙语市场,墨西哥也自然成为了其他西

220
222
224

政治参与

法律和执法
来自私营产业的压力

班牙语国家获得非法音像制品的大门。

基于这些理由,墨西哥的盗版增长从 1990 年

代开始就一直受到了 IIPA 和 USTR 的特别注意。
墨西哥政府因此也承受了巨大压力,被要求取缔其

224

对待盗版的态度

225

盗版的正当理由

境内的盗版活动。 但这种压力却很少在美墨关系

226

盗版的平民主义

的其他因素中占主导地位。 由于跨境非法移民和

227

结论

毒品交易的严重,政府间的高度合作在美墨双边会

228

关于本章的研究

谈中占首要地位,因此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问题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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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产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术语缩写
ACTA: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反假冒贸易协议

AFI:Agencia Federal de Investigación ( Federal Investigation Agency) 国家调查局

APDIF. Asociación para la Protección de los Derechos Intelectuales sobre Fonogramas ( 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the

Phonographic Industry) :保护唱片业知识产权协会

BASCAP. Business Action to Stop Counterfeiting and Piracy ( an initiative of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反
假冒和盗版商业行动

BSA: 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商业软件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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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T: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IIPA: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liance:国际知识产权联盟

IMPI: Instituto Mexicano de la Propiedad Industrial ( Mexican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Property) :墨西哥工业产权局
IP: 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

IP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知识产权权利
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网络服务提供商

MPAA: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美国电影协会

NAFTA: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PGR:Procuradoría General de la República ( 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总检察长办公室
PRI: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 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制度革命党

PROFECO:Procuradoría Federal del Consumidor ( Attorney General for Consumer Affairs) :消费者事务总检察长
TRIPS: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USTR: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VCD:video compact disc:视频光盘

墨西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研究机会,使我们不仅能够更好的理解盗版增长的动力,并深
入解读哪些因素使得执法的政治和经济成本特别高昂。 在过去几十年间,墨西哥经历了一系列严重
的经济危机,包括现在这一次。 其人均收入还不如北面邻居的三分之一( CIA 2010) ,而其政治体制
的合法性也总是反复受到严峻的挑战:从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到毒品卡特尔组织对警察和军队的
贿赂,再到对美国长期的附属地位。 代表美国和跨国公司利益的执法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些
政治问题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当这些执法行为看上去是为了限制当地廉价商品的供应。 墨西哥政府不
可避免的得要为这些行动的成本买单,因此不得不权衡利弊。 一位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在 2005 年谈道:

很多政府领导对取缔盗版的态度是很勉强的,因为他们怕这样做会引起社会的不满。 很多
墨西哥人民认为假冒产品为他们提供了廉价的替代品,使他们不必去购买那些贪婪的美国公司
出售的价格不菲的商品。 同时还有一些收受贿赂的警察和执法官员在保护那些侵犯知识产权
的人,从街头小贩到墨西哥的著名非法市场( 如墨西哥城的 Tepito 市场) 里的头目。 ( 美国大使

2005)

这位大使的第一句话简明地总结了墨西哥官方面对的政治挑战和风险。 然而第二句却没有很
好的解释墨西哥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实践如何共同构建了墨西哥的盗版问题。
我们的研究表明,墨西哥的盗版问题要从三个大方面来理解:

• 盗版并没有大规模的被帮会、毒品卡特尔或者其他大型组织所控制,即使是在声名狼藉的

Tepito 市场。 相反,盗版通常是由那些以家庭为基础的、小作坊式的生产和销售网络来运转的。 这样
的现状也导致了不可能通过逮捕少数几个“ 头目” 来有效的打击盗版经济。 这也很好解释了为什么
针对性的盗版调查没什么效果,以及为何大规模的扫荡式执法有造成社会动荡的风险。

• 墨西哥的街头商贩们对于抵制政府的行政镇压有丰富的经验。 他们经常可以在政府内部找

到可以合作的伙伴。 因此,盗版并不是发生在那些没有组织的边缘区域,而是在那些高度组织化的
非正规经济市场内,因为其拥有充足的经验来获取和经营政治资本。 一般性的对贿赂的理解并不适
用这种情况。

• 尽管墨西哥政府在不断的调整其国内法律以适应 TRIPs、NAFTA 和其他协议的内容,但是这

个国家有着十分独特的法律文化和刑法典,这些都特别反映了墨西哥十分深厚的社会和政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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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独特性使得墨西哥与国际权利人在某些方面以及对于高强度的知识产权标准和执法行动领域
有不可避免的冲突。
和其他国家一样,墨西哥的盗版也是活跃的非正规经济的一部分,这些非正规经济反映了执法

行为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科技的进步。 在 90 年代发生的由磁带到 CD 再到 DVD 的转变,使得
更快、更便宜以及更高质量的复制行为变为现实———这也是导致街头盗版产品突然大幅增长的一个
原因。 廉价光盘刻录机器以及高速宽带连接进一步促进了价格的下降,而替代资源也变得越来越
广泛。

光盘和墨西哥的非正规经济活动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媒体盗版的主要形式是非法复制乙烯唱片、磁带音乐以及之后的录影带。

复制这些产品的过程不仅十分缓慢而且通常质量不高。 进行复制要求价格高昂的设备,因此常以工
业化生产的形式存在。 高昂的成本也意味着盗版并没有比有授权许可的正版产品便宜多少。 相对
墨西哥偏低的收入,两者的价格都很昂贵。

到 1990 年代中期,这种情形开始发生了变化。 音乐 CD 开始在墨西哥大量出现。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软件 CD、电影 DVD 开始陆续出现。 消费者的基本设备要落后于这些媒体产品,但是在接
下去几年内也很快发展起来了。 DVD 播放器的数量在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间急剧上涨,家庭拥有率
从 2003 年的 14% 飙升到 2006 年的 47. 9% ( Scott 2008) 。 人均电脑拥有量在 90 年代后期开始缓慢
上升,平均每百人里的电脑拥有量从 1998 年的 4 台上升到 2008 年的 15 台( ITU n. d. ) 。

正是由于消费者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新复制技术的出现导致了盗版的爆炸式增长。 由于生产成

本的下降和质量的提高,墨西哥城市场里的盗版音乐和盗版视频的价格直线下滑,从 2000 年的单价

5 美金下降到 2005 年的不超过 1 美金。 正版 CD 和 DVD 在墨西哥商场里的价格从 20 美金到 40 美
金不等。① 早在 1990 年代中期,非正式经济活动就开始转向光盘市场从而填补这个空白。 街头贩卖
和其他“ 微型商业” 模式成了电影和音乐的主要发行渠道。 随着需求的不断上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从事非正式经济活动来养家糊口( Ferriss 2003) 。

GATT( 关税贸易总协定) 和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这些条款放开了

从亚洲进口廉价材料的限制。 廉价的个人电脑使得许多人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生产设备。 大量的空
白光盘的进 口———大 部 分 来 自 中 国———为 供 应 方 提 供 了 充 足 的 原 料 也 推 动 了 价 格 的 不 断 下 降
( Brown 2003) 。

2000

Table 6. 1

墨西哥网络接入人数 ( 宽带和拨号上网) ,2000—2009
用户

总人数

百分比

2,712,400

98,991,200

2. 7%

2004

14,901,678

102,797,200

14. 5%

2006

20,200,000

105,149,952

19. 2%

2005
2008
2009

17,100,000
27,400,000
30,600,000

103,872,328
109,955,400
113,468,855

资料来源:墨西哥网上商务和广告行业联盟( APMPCI) 以及国际电信联盟。
①

16. 5%
24. 9%
27. 2%

一些商场也出售一些便宜的正版 CD 和 DVD,但是一般都是那些滞销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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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墨西哥因特网的接入,特别是宽带接入的不断上升,街头贸易为基础的光盘盗版遭遇到了

第一次严重的竞争。 在 2004 年,仅有 14. 5% 的总人口接入了互联网( Miniwatts Marketing Group n.

d. ) ,而同年美国的数量是 68% ( NTIA 2009) 。 到 2009 年,27. 2% 的墨西哥人能享受一般性的网络
服务( 见表 6. 1) ,而且宽带用户急剧增长———现在已经有接近 20% 的家庭能够享受到宽带。 宽带的
快速增长是因为基础电话的需求:有线服务通常比地线更加容易被安装在那些中产阶级社区( Para-

dis 2008) 。 网络对街头光盘的价格压力已经很明显了:盗版 CD 尤其是盗版 DVD 的价格已经跟普通
零售店里的空白光盘价格差不多了。①
盗版市场的历史
对墨西哥盗版市场的讨论经常会提到特比多( Tepito) ———墨西哥城市中心的一个街区,以街头

集市、犯罪、假冒商品和现在的盗版光盘著称。 在 2005 年的 IIPA 报告中称:

一些盗版市场常年处于法律监管的范围之外———最著名的是特比多区。 如果没有政府带

领的持续性努力来打击像 Tepito 这样的著名盗版市场,墨西哥的盗版现状很难真正发生任何改
变,不管 PGR[ the Procuradoria General de la Republica,相当于美国的检察官] 的初衷和工作有多
完善。 ( IIPA 2005)

特比多是盗版光盘市场生产和分销网络的区域性中心。 可以说,它在当地的生产中占据了统治

地位,尽管还不是销售的主导。 在墨西哥城销售盗版 CD 的商贩数目约有 30,000 到 70,000 人。 特
比多总共有 8000—10,000 个街铺,大约有三分之一是用来销售盗版音乐、电影和电脑软件。② 从墨
西哥城其他地方来的大量商贩把特比多作为他们的批发市场。

特比多出售的其他大量商品是假冒产品———名牌时装和手袋、化妆品、玩具和各种各样的首饰。

“这里,所有东西都是盗版的,” 一个卖家这么说到,他指的是那些从中国进口来仿造名牌的假冒产
品。 然而,商贩们一般也不会故意去欺骗消费者说他们卖的是真货。 盗版 DVD 作为一个例子,常常
标记着“ Clones” ( 克隆) 或者直接标记为盗版产品。③

作为早期印第安人在 Texcoco 湖边的聚集区,特比多在前革命时期成了最大的贫民窟,大量的贫

困移民搬到这里。 特比多真正成为街头贸易的中心是在 1920 年,当时该城市最大的二手货市场“ El

Baratillo” 搬到了这个街区。④特比多随后被称为“ 盗贼们的市场” 因为很多非同寻常的二手货的真实
来源很值得怀疑。 但是特比多大部分的经济活动都是合法的。 这个区域慢慢以那些为贫穷消费者
提供循环利用的二手商品的小作坊而闻名,这些作坊还可以制造低廉的假冒产品,仿造那些在上等
社区的专卖店里售价高昂的名牌货。 尤其是皮货作坊,能制造各种各样的皮鞋和衣物。 随着墨西哥
在 1950 年到 60 年代加强了对奢侈品的进口关税,特比多社区的手工业者大量被墨西哥的工业生产
所取代,很多人于是转而干起了走私。 与此同时,试图将街头小贩搬进城市统一规制管理的公共市
场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致使大量商贩在 60 年代末又重新回到了街头( Cross 1998) 。

到 1980 年代,特比多成为了该城市的 fayuca( 走私) 产品中心,主要销售那些非法进口的鞋子、

衣服,尤其是电子产品,如电视机和 VCR。 大部分产品都是进口的,但是在本地打上了伪造的商标。
①

由音乐行业资助的对 400 人进行的 Ipsos Bimsa 问卷调查尝试着对这种变化进行定量分析。 可以预测的是,在线盗版急剧

②

根据对 Centro de Estudios Tepitenos( CETEPIS) 的董事采访整理,2008 年 7 月 12 日。

④

在当时,Tepito 是城市的外围市场,而今天已经在该城市的中心位置。

增长,在 2008 年有 47 亿首歌曲被 1400 万墨西哥人非法下载,占据了几乎 99% 的在线市场。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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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产品是盗版的而不是假冒的:他们的内容是重新生产的,但他们并不像原来货物那样。

由于百货商店里的商品的关税可能要达到 100% ,因此 Tepoto 就成为了那些不怕小偷流氓的大胆消
费者们经济实惠的购物天堂。 政府官员对这个街区的自私、“ 不爱国” 行为以及那些被认为控制这里
的黑社会分子感到非常愤怒,但是他们试图遏制非法贸易的努力———甚至包括让海关官员和警察将
整个街区包围起来———都没有收到持久的效果。

特比多一次又一次改变自己的商业重点以适应新的经济条件和机遇。 随着墨西哥因为加入

GATT 和 NAFTA 而放开关税和进口限制,走私品与合法商品的价格差异不断下降,走私生意走向衰
落。 举例来说,如今电子产品的水货销售就已经几乎消失了。
特比多( Tepito) 的盗版社会组织
在特比多,DVD 和 CD 的生产是非常有组织的,同时有相对复杂的劳动分工。 最大的光盘批发

商都集中在那些处于中心位置的老作坊区,这里比较容易应对突击检查。 他们的产品都是成箱的,
上面只标有一个数字,然后成百的在街上出售。 CD 和 DVD 的包装及封面则是由其他店铺负责印刷
复制,然后在市场的另一个区域来销售。 个体商贩们分别购买 CD 和封面,然后再从另一个地方买好
透明包装盒( 或者塑料袋) 进行组装。 卖家通常自己组装最后成品,一般是在摊位上等待买主的时候
完成。 小规模的生产商则在他们家里用刻录机复制产品,常常就是雇佣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大量的生产行为,以及几乎所有的销售行为,都是由家庭为基础的小生意来完成的。 例如杰拉

尔( Geraldo) ,他和妻子住在特比多的一间小房子里,另外还有一个十多岁的儿子和两个女儿。 他从
市场的其他地方购买母盘,然后每天下午翻刻 CD,一般会同时运行 3 台机器,每台有 3 到 4 个刻录
光驱。 孩子们放学后,全家会一边看电视一边包装 CD 外壳。 然后,他们会在餐桌上进行组装。 到晚
上,他们会做好 200 到 300 个盗版 CD。 第二天孩子们上学的时候,杰拉尔会把这些做好的光盘拿到
他的摊位上销售。 孩子们会帮助他开摊和收摊,也会在杰拉尔为未来的盗版 CD / DVD 挑选母盘的时
候照看下店铺。

一个盗版商的生活
杰拉尔( 化名) 是这个经济错位和再适应过
程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他的父亲过去曾经营一
家成功的皮货作坊,雇佣了几十个工人, 为墨西

朋友一 起 开 始 销 售 盗 版 CD。 那 个 时 候, 盗 版
CD 的价格还很高,而且货源也非常有限,但是

杰拉尔与供货商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并最终购

哥城一家叫“ 巴黎” 的高档皮具店制作手袋。 但

买了自己的刻录机。 从此,杰拉尔开始赚到足

是当对亚洲产品的关税下降后,这家店铺开始

够多的钱可以在特比多外面租一间公寓,并把

采用进口产品,因此父亲不得不关了作坊。 父

儿女送进私立学校。 在我们采访的一年前,他

亲的下一个也是最后一笔投资就是在特比多开

在特比多的摊位、设备(15 个刻录机) 以及光盘

辟了一家小店铺,一直由家人们帮忙打理直到

产品在一次突击检查中被没收。 在那以后,全

他去世。 杰拉尔的寡母因为无力独自经营就把

家就必须放弃租来的房子和私立学校。 在朋友

这个店铺租给了韩国商人,然后把钱借给了杰

的贷款资助下,他又购买了一些二手刻录机并

拉尔和他的兄弟用来购买一个街头摊位,出售

重新开始盗版生意。 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

进口婴儿服装。 随后,其兄弟因为生意不好而

杰拉尔 已 经 有 十 台 刻 录 机, 并 且 已 经 杀 回 行

离开了,杰拉尔则独自坚持。 直到 2000 年,他和

业中。

并不是所有的家庭商业模式都和这个一样。 在其他一些情况中,年长一点的兄弟姐妹或表兄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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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会有分工———有的负责生产,有的管销售。 有时候,一个家庭会集中于分工中的一项。 这样的
安排是很普遍的,因为光盘行业现在成本很低。 而且,盗版生产所需要的所有部件———刻录机、空白

光盘、透明盒子、包装———都可以在市场上合法买到。 电脑刻录机在特比多或周边地区就有出售。
空白 CD、DVD 及 VCD 也在这里有批量销售,并可以直接送货到盗版商的摊铺或家里。 空白光盘的
价格竞争激烈,经常一天内就会涨跌几比索,比零售店里要便宜得多。 包装盒也是在街头一箱箱的

出售,而且可以直接送货上门———不过由于价格的下降,一些卖家开始转而使用更经济的塑料套。
有一整条街都是出售那些成百印刷的原版 CD 封面的复制品。 所有这些原始部件都是完全合法的。
唯一不合法的行为就是把那些享有版权的内容“ 烧制” 到空白光盘上并用于销售。

有一些商贩自己完成所有的流程。 杰拉尔首先购买那些他自己打算销售的碟片的包装,然后如

果有必要的话,会购买一个母盘———一个高质量的原版复制品。 空白光盘和包装盒则是由那些街市
里的“ 流动商贩” 直接送到他家里或店铺里。 由于主要依赖家庭劳动力来组装成品,制作成本十分低
廉,使得生产者和销售者能够将利润降低到大约每张盘 10 美分。 这就意味着在特比多,每张 CD 和
DVD 的售价往往能低于 1 美金。 即使在市场的高端产品中,新发专辑的高质量复制品也只要 1 到 2
美金。

特比多的街市都是按照产品来分类的———音乐、电影或者电脑软件———商贩们还倾向于按照类

型进一步细分,特别是电影和音乐的卖家,他们在市场中占大多数。 因此,虽然市场特别庞大而且看
起来乱糟糟的,但是如果稍微打听一下的话还是可以很容易找到自己想要的产品。 商贩们往往对自
己产品的类别及库存非常了解,规模大一点的销售者,通常在街市后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后备储存
“ 仓库” ,里面装了成箱成袋的库存产品。

各种大小商贩的空间分布同样也体现了这个广阔市场的组织性。 最大的盗版生产商以及配套

材料( 封面、包装盒等) 的销售商大多集中在社区的中央地带,因为他们要为批发商服务。 小规模的
批发商和零售商常常位于从市中心通往特比多的入口处,这里有地铁站和主要交通干道,会带来更

多随意逛逛的顾客。 一般来说,越靠近市场中央价格越便宜。 一张 CD 在市场中心地区卖 0. 5 美金,
在市场边缘地带卖 1 美元,到了市中心或郊外社区的市场上则要卖到 2 美金。 这样的价格弹性机制
也进一步印证了商贩们的声明,即并没有黑社会或者卡特尔在控制市场,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会垄
断贸易的各个方面从而抬高价格。
尽管有如此高的竞争来保证价格低廉,但是根据一些销售者提供的信息来看,特比多的统治地

位开始下降。 那些曾经供货给普埃布拉省( Puebla) 或瓜达拉哈拉省( Guadalajara) 这样的边远地方
的批发商们,也报告说他们的客户开始购买自己的刻录电脑或寻找那些离他们更近的供货商。 而网
络———尽管仍然是盗版消费中相对较小的元素———也为盗版生产者提供了直接获取原始内容的机
会,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对享有特权的发行商的需求。①
政治参与
我们在特比多看到的高度组织性需要有政府机关一定程度上的串通与合谋,而在墨西哥确确实

实存在着街头商贩组织参与政党政治的悠久历史———特别是与占有统治地位的制度革命党( 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PRI) 的密切联系,该党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一直统治着墨
①

IIPA 在 2009 年的报道中评论了这样的去中心化:“ 尽管 Tepito 和 San Juan de Dios 仍然在制造和商业化不同的非法产品中

保留了统治性地位,Plaza de la Computacion 和 Plaza Meave 在盗版生产中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摩西个仍然保留着 80 个非常巨
大,非常有名的‘ 黑市’ ,大部分都是有着高度发达的组织性并且一直受到政策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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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 期间有几次更名) 。 这种共生关系从 20 世纪 50 年代 PRI 禁止街头买卖开始就已经出现了。
露天市场在销售商和 PRI 政治人士的一系列协议下慢慢又重新开始出现。 商贩们被鼓励去组织一
个附属于 PRI 的民事机构,商贩领领袖也加入当地的选举阵营当中来获取 PRI 在选举中的支持率
( 详细请参见 Cross[1998] 关于这一流程更细节的描述) 。 作为交换,商人们可以通过半官方的“ 容
忍” 系统来占据某些特定的街道。

于是,数以千计的街头商贩组织出现了,其中在特比多就有 40 多个。 如今,这些组织为超过

300,000 个墨西哥城街头销售商提供保护,包括大约 10,000 在特比多。 大部分组织都有一个或多个
政客的支持,而这些政客能够在当地的官员试图赶走商贩们的时候提供帮助。 这样的结构在墨西哥
过去二十多年的民主进程中一直延续,虽然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尤其是当右翼政党国家行动党
( Partido de Accion Nacional) 在 2000 年取得胜利后,有些组织就和 PRI 决裂然后转而支持左翼政党
民主革命党( Partido Revolucionario Democratico) 。

这些街头商贩组织为那些经营盗版媒体的销售者提供了保护。 但同时,这些组织对它们的会员

并没有任何法律约束。 组织管理者可以因为某些成员没有保持商铺的整洁或者超越允许的摊位范
围而对其实施惩罚,但是不能对销售者是否销售盗版产品做出法律意义上的裁决( 与对待那些明显
非法的产品———如大麻———明显不同) 。 当政府在 2004 年威胁将对那些商贩组织的领导按照盗版
的共犯论处的时候,一个 PRI 的地方官员指出:“ 那些组织的领导者并不是警察。 他不可能把自己的
成员告发到警察局,因为成员们会反过来投诉他诬陷。 他们不是警察或法律学者,因此也不清楚什
么合法什么不合法……这几乎就像政治迫害。” ①
当然,街头商贩的领导们知道他们的成员在销售盗版产品,他们一般都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的态度。 盗版产品使他们的成员能够谋生从而支付组织会费。 而且,因为政府和街头商贩之间历
史悠久的斗争,也使得领导们对待任何惩罚性的政策都认为这是对他们努力争取来的在街头贩卖的
事实权利的侵犯。 当 2004 年,一个大型商贩组织的领导人迫于政府压力提出可能实施反盗版策略
的时候,愤怒的商贩们要求举行一次会议。 超过 100 名销售商涌进了这位领导人的办公室,让他意
识到自己遭到了同志们的攻击。 尽管有一些人支持,但绝大多数人从经济上的必要性和习惯性角度
展开激烈的反对。 领导人最终让步,同意当地的市场代表可以做出他们自己的决定。 最后,政府的
敲诈性条款也没有实施。
特比多在历史上的斗争地位使其成为墨西哥盗版产品的主要批发市场。 这个优势要远远超出
街头商贩组织的政治保护。 当地居民互相为彼此提供保护,共同抵御警察。 销售商在碰到突袭检查
时候可以躲进自己的房子或者那些亲朋好友的家中。 随着街头市场的壮大,警察的突击检查越来越
难以进入到社区的核心地带。 错综复杂的消费者、居民、商贩和摊主使得检查变得很困难,再加上缺
乏合作也使得警察的行动十分缓慢并且受阻。 因为社区里的互相照应关系从而产生了一种空间组
织结构,致使最违法的行为都隐藏在这个街道网络的深处,由一系列零售商构成的缓冲地带围绕,这
些外层销售商可以通风报信,并且更容易舍弃他们的商品马上逃跑而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 Cross 和
Hernandez 2009) 。

街头卖家的政治势力始终让墨西哥的体制内人士感到很不安。 墨西哥的精英阶层在媒体报道

和官方文件中常常把这些组织称为“ 黑手党” 和“ 黑帮” 。 IIPA 的陈述以及国际行业组织的墨西哥分
支也认可了这种观点,甚至进一步将盗版与贩毒和其他形式的暴力犯罪行为混为一谈。 一份 2009
①

特别的,墨西哥刑事法典第 164 和 164bis 规定,按照美国重新作出了修改。 根据对联邦区的商业代表委员会主席 Jorge Gar-

cia Rodriguez 的采访整理。 他同样是一个包括了街头销售者在内的组织联盟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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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 RAND 公司撰写、美国电影协会( MPAA) 赞助的报告———夸张地被题为《 电影盗版、有组织犯罪
和恐怖主义》 ———就采用了这种牵连性罪名:

特比多对执法行动的抵制能力使其变成了避险和盗版的乐土,并且成为一些更危险的犯罪

组织的天堂,诸如贩毒和军火倒卖。 开车持枪射击变得十分平常。 提华纳( Tijuana) 毒品卡特尔
就曾经被爆出隐藏在这个社区中,利用本地儿童在整个首都分销可卡因。 国家调查局( AFI) 在

2006 年 10 月曾经进行了一次清晨的反盗版清查,没收了成吨的光盘和 300 多个每天可以生产
43,200 张盗版 DVD 的大型刻录机。 根据官方媒体报道,为了展示特比多变成了一个怎样的犯
罪污水池, 政府在 2008 年 4 月到 6 月间出动了 6 次突击检查,有一次没收了 150 吨的假冒产
品。 到 2006 年末,当墨西哥总统 Felipe Calderon 推动对特比多居民和商贩进行驱逐的时候,这
里业已变成了墨西哥的首要“ 毒品窝” 。 ( Treverton et al. 2009:108—9)

尽管不可否认的是特比多社区确实存在频繁的犯罪活动,但是在本研究中———或者在我们自己

的调查结果中———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些犯罪行为与黑帮团伙有任何关联。 迄今为止,强有力
的商贩组织和低廉的利润率共同保证了商贩们的自主性,使他们一方面抵抗警察的骚扰,另一方面
也抵御贩毒集团的侵袭。①

法律和执法
RAND 报告中试图将盗版与贩毒联系在一起的努力凸显了墨西哥知识产权执法的一个典型问
题:与贩毒所涉及的严重暴力、破坏性和腐败行为相比,媒体盗版的危害几乎不值得一提,于是执行
机关和政客们对盗版的关注度也相对较低。 据估计,毒品卡特尔从墨西哥的收益高达 80 亿到 240

亿美金,主要是从销售给美国的大麻中赚取( Cook 2008) 。 毒品引发的暴力冲突自从 2006 年已经造
成了墨西哥 28,000 人死亡。 2 万多军队士兵驻扎在美墨边境的几个重要毒品运输城市 ( Booth

2008) 。 在这种环境下,当执法机构正在努力对抗危机墨西哥生死存亡的毒品战争的时候,媒体产业
试图将打击盗版与打击毒品捆绑起来的做法反而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墨西哥不得不将大量的警力投入到打击盗版的行动中。 墨西哥政府在

很多方面采取了配合的行动,在 2010 年 4 月授权警察可以在无需权利人申诉的情况下采取单方面
行动来打击盗版者。②惩罚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在新的法律里明确规定,对于涉及生产或批量销售
①

RAND 的墨西哥研究几乎完全是依靠报纸上对版权行业代表的采访。 而且在他们也没有表现出要对他们主要例子中的其

他各方进行采访的任何意图。 这样做法的缺点在对两个街头组织领导人之间的斗争的讨论中越发明显,其导致了一位家庭成员的
死亡。 在 RAND 的报告中,这样的悲剧结果是因为盗版引发的。 ( 作者对这两个组织中的发生的事件进行了 20 年的采访和跟踪调
查,两个组织中的销售者并没有特别大量进行盗版买卖的。) 复杂的光盘生产以及分销链条成为了有组织犯罪辛迪加组织的直接证
据。 Los Ambulantes / Tepito( 街头销售商 / Tepito) 和日本的山口组和中国的三合会被并列为犯罪集团组织。 事实上,RAND 的作者认

为这就是一个犯罪黑帮。 但是这些都没有将墨西哥的盗版真正的联系起来,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尽管对于其他形式的犯罪,
诸如人口买卖,武器走私,绑架等犯罪有明确和充足的证据。 ( Cook 2008; UNODC 2007) 。
②

在这之前单方面的授权行动是从没有提过的,因为版权被认为是一种“ 私有的主张” 而不是公共事情,这是一直以来被伯尔

尼公约和 TRIPs 协议所认可的。 主要的是禁止警察对正在进行的生产,销售以及买卖盗版商品的行为马上采取逮捕和没收的手段。
在实践中表现为你可以在警察的眼皮底下买卖盗版产品。 作为一个私人权利,权利人必须首先提出一个具体的指控,才能进一步的
引发调查和行动。 只有在被法庭认可的情况下,才能让执法机关对嫌疑人进行逮捕并搜查其个人的财产。 尽管 IIPA 认为这是一种
墨西哥政府效率低下的表现,通过这种流程一年可以进行 3 千到 4 千次集中整治行为。 由于我们研究完成比较早,因此对新法的效
果我们没有进一步的估计。 其效果可能也是很低下。 PROFECO,总检察长,都有单方面授权的权利,但是在 IIPA 的批评下,使用得
非常谨慎。 在其他国家,( 见俄罗斯和印度章节) ,海关单方面的措施没有真正的改变街头的状况。

222

盗版产品的个人最高可以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对于街头零售商贩则采用相对较低的 5 年徒刑) 。 其
他的惩罚措施还在讨论中,包括降低对搜查和没收行动的证据要求,扩大执法部门与权利人组织间

的合作,以及在盗版案件中以诈骗定罪( 诈骗罪最高可以判 20 到 40 年,如果犯罪是有“ 组织” 的话,
所谓组织只要涉及 3 人以上即可) 。

然而,IIPA(2010) 的报告指出,虽然纸面上的惩罚很重,实际执行则是另一回事。 在 2008 年的

4,000 起突击检查和 2009 年的 3,400 起突击检查中,只有很少几例遭到真正的逮捕和定罪。 据 IIPA

声称,在 2010 年只有 57 名墨西哥人因为盗版定罪而被关进监狱,这主要是因为墨西哥的检察院和
法官对盗版案件还不够重视,而且按照墨西哥知识产权法来处理版权案件也是困难重重。

对执法力度最大的限制是,按照墨西哥法律,只有那些为了商业利益而从事的侵权行为( con fin
de especulacion commercial) 才受到版权法的制裁。 尽管产业集团认为复制行为都有利益驱动,因为
“任何实际成本的减少都可以生成利润” ( Segovia 2006) ,但是绝大多数的墨西哥执法机关则认为,商
业利益只与销售有关。 目前,这样的条款似乎在保护盗版复制和文件共享。 一位检察院的调查人员
曾向本作者确认,为自己或朋友复制文件的行为在墨西哥法律中不算违法。 在墨西哥,还没有人因
为文件共享而被起诉;也没有任何法律追究网络服务运营商( ISP) 或者其他第三方为侵权内容所承
担的责任。 版权行业团体为此展开了政治游说,希望通过法律对上述两种侵权行为予以制裁,并且
讨论设立一套颇具争议的“ 三震” 法律,让产业团体有权力中止侵权者的网络服务( IIPA 2009) 。 墨
西哥也是仅有的 2 个加入《 反仿冒贸易协定》 ( ACTA) 谈判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很多观察家认为这将
给墨西哥的国内法律带来改变( 另一个发展中国家是摩洛哥) 。①

墨西哥的警察力量也是个复杂问题。 对地方警察的管理一直是高度分散的,这是由于对警察权

力的长期不信任。 知识产权执法通常由联邦警察来执行的,尤其是 PGR 和联邦调查局( AFI) 。 传统
意义上,这两个机构都是没有单方面权力的,但最近对单方授权的扩充将如何改变他们的权力现在
也不清楚。
一旦得到授权,从小规模到大规模的各种突击检查就会有数百名的警察来参与。 后者往往会引

起商贩们的激烈抵抗。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发生在 2003 年 8 月的搜查事件。 国际唱片业协会( IF-

PI) 的报告指出:“ 墨西哥的执法部门( LEAs) 和反盗版团体 APDIF Mexico 进行了针对特比多地区的
行动,引发了与当地黑帮分子的激烈冲突” ( IFPI 2004) 。 当作者在这次行动发生后不久来到特比多
的时候,发现市场依据活跃,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一个 IIPA 的观察员评论道:

针对特比多和其他大型盗版市场的行动只能在晚上展开,因为在白天这样的行动是不安全
的。 这样的行动其实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很多店铺在行动结束后就重新开张,生意照做不误。
( IIPA2009:65—66)

针对像特比多这样的地区的有组织搜查行动需要周密的计划。 PGR 的官员需要一方面与申诉

的权利人组织协调行动,另一方面又需要联合当地的防暴警察力量来控制人群。 这样多方面的联系
使得行动本身很难得到很好的保密。 PGR 官员认为一些警察出卖了他们的行动信息给当地居民,这

使得 PGR 对当地警察很不信任。 然而更普遍的情况是,如此大规模的警察队伍进入到拥挤的街区,
不可能不被提前察觉。

尽管通常情况下商贩们会逃避警察,但是有时他们也会嘲笑挑衅,甚至暴力抵抗。 例如 2008

①

美国政府部门报告,墨西哥的知识产权官方“ 表达了他们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强调了他们对 ACTA 谈判的重视以及会组织

巴西对国家健康组织知识产权的破坏” ( Wikileaks cable 07MEXICO 6229, 2007 年 1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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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在一次反盗版行动中,300 名防暴警察遭遇了 3 个多小时的顽抗( Notimex 2008) 。 在 2005 年的
一次行动中,一名儿童被警察用枪打伤,导致了特比多地区的反盗版稽查行动被临时禁止。 IIPA 对
特比多的观察认为,该地区过于危险而不能在白天进行行动。 这种说法必须要放到实际情况中来理
解。 尽管警察面临危险,但是承担更大危险的却是周围很多当地居民,他们很容易在行动中意外受
伤或死亡。 这样的危险———以及它所能引发的政治风险———使得警察通常在晚上行动,因为这时店
铺都已经关门,街道也已经空了。①
来自私营产业的压力
GPR 以外的其他政府部门也在知识产权执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他们没有逮捕的权力,
但是可以施加罚金并通 过 其 他 非 刑 罚 的 方 式 来 惩 罚 侵 权 的 商 贩 和 企 业。 消 费 者 事 务 总 检 察 长
( Procuradoria Federal del Consumidor-PROFECO) 、版权办公室和墨西哥工业产权局( IMPI) 就是几个
主要的机构。 这些部门都与行业集团紧密合作,并且常常为他们的投诉进行调查。 像其他国家一
样,墨西哥的产业团常常和那些美国的或跨国的行业组织联系起来,如国际唱片业协会、MPAA 和商
业软件联盟等。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联合在一起,一同进行政治游说和议程提案,并且在地方、国家和
国际的各个层次上的立法和执法活动中进行协同努力。 在 2006 年,随着墨西哥保护知识产权和合

法商业局( Mexico’s Institut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Legitimate Commerce) 的成立,
这些组织 终 于 正 式 统 一 起 来。 新 成 立 的 机 构 包 括 了 来 自 各 方 的 代 表, 有 电 影 音 乐 保 护 协 会
( APCM) 、墨西哥唱片和电影制造商协会( AMBROFON) 、国家唱片制作人协会( PRONAPHON) 、商业
软件联盟( BSA) 和 MPAA。

对待盗版的态度
墨西哥盗版执 法 的 矛 盾 很 大 程 度 上 来 自 于 墨 西 哥 公 众 对 盗 版 的 经 济 和 道 德 问 题 的 漠 不 关
心———甚至我们采访的一些执法官员也是这个态度。 目前有两份关于消费者的问卷调查———一份
是由 PROFECO 在 2006 年展开的,另一份是由咨询公司 Strategy One 为 BASCAP( 反假冒和盗版商业
行动,是国际商会资助的反盗版组织) 进行的。 两份问卷设计的问题相似,问卷结果也整体相似。

对于墨西哥盗版规模的问题,大部分的被调查者都表示曾经购买过盗版和假冒商品。② PROFE-

CO 在这个问题上的数据是 75% ,BASCAP 的数据是 87% 。 BASCAP 的问卷还区分了各种不同的商
品类型,发现有 71% 的受访者购买过盗版的 CD 和 DVD,55% 的受访者购买过盗版软件———这些数
字要明显高于购买传统假冒产品的人数比例,如纺织品和奢侈品。 这些问卷结果同时发现,购买盗
版和年龄之间有预想的关联:在 10 几岁和 20 多岁的年轻受访者中,有超过 90% 表示曾购买盗版和

①

这并不是意味着 Tepito 是没有警察的。 小的警察分队对 Tepito 进行巡查———通常是在重型的半自动武装下。 但是这些警

②

PROFECO 的问卷调查一共调查了 1425 名受众,从 18 岁到 81 岁居住在墨西哥城市中心地区。 这些点都设在商店,市场和

察的任务是制止暴力犯罪而不是骚扰销售商。

政府建筑物门前来代表各个收入水平的人士。 尽管明显不是随机的,这份研究报告是唯一一份大规模的对墨西哥消费者对待盗版
问题的研究。 如果这份研究存在一定的偏见的话,那就是这份研究过多的依赖于来自受过良好教育和年长一点的人。 有 30% 的受
访人拥有大学学位,只有 23% 的人是 28 岁以下,并且没有 18 岁以下的人接受了问卷调查———而这个年龄段的人根据 BASCAP 的研
究是最喜欢购买盗版产品的。 作为结果这份问卷调查低估了盗版的普遍性以及在墨西哥消费者中的广泛接受性。 BASCAP 的问卷
调查则是以网络形式对 1000 个人进行了调查,并对其中几个集团的发现进行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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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的产品,而随着受访者年龄断的增长,购买盗版比例也随即减少。① 大量的购买行为发生在街
头,根据 PROFECO 的研究,有 93% 是音乐 CD,92% 是电影,84% 是游戏光盘,50% 是电脑软件。②

只有一小部分人认为盗版增加了社会的成本:在 PROFECO 的研究中,31% 认为盗版伤害了制作

商,26% 认为盗版增加了失业,21% 认为盗版对经济有害,只有 1% 的受访者认为盗版会导致更严重
的腐败行为( PROFECO 并没有再列举其他形式的犯罪) 。 对法律的无知并不是一个主要问题。 差不
多所有的受访者———89% ———表示他们知道销售和购买盗版产品是非法的。 BSACAP 发现,只有

16% 的人认为盗版的赢利被罪犯分子获取,只有 2% 的人认为购买盗版是在支持“ 一种靠窃取他人
思想和艺术牟利的生意” 。

PROFECO 的研究发现,即使是哪些不购买盗版的人也存在着各自不同的理由,而他们对盗版的

道德和经济问题其实并不关心。 在这部分人中( 占总数 25% ) ,只有 9% ( 总人数的 2. 4% ) 关心盗版
是否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只有 4. 7% ( 总人数的 1. 2% ) 因为盗版是非法的而拒绝购买。 相反,这部分
人中的 47% 认为质量问题是最主要的原因,28% 的人则表示更喜欢原版。

综上所述,PROFECO 的研究表明,大部分的受访者关心的是产品的性价比。 有 71% 的受访者表

示价格是他们购买盗版产品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同时,对质量的抱怨是最大的考虑因素:在样本中,

68% 的人表示曾经历过盗版产品的各种质量问题———主要是录像和音乐的质量(61% ) 。 只有 12%

的认为盗版产品要比合法产品更容易获得。 至于他们对扩大执法和教育力度的反应,86% 的受访者
认为盗版在过去两年增长了很多,51% 觉得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努力,44% 认为政府做得很少。
盗版的正当理由
消费者购买盗版的理由和那些制造和销售这些产品的人的理由基本一致。③ 在对 13 个卖家的

采访中,都表示知晓盗版是非法的而且根据墨西哥法律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对于销售盗版产品的辩护理由几乎无一例外是经济需求和缺乏其他机会。 “ 我们知道这个是非

法的,但是我们可以赚到 2 到 3 比索,这是我们的收入,” 一个商贩这么说到。 常常这样的辩解理由

还会附带对政府的批评:“ 现在到处都没有工作,你每月花费 200 比索,但是你只能赚到 100 比索。
你怎么活得下去呢?” 一位特比多的商贩领导人更加生动的描述道。 他还指出,尽管收入低得可怜,
盗版贸易还是为大量家庭提供了支柱,而且“ 政府并不创造工作机会,而是在制造贫穷” 。

大多数的销售者并不认为他们的行为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尤其是和贩卖毒品相比。

一个人争辩道:“ 如果你没有工作,你会选择去贩毒、偷窃、还是去卖盗版产品?” 当问到是否认为盗版
是正经行业时,另一个商贩回答:“ 不是,但是能找到什么正经工作呢? 难道改行去行窃?” 当问到是

不是两者都不做会更好一点,这个商贩回答:“ 这就能证明我们的诚信吗? ———那样我们都会饿死!
他们谈论诚信,却根本不了解我们的需求。”

不过,合法生意的影响也让一些商贩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商业生涯了。 一部分人开始销售打

折的正版 CD 产品。 一位女士说到:“ 正版货卖得的不是很多,但是能够赚到足够多的钱。” 这样的模
式适用于当商贩们可以购买到打折的正版产品的时候,通常是某些 CD 不太受欢迎或者积压库存太
①

在 PROFECO 的研究中,年龄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只有 33% 的超过 67 岁的受访者表示购买过盗版产品。 BASCAP 的研究

②

这份调查问卷并没有特别的强调其他的购买盗版和假冒产品的地点,而仅仅是指出小型的商店和公共的市场。 这对于电

结果虽然相对比较窄,但是仍然是一个目前来说非常重要的结果。

脑软件来说是非常正常的,大部分的电脑软件是通过“ Plaza de la Computacion” ———一个大型的处于墨西哥城市区中心的专门购买电
脑硬件和软件的小型商品店集中地销售,而不是集中在 Tepito 这样的市场。
③

这部分的结果是根据 2004 年到 2005 年的调查。 参见 Cross(2007) 的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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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但是一名商贩解释说,这样的二级市场已经开始瓦解,因为很多商店不再降价出售积压产品,而
是直接销毁。 消费者也更愿意购买新的歌曲和合集,这就使得折扣的模式不再适用。① 在这方面,盗
版提供了更高级的顾客服务,就产生了一种竞争性很强的环境,几个商贩提到:“ 如果我该卖正版,但
是我旁边的人继续卖盗版产品,那我怎么办?”
随着时间的推移,商贩行业内广泛存在的贫困和违法行为明显使得盗版买卖变成常态。 其中一

位销售商提到:“ 事实是人们变得习惯了———在这里你见识过各种事情,也开始习惯各种事情。” 一些
年轻的参与者就是这样在盗版经济下成长起来。 有一次,我问一位商贩的女儿,对于她家的收入来
源是否有罪恶感,她很简单的回应:“ 我从没想过这些。”
盗版的平民主义
在经济需求之外,被大多数商贩所认可的支持盗版的理由就是对文化产业的批评。 这些批判通
常基于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统治墨西哥贸易的广泛不满。 当我问一对中年夫妇,盗版是不是一种抢劫
行为,男士说“ 是” ,但是马上就加上一句,“ 让我进一步的说明一下。 谁抢劫了更多呢,他们还是我
们? 那些唱片公司为这个国家做了什么呢? 那些电影公司又做过些什么? 那些总统们又做过些什
么,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 他的妻子补充道:“ 他们只是担心他们自己。” 这位男士变得如此激动,竟
站到我身边看我是否把他说的每一个字都记录下来:“ 自由贸易协议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因为要
从贸易中赚钱就必须要有很多的资本。 现在我们墨西哥的公司都是跨国的,但是穷人的情况却每况
愈下。” ②

在这种大环境下, 很多商贩认为他们给公众提供了跨国公司拒绝提供的服务。 “ 作为一个销售

盗版的人,我确实占了产业公司的便宜。 但是我又在帮助谁呢?” 一位商贩很雄辩的自问自答,“ 是人
民。” 另一位商贩则提示说:“ 以墨西哥的最低工资标准( 大约每天 50 比索或 5 美金) ,根本买不起高
达 200 到 300 比索的正版光盘。 这将花费人们整个星期的工资。 他们到这里却可以找到完全一样
质量的产品……而我们让这些产品更便宜。” 另外一位继续补充:“ 流行文化的目的是要让文化在群
众中普及。 但是那些文化企业的目的只是赚钱、再赚钱。”
销售商对盗版的抗辩体现了墨西哥人民看待盗版问题的两个主要观点:(1)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不平等,而盗版提供了唯一的能够以廉价的方式获得各种文化产品的渠道;(2) 对盗版的一种政治
化的民族主义解读,认为主要是暴利商人们( 主要是美国的) 抬高了价格,而国内的反盗版努力则是
对外国利益集团的屈从附和。
尽管有一定自我狡辩的意味,但这些商贩在采访中表达的观点,进一步证实并强调了墨西哥民

众对政府和利益集团推行的反盗版言论的淡漠态度,这种态度在 PROFECO 和 BASCAP 的问卷调查
中有明显的体现。 在墨西哥,盗版的合理性争议主要集中在经济和平民主义。 大多数时候主要是经
济原因。 知识产权保护则主要被认为是为外国势力( 主要是美国驱动的) 服务的,认为墨西哥政府错
误的在为境外经济势力服务。 在这种环境下,反盗版努力受制于墨西哥人民长期以来对美国统治美
墨关系的愤怒情绪。 这种观点并不边缘,它曾经是 PRI 几十年来一党统治的话语基础。
①

或者,已经不能简单的供应。 盗版常常自己来生产那些“ 混合专辑” 。 甚至一个卖家自己制造了混合专辑,而其他卖家开始

②

这个观点或多或少的至少被一半的我的消息人士所认同并传播,一个当地的匿名团体称其为“ Pirates of Tepito。” 在他们回

复制他的作品。

应 Don de Tepito 电影导演的时候,有一个人大声的抗议当他的导演剪辑版在电影正式上映前数月就已经广泛的传播。 “ 他该向谁抱
怨呢,” 这个文章写到,“ 因为他的电影让 Tepito 的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像犯罪分子和毒品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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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的影响力一点儿也不夸张,并且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使得墨西哥政府带有一种近似

精神分裂的状态来应对法律变革和权利所有人集团的合作。 在 2005 年,我对 PGR 的一位专门负责
墨西哥城知识产权执法的官员进行了采访。 对盗版的新刑法处罚规定的问题,他回答道,“ 我个人相
信提高处罚力度不能解决盗版问题。 这是一个社会和经济问题,而不是违法乱纪的问题……我更喜
欢去逮捕毒贩而不是盗版商。” 和盗版商们一样,他也把很多盗版问题归结到文化行业自身:“ 这也是
那些歌手们的问题。 如果花了 200 比索(20 美金) 买到的 CD,却只有一首好听的歌,其他的都像垃
圾,这怎么可以!” 为什么墨西哥政府愿意投入如此之多来进行反盗版的行动呢? “ 这主要是国际上
的压力———都是那些外国佬在压迫我们做这些事情,” 和很多商贩一样,这位官员也反复重复他对外
国佬们的这些控诉以确认他的话都被我如实记录下来。

结论
这些围绕在墨西哥盗版问题上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从未在行业报告中出现,但是它们在知识产权

执法方面却是举足轻重的。 IIPA 的墨西哥报告———作为美国政府用来给墨西哥政府施加压力的重
要工具———仅仅只是含混的提到了执法努力所面对的漠视和敌意,但几乎完全没有提到墨西哥的民
众,除了提到由行业赞助的教育活动,如“ Think About It” ( Piensalo Bien) 活动,是由 IMPI 和 BSA 在

2008 年发起的。 在我们看来,PROFECO 和 BASCAP 的问卷调查对这些教育活动的意义带来深深的
疑问。 事实上,很少有墨西哥人不知道盗版的非法性,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买卖盗版产品。

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版权产业发动了各种措施,试图将盗版与墨西哥日益猖獗的贩毒活动
联系起来。 这样做的优点很明显:毒品走私在墨西哥是很严重的问题,为此调动了大量的政府和警
察力量。 将盗版与贩毒绑在一起的话,能够为打击盗版获得更多的行政资源。 目前的一些新动向,
包括将盗版列为有组织犯罪,PGR 和地方警察的单方面权力的扩展,以及成立特别的知识产权执法
部门,都显示了一个更大范围的变化,即版权执法的责任和成本被附加在不断扩大的国家安全体系
之中。

然而,正如本章所讨论过的那样,街头盗版和毒品贸易之间的关联证据是非常薄弱的———仅仅

是依靠特比多和其他街头贩卖社区的不光彩记录而建立起来的证据链条。 这也不符合我们所了解
的墨西哥非正式经济。 街头商贩高度组织化并且有深厚的政府庇护,这些都与毒品贸易无关,而是
他们长期的经济斗争和结盟主要政党的结果。
这些关于盗版的官方阐述与实际情况的不符,构成了知识产权执法议程的上限。 尽管长期受到

来自美国和版权工业协会的压力,墨西哥政府并没有对街头执法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 IIPA 的墨西
哥报告所描述的多种“ 失败的合作” 需要在这种语境下理解———这样的失败并不仅仅是缺乏效率和
诚意的结果,而是产业团体需求与可能造成的社会成本之间的动态平衡过程。 很难想象这样的平衡
会在短期或中期得到改变。 然而,这些决定都是商议的结果,而墨西哥政府显然不是铁板一块。 不
同的政府部门在知识产权执法问题上实际采取了不同的姿态。 比如,参加 ACTA 谈判的墨西哥商务
代表就可能很积极,愿意制定一些政策来提高 PGR 和其他执法部门对打击盗版的态度和行动———
当然,只有时间才能证明这些书面协议在街头会有多少真正的作用。

跟其他很多国家一样,墨西哥的盗版问题是很多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中,有数码媒体
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合法媒体产品的高价格,严峻的持续性的经济不平等,以及对执法努力的普遍漠
视与敌意态度。 因为产业团体对这些问题既不了解更不关注,他们始终处于斗争状态,试图打破这个
建立在基本经济规律和普遍消费行为基础上的经济模式。 在这点上,倒是跟反毒品战争挺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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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章的研究
本章主要由 Dr. John Cross 根据其对墨西哥城周边非正式经济和城市贫穷问题长达 20 多年的

研究构成。 很多对特比多的商贩和其他社区成员的采访是在 2004 年到 2005 年进行的。 其他大量
采访———包括与执法官员的访谈———是在 2008 年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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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玻利维亚

Henry Stobart

引言
玻利维亚是南美洲最贫穷、社会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人均 GDP 只有 4200 美金———大约只有美

国的 11 分之 1。① 于此对应的,这个国家拥有数量最庞大的土著人口,以及最大的非正规经济,大约
占所有经济行为的三分之二。② 根据估算,玻利维亚的音乐、视频和软件盗版率在拉丁美洲都是最高
的。 根据国际知识产权联盟( IIPA) 的最新数据,玻利维亚的音乐盗版率高达 90% ,软件盗版率高达

80% ( IIPA2006) 。 据 IIPA2010 年的报告统计, 玻利维亚目前的音乐盗版水平和其近邻秘鲁相近,
在 2009 年高达 98% 。

玻利维亚在传统意义上并不是一个大量生产盗版音乐和电影的国家。 直到最近几年,绝大多数

的盗版产品都是从秘鲁进口的,因为秘鲁的工业化程度更高并且有更大的音乐产业。 然而,与本报
告中所描述的其他国家类似的是,随着直线下降的成本,玻利维亚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国产盗版媒
体以及广泛的盗版发行网络,并随即滋生出盗版大众市场,这个新的盗版市场直接摧毁了小型、高价
的正版市场。 在这个过程中,新兴的大众市场也为玻利维亚的大规模人口潮所带来的新生年轻消费
群体首次提供了媒体获取渠道( 在玻利维亚人口中,中等年龄是 22 岁,大约有 40% 的玻利维亚人口
在 15 岁以下) 。

本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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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IIPA 一贯强烈要求玻利维亚修订其版权法并

且加 强 版 权 保 护。 但 是, 除 了 在 1999 年 设 立 的
SENAPI( 全国性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以及 在 2001

231

音乐唱片行业的转型

年提出但并未执行的关于重建版权系统并为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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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潮

执法特设警务机构的计划( 受迫于以美国为首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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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和复制器材

区贸易协定) 以外,近年来玻利维亚政府对政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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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 IIPA2008) 。 和其他国家
一样,这样的结果来自于国内和国际上的压力:一
方面,政府高度重视与美国合做 一 同 打 击 毒 品 贸
易;另一方面,如果警察代表外国商业利益而捣毁

①

与墨西哥一章一样,这一章主要是以个人的学术研究为主,因此提供的结果数据相对比较有限( 相比前四个大国,南非、俄

②

根据 Schneider(2002) ,私有经济———主要是街头销售商和流动商贩———占有玻利维亚全部经济的 67% 。 玻利维亚并没有

罗斯、巴西和印度) 。 这里主要探讨音乐盗版问题,其次是光盘盗版市场。

在 Vuletin 的 2008 年拉丁美洲的非正式经济数据中出现。 由于受到这些统计方法的限制,这些数据都是采用估算的办法,因此无法
进行精确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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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非正式经济,这非常可能带来不小的社会动荡———这是玻利维亚近年来的历史上最危险的势
态。① 尽管消费者对本土艺术家表示同情,但是对全球媒体集团———尤其是美国公司———表现出各
种不信任。 我们的研究显示,大众对外国公司的损失一点儿也不关心,而且也不担心这些损失会对
玻利维亚人民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术语缩写
IP: 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

VCD:video compact disc:视频光盘

ALBA:Pueblos de Nuestra América ( Bolivarian Alliance for the Peoples of Our America)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
ATPDEA:Andean Trade Promotion and Drug Eradication Act 安地斯山国家贸易推广及毒品根绝法案
IIPA: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liance:国际知识产权联盟

SENAPI:Servicio Nacional de Propiedad Intelectual ( National Servic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全国性知识产权服务
机构

当埃沃·莫拉莱斯( Evo Morales) 在 2005 年 12 月当选总统以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伴随着玻利

维亚的国际角色剧变而又一次被搁浅。 被广泛誉为美洲第一位土著总统的莫拉莱斯备受争议,他被
贫穷的玻利维亚人民所拥戴②,但是也受到国际社会和国内精英阶层的强烈反对。 由于与伊朗政府
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权有着复杂的关系,玻利维亚的国际环境变得十分糟糕,尤其是和美国的关
系。 当玻利维亚在 2008 年 9 月以“ 蓄意破坏民主” 为由驱逐了美国大使后,布什政府将玻利维亚从
ATPDEA( 安地斯山国家贸易推广及毒品根绝法案) 除名,其名单上的国家可以免关税出口商品到美
国市场。

尽管很多人期待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这些关系会得到改变,但是一切事与愿违:奥巴马批准了将

玻利维亚从 ATPDEA 除名的提案,并从 2009 年 7 月正式生效( USTR2010) 。 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也
蔓延到其他领域的合作,包括禁毒和知识产权保护。 在这些问题上的僵局,以及玻利维亚本国规模
太小的音乐、电影和软件市场,还有莫拉莱斯在国际贸易上的不明朗的态度,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 II-

PA 自 2006 年后停止了对玻利维亚的报告。 尽管仍然有国内论坛关注版权行业的利益( 比如 SENA-

PI) ,但是 IIPA 曾经期待的法律改革和加强执法保护等计划在现在看来———至少在短期之内———是
无法实现的了。

音乐唱片行业的转型
盗版被指责为摧毁玻利维亚“ 合法” 音乐唱片产业的罪魁祸首,并且迫使大量跨国唱片公司离开

了这个国家。 在 1995 年,唱片行业给玻利维亚带来了估计 2 千万美金的收益。 三大国产品牌 Dis-

colandia、Lauro 和 Heriba 大约只占 200 万的利益,而高达 1800 万美金的大头收益则被在这里经营的
跨国集团所赚取( Ortiz 和 Herrera 2003) 。 在 90 年代,这些跨国公司包括 EMI Music、 BMG、Warner
Music、 Universal Music、 Sony Music、 Leader Music 和 Santa Fe Records。

视频和音频的盗版率在 19 世纪中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根据安德烈斯·洛佩兹( An-

①

例如,2000 年的“ 淡水战争” ,极力反对由世界银行推动的科恰班巴河( Cochabamba) 的私有化,以及 2003 年的天然气战争,

②

在国内选举莫莱拉斯赢得了 68% 的投票支持。 他在 2009 年获得了 63% 的支持并赢得连任。

为保护玻利维亚的天然气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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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s Lopez) ( 曾经为 Sony Music 工作) 的说法,是玻利维亚 1999 年的经济危机破坏了这种平衡:盗版
水平从 1998 年的 65% 上升到了 1999 年的 85% —89% ( Tiempos del Mundo 2000) 。 在这段时期,国
内和国际的公司联合起来发动了一系列打击盗版的活动,其中包括电视广告、报纸新闻报道,并通过
雇佣警力对街头商贩进行突击检查,以及大规模的销毁盗版媒体产品。 产业团体同时为了加强玻利
维亚 1992 年( Law 1322) 的版权法而进行了各种政治游说,要求政府治理版权侵权问题,并批评了政
府把盗版当作社会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的态度( La Razon 2000) 。 他们还将一些盗版生产者告上了
法庭。 尽管这些被告都被当场抓获并承认了犯罪事实,但他们在受到法庭原谅后释放。

总体而言,大唱片公司对价格不愿让步,于是高达 15 美金一张的正版 CD 被几块钱的盗版 CD

抢了市场,这些大公司自然遇到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压力。 到 2003 年,唱片行业的收入已经被压缩到
了 60 万美金( Ortiz 和 Herrera 2003) 。 所有的国际公司都关闭了在玻利维亚的办事处,国产品牌
Lauro 和 Heriba 被迫停业,Discolandia 直接将其员工从 150 人裁至 20 人。 最近,Discolandia 庆祝了

15 年周年纪念———它是目前唯一一家还在运营的玻利维亚唱片公司。 但是它不是在低端市场上竞
争,而是将本土音乐人的作品通过高质的录音和精良的包装在高端小众市场上销售, 还经常随产品
附送精美的小册子。
新浪潮
唱片录制和编辑的成本在不断下降,这也为新兴的、低成本的本地公司带来了机遇。 玻利维亚
现在有很多家小型的数字录音棚,其主要为本地的艺术家们服务。 特别典型的是,这些公司的产品
价格低廉到足以和盗版产品竞争。
大部分这样的公司其实是非正规的,因为他们既不支付任何税收也不在任何表演权利团体进行

注册( 或者在 SENAPI 注册) 。 根据 Banana 唱片公司的威尔逊·拉米雷斯( Wilson Ramirez) 的说法,
一些这样的公司其实来源于之前的盗版生意,因为盗版既为玻利维亚的音乐界带来了基本的培训,
也为建立录音室提供了必要的融资手段。 根据他的特别观察,一些公司依旧秘密地进行着盗版
生意。①
因为低端市场的增长,玻利维亚唱片行业的崩塌对文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其实很难估计。 尽管
一些国际知名的新民歌乐团已经不再为国内市场录制任何唱片,我们的市场观察得到结论是,玻利
维亚的新音乐发布数量总数是上升的。 随着本土音乐的市场不断壮大,那些来自贫困人群和土著民
的音乐人和制作人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但另一方面,利润仍然非常低,并且合同上经常要求歌手支
付录音棚费用并且要为发行负责。 音乐人们接受这些条件的动机并不是为了 CD 销售,而是为了推
广现场演唱会的宣传。

尽管新兴的音乐公司经常被批评水平低下———甚至不值得一提, 但是这些并没有影响其在国

内市场上的销售。 尽管这样,新兴的公司中仍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高低分化:一些公司试图步入高
端市场,并开始加大宣传攻势。 从这一点上看,盗版生产像本文中提到的其他国家一样走上了相似
的发展道路,在这个道路上最成功的盗版生产商就成为了合法生意人。 这一点在玻利维亚尤为突
出,因为在这里,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被广泛地认为是社会攀升的主要动力。
格式和复制器材
因为玻利维亚是南美洲网络连接率最低的国家,因此文件共享、数字下载以及其他通过网络获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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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0 月,对 Banana 唱片公司 CEO,威尔逊·拉米雷斯的采访。

得音乐和电影的方式在盗版经济中的不占主要地位。① 尽管录音磁带仍然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缺乏
电力的乡村地区,但目前光盘是最主要的形式。 CD 的销售量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急剧上升,但是
这个市场基本局限于城市中产阶级。 相对而言,玻利维亚更贫困的人群则一部到位从卡带直接就跳
入了音乐视频 VCD。 在 21 世纪初,VCD 在玻利维亚已经相当普遍。 这个急剧的发展得益于大量廉
价 VCD 播放器和复制生产器材的涌入。 这些产品来自台湾和中国,在本世纪初被倾销到拉丁美洲。

第一批由本土艺术家制作的廉价 VCD 在 2003 年发行,随后一批面向低收入消费者的小型唱片

公司涌入市场。 因为新型的播放器可以兼容多种格式———CD、MP3、VCD,还有现在的 DVD———这就
使得更多更小的公司渗透进来从而占据市场。 CD / VCD 依旧是玻利维亚人民的首选,因为其低廉的
价格( 往往只有空白 DVD 价格的 2 / 3) 。
玻利维亚盗版的简史
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大规模盗版在玻利维亚的出现是伴随着磁带技术的发展。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廉价的卡带式收录机让取代乙烯唱片的磁带市场开始出现;到了在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录
音机在乡村的普及,卡带市场迅速扩散。 在贫困地区的典型发行方式是,由销售商控制母带,并根据
需要来进行复制和销售。 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复制产品则主要来源于进口,通常从哥伦比亚和
巴拉圭走私进来,从秘鲁进口的 VCD 和 DVD 是后来开始流行。 对进口数据的估计各不相同。 一个
在苏克雷( Sucre) 的销售商在 2007 年指出,有 70% 的盗版产品是秘鲁生产的。 然而我们的研究表
明,2007 年的真正数据其实没有那么高,主要是因为玻利维亚国内生产数量的增加。

不管怎样,与秘鲁的盗版贸易仍然非常主要并且被广大销售商所熟知。 大部分从秘鲁进口到玻

利维亚的产品都是通过坐落在 Titicaca 湖附近的港口城市德萨瓜德罗( Desaguadero) 进入的。 根据从
销售商得到的信息,秘鲁有几个盗版中心,包括胡利亚卡( Juliaca) 、阿雷基帕( Arequipa) 和利马( Li-

ma) 等大城市,德萨瓜德罗的一个销售商把这些地方称为“ 盗版大都会” 。 在 21 世纪早期,对玻利维
亚本土商贩的分销被少数几个经销商所控制,他们负责从秘鲁组织进货,并通过大巴来运输。 一个
在科恰班巴的玻利维亚销售商将其产品标签为“ 超级盗版 DJ” ( El Super Pirata DJ) ,他描述说:

当我刚进这行的时候,开始只有四个大规模的盗版商四处分销他们的 CD。 他们有自己的

卖手,一般会往一个地区批发大约 2000 张 CD。 当一个地方的商贩们选完他们想要的 CD 后,分
销商会接着到其他地方去销售。 分销商们白天去处置这 2000 张批发来的 CD,然后晚上再去收
取费用。

地方的商贩与那些在德萨瓜德罗和拉巴斯( La Paz) 的分销商有密切的往来,从分销商处获得各

种存货。 同样的渠道还可以用来把玻利维亚的流行专辑运到秘鲁进行大规模复制生产。 这个过程
通常还包括由秘鲁的艺术家来设计一个新的彩色封面,里面会包含原装封面里的一些元素或者 VCD

里的视频图像。 这种做法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做法不同,因为其他国家的盗版都是尽量将包装与原
版做得相似,最好是难辨真假。

我们在 2008 年 4 月造访德萨瓜德罗,发现在镇上最主要的三个赶集日之一竟没有任何海关警

察出现。 玻利维亚的商人可以自由在边界穿越。 在边界另一头的秘鲁境内,有大量销售玻利维亚歌
手 VCD 的商店,并且以玻利维亚的货币进行标价以便于跨境销售。 一张光盘只卖 0. 27 美金,大规
①

在 2008 年,只有 62000 的玻利维亚人能够使用宽带连接,这是在一个人口超过 900 万的国家。 只有 1. 23% 的人拥有电脑

( Arratia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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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购买还有折扣。

一位秘鲁商贩解释说,她从去年才开始销售 VCD,之前是卖热饮的。 她声称从这两种生意中获

得的利润几乎是一样的,都很有限:“ 仅仅只够养家。” 另一个商贩是 20 多岁的一名男子,在玻利维亚
边境对面开了家小店。 他的经营规模明显大的多。 他本身是学平面设计的,但是和许多被采访的商
贩一样,他很难在正规经济领域找到工作。 尽管他的生意一直比较赚钱,他也提到利润已经降了很
多:“ 五年前,如果你投资 1,000 美元,下个月就能赚到 3,000 到 4,000 美元。” 现在,每张 CD 的批发
价变得如此之低只有大宗买卖才能盈利。 这种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是复制设备价格的大幅下降。 他
说道,在 5 年前,一个可以刻录 10 张光盘的烧录机要花费 8,000 美元,那时候只有拥有大量资本的
盗版商才能买得起刻录设备。 这些生产商可以因此控制市场和价格。 当我们在 2008 年谈话的时
候,同样的设备售价只要 600 美元, 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进入这个市场,激烈的竞争使得盗版光
盘的价格大规模下降。

随着光盘刻录机器的普及,光盘复制开始由商贩或当地供应商自己进行。 因为最终出产的光盘
很难区分,外包装的印刷品质就成为决定质量好坏及价格高低的关键。 一些以前的盗版生产商和发
行商进而转行从事印刷和销售外包装的生意———在这个生意投入购买价格高昂的设备仍然会得到
高技术的优势。 在拉巴斯的光盘生意人现在也开始销售秘鲁生产的包装封面。

尽管最后完成的盗版光盘从德萨瓜德罗进入到玻利维亚,原材料的贸易则从其他不同的渠道进

货。 空白光盘、塑料包装盒以及透明的小塑料袋是从中国和台湾销售到智利的伊基克港( Iquique) 。
他们通过玻利维亚的德萨瓜德罗由卡车送到秘鲁。 秘鲁的盗版生产商常常到拉巴斯去购买光盘烧
录机。 对盗版生产线的各部分的贸易是完全合法的。 在 2008 年,拉巴斯的空白 CD / VCD 售价为 0. 1
美金,空白 DVD 是 0. 15 美金,透明包装盒是 0. 11 美金。

德萨瓜德罗的经济大量依靠黑市,这意味着太积极的海关官员是不可容忍的,打击走私的企图

经常会引起当地的激烈抵抗。 例如 2008 年,当玻利维亚当局试图禁止向秘鲁走私天然气罐( 在那里
可以卖到玻利维亚市价的 5 倍,因为玻利维亚政府有定价补偿) , 紧张的局势就出现了。 在 2008 年

6 月,一个原本计划庆祝新军事营地落成( 以管理边境贸易) 的公众集会最后演变成为群众暴动,镇
上群众洗劫并焚毁了海关办公室,最后还赶走了新建的营地。 这次事件致使当局加强了对通往德萨
瓜德罗的道路的巡逻警力,结果是玻利维亚商贩从秘鲁购买盗版 VCD / DVD 的危险系数大大增加。

被逮捕的可能性增加也促使了玻利维亚盗版的本土化。 一个常年在 Desaguadero 进行贸易并几

乎每周五都去进货的商贩给我们列举了购买玻利维亚本地产品的好处:除了降低与警察交锋的风
险,她还可以节省大约 6 美金的巴士费用。 消费者的满意度也更好:有质量瑕疵的 DVD 产品可以退
还给供应商。 但是她也抱怨利润下降了不少。 前几年,一张 DVD 的进价是 1. 36 美金,以 2. 72 美元
的零售价卖出,每张光盘有 1. 36 美元的利润。 当我们在 2008 年 4 月面谈的时候,每张 DVD 的利润
只有 0. 4 美金。①

影响 DVD、VCD 和 CD 价格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格式、种类、分区、包装质量、销售商的竞争以及

某个城镇内部的地区差异等。 在大一点的城市如托西( Potosi) 和苏克雷,盗版和正版的差价在 10 比
索是很正常的。 许多当地的原创歌手,其主要听众是那些土著移民,他们在这些相对贫穷的本地市
①

其他一些数据显示本地化的生产并不是普遍的:根据销售价格,制作时间和各个地区销售商团体的喜好而不同。 在 2008

年,记者 Wilfredo Jordan 报道了一个在拉巴斯的销售商奥尔托( El Alto) 的故事,他放弃了儿童鞋子的买卖转而从事更有利可图的盗
版 CD 生意。 一开始,整个家庭烧录自己的光盘,但是他们发现如果从德萨瓜德罗进货的话价格更低,他们开始每一周都去进货。 根
据乔丹( Jordan) 的说法,去秘鲁边境进货的贸易商人的数量依旧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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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都拥有自己的店铺。 有一些人还直接把作品卖给销售商,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可以有机会监控
自己作品的发行情况,并直接跟有信誉的销售商建立联系。 这些做法也展现出玻利维亚消费市场上
的阶级和民族差异。 这些原创 VCD 虽然大量流行于贫穷的边远地区,但却从未出现在那些聚集着
大学、旅游景点和殖民时期教堂的高档城市中心。 市中心的店铺只关注国际和国内的流派———几乎
无一例外是盗版———但是却很少涉及那些地方性的原创音乐作品。

从盗版到正版的发行商
在玻利维亚的许多城镇里,街头商贩需要市政府颁发的执照、许可或工会会员资格才能从事买
卖活动。 在大一点的城市,如拉巴斯,有几个主要工会代表商贩的利益。 出于当地乐手的利益,并且
考虑到商贩团体需要更广泛的合法性,工会开始针对盗版进行一些有意思的尝试。 通常的做法是,
工会以发行商的身份与本地乐手达成销售协议。 在一些案例中———尤其针对本地摇滚乐队的案

例———这种模式非常成功:商贩工会以 7 比索一张 CD 的价格支付乐手,然后用 10 比索的价格出售。
但是,如果要升级这种模式并与音乐制作人合作,结果常常不太成功。 一位音乐制作人这么评论:

这是一个很理想的模式,但是并不能真正适用,因为很明显我们是在讨论那些一辈子都依
靠非正规经济来谋生的人。 他们从来没给任何人支付过一分钱,从没交过税,他们不愿意———
将来也不会原意———改变这些状况。
工会代表们则从他们的角度,抱怨那些制作人总是企图倾销过时的和低档的唱片产品,都是些
卖不掉的产品。

2006 年的一份颇具野心的协议,将拉巴斯影院工会和全国小规模音像与音乐商贩联盟联合起

来。 这份协议要求商贩们只有当影片在拉巴斯的电影院放映后才能销售该片的 VCD 和 DVD,一般
的时间期限是影片公映后三个月。 据工会官员称,这样的做法将为国产电影提供永久的保护。 更不
寻常的是市政官员所扮演的角色:这份协议是在市长办公室促成的,并由警察负责执法保护。①
然而, 这份协议的执行很快就以失败告终。 媒体文章批评市长办公室这份协议等于是在为“ 盗

版开了绿灯” 。 音乐家权利联盟组织,如玻利维亚词曲作者协会( Bolivian Society of Authors and Music

Composers) ,则认为这样不尊重国际乐手们的权利。 但是,真正的破坏来自那些非公会商贩和其他
商贩工会的成员们,他们不受这份协议的限制,因此大大降低这份协议的效果。
土著化政治
由于现在玻利维亚和美国之间的复杂紧张关系,以及因为美国将玻利维亚从 ATPDEA 中除名而

失去协商条件,外部压力似乎很难在玻利维亚的法律和执法方面带来任何影响。 相对来说,靠内部
努力去保护、控制和发展本土的知识产权反而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根据外国贸易信息系统( Sistema

de Informacion al Comercio Exterior) 的报道:“ SENAPI 的现任领导( 由总统埃沃·莫拉莱斯指派) 宣布

要对 SENAPI 进行‘ 革命’ ,现在整个办事处都在关注如何对传统知识进行注册” ( USTR 2008:40) 。
根据 2009 年实施的玻利维亚新宪法,以及 2007 年的《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 玻利维亚是第一
个签署的成员国) ,玻利维亚可能将起草新的法律来保护其本土和土著文化产业。 这份联合国宣言
部分内容如下:
①

关于拉巴斯的电影产业背景可以参见 Himpele(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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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条

1. 土著人民有权保持、掌管、保护和发展其文化遗产、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表达方式,以及

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表现形式,包括人类和遗传资源、种子、医药、动植物知识、口述传统、文学作
品、设计、体育和传统游戏、视觉和表演艺术。 他们还有权保持、掌管、保护和发展自己对这些文
化遗产、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表达方式的知识产权。 ( 联合国大会 2007:11)

土著原创艺术家组织对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求拓展并保护他们的权利。 他们愤怒的对象
包括那些现存的音乐权利管理集团,这些组织不仅不保护土著人民的权利还抄袭他们的作品。 这体
现了玻利维亚当前的知识产权政治的另一个角度———不仅政府没有能力执行反盗版法律或修订新
的版权法,就连重要的利益集团也认为现行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只会加强国内和全球范围的不平
等。 这种观点并非边缘化。 值得注意的是 2003 年委内瑞拉倡导的替代性区域贸易协议,即美洲玻
利瓦尔联盟( ALBA) ,玻利维亚是 9 个成员国之一。 该协议也提到了上述观点:

在南北世界不平等关系的框架下,北方世界在科技和技术领域的优势是明显的。 国际间的
知识产权政策是在加强地域之间的不平等。 这个系统只保护富裕的北方国家,而将南方贫穷国
家置于无保护状态。 但是南方国家在其中却有一个真正的优势:遗传的生物多样性,以及土著
人民和广大农民的古老知识。 ( ALBA n. d. )

至于玻利维亚政府将如何管理这些问题并发展和强化自己的政策,我们还无法准确预见。 但很

明显的是,加强执法力度并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即使被用于支持土著文化上。 和世界上其
他国家一样,音乐录制在很多乐手的生活中主要是起到推广宣传的作用,而不是赚取收入的直接手
段。 期待玻利维亚或者其他贫穷国家扭转这种状况是很难的。 重点是,在玻利维亚和其他同等经济
地位的国家,对于绝大多数消费者和艺术家而言,这些新的转变并不是使情况变得更坏。 在玻利维
亚,推广功能并不是昔日曾经活跃的音乐产业的遗留,而是本土乐手崭新的价值来源,并且代表了一
个更广泛的音乐消费群体的诞生。 至于这种新的音乐经济模式将如何合法化并扩大它微薄的盈利
空间,则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但这在玻利维亚并不是个新问题,因为这里大部分的乐手,甚
至包括一些非常著名的歌手,都一直将音乐和其他类型的经济行为结合起来。 对于绝大多数的音乐
家来说,这和盗版泛滥之前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

关于本章的研究
玻利维亚的盗版研究基于作者对本国家不同地区( 包括秘鲁) 的音乐家、制作人和销售商的采
访。 本文原来是一项题为《 数字土著化》 的大型人类学研究项目的一部分,由英国学术委员会和英国
艺术与人类研究委员会( AHRC) 资助,于 2007 年 9 月至 2008 年 8 月在玻利维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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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印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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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盗版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进入到印度公众的视野中。 影像文化的飞速传

播,印度逐步成为新兴软件巨人,以及国家之间在知识经济上的角逐,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印度社会
将知识和创造的控制问题———“ 知识产权” ———列为国家经济政策讨论的前沿热点。 当印度媒体产
业雄心壮志地将目光投向全球电影、音乐和电视市场时,版权保护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大规模

本章内容

式录音磁带和书籍领域的盗版,人们却已经开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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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识到大规模盗版不单单会威胁到具体行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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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版生态系统

还会对更广范围的经济模式甚至国家的经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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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版行为在当时还被认为是仅限于街头贩卖的盒

扩窗发行( Wind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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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盗版

产生不利影响。
在这场发生于律师、法官、政府官员和媒体游
说势力之间的大讨论之中,人们对印度知识产权保
护“ 问题” 的认识逐渐成形———无论在立法层面还
是街头执法的实践层面。 高级别的政策对话已经
产生了多项实质成果,印度对《 著作权法案》 进行了
两次重 要 修 订, 包 括 在 1994 年 和 1999 年 通 过 的
《 著作权法案》 修正案,分别用于遏制录音带和光盘
盗版的增长。 而近几年,围绕着文化产品控制权展
开的一系列新的争夺战已经打响,在这个背景下,
新一轮 立 法 提 议 于 2006 年 被 提 出, 并 有 可 能 在

2011 年初进行表决。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印度的盗版产业的发展受

到了在生产、流通、媒体和文化领域发生的全球化转
变的影响。 这些如今已经被人们所熟悉的转变,既
包括宏观层面的,比如新的国际知识产权义务和印
度融入全球媒体市场;也包括非常局部的变化,比如
廉价的 DVD 播放器、刻录机、电脑等电子设备进入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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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新媒体艺术概况

277

结论

困城区的居民生活。 在这个方面,印度是属于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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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讨论的更广阔的技术、文化和政策变革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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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不过,有两点相关因素却让印度非常与众不同。

术语缩写
ACTA: 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反假冒贸易协议
BSA: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商业软件联盟
DRM: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数字权利管理

ESA:Entertainment Software Association:娱乐软件联盟

FICCI:Federation of 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印度工商联合会

FPBAI:Federation of Publishers and Booksellers Association of India:印度图书出版与经销商协会同盟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

IDC: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国际数据公司

IIPA: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liance:国际知识产权联盟
IMI:Indian Music Industry 印度音乐行会
IP: 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

IPRS: Indian Performing Right Society:印度表演权协会
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网络服务提供商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技术

MPAA: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美国电影协会

MPDA:Motion Picture Distributors Association:电影发行商协会

NASSCOMP: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ftware and Services Companies:国家软件与服务企业联合会
P2P:peer-to-peer:点对点

TRIPS: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UPDF:United Producers and Distributors Forum:制片人与发行人联合论坛
USIBC:U. S. -India Business Council:美印商会

USTR: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VCD:video compact disc 视频光盘

WCT:WIPO Copyright Treaty: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

WIPO: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

WPPT:WIPO Performance and Phonograms Treaty: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录音录像制作者公约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贸易组织

首先,与其他中低收入国家不同,印度本土公司依靠残酷的价格战和服务战占据了国内电影和
音乐市场的统治地位。 在印度,正是本国公司的产品填补了高价格的外国媒体产品和低价格的盗版
产品之间出现的市场空白。 而且在本土公司的主导之下,媒体产品在分销和定价环节正经历着一场
激烈的变革,这与目前正发生于美国和欧洲市场上的情形十分相似———不断涌现的低成本数字媒体
服务正在颠覆传统的商业模式,迫使传统商业模式为了适应新的市场环境而进行艰难的重塑。 但是
这种重塑过程在发展中国家还比较少见,媒体市场主要被跨国公司所占据,围绕高价格产品而建立
起来小范围市场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媒体市场的主要格局。
当然我们要明确一点,凭借印度媒体市场的自身发展,并不能提供一个对抗盗版的内生机制。
而事实证明印度的版权执法在不同层面都遇到了特殊的阻力。 但是与此同时,印度却又能提供一个
强大的解决途径,可用于应对一个困扰着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两难困境:夹在居高不下的正品价
格和传播广泛的盗版产品之间的尴尬而脆弱的合法媒体市场究竟何去何从。 印度为本报告的一个
核心疑问提供了独特的答案:解决盗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能够清除或大规模的减少盗版现象,
239

而在于相应的正版市场能否通过高低成本之间的竞争而建立起来。
第二个印度特有的因素是其文化生产和监管的分散性。 尽管宝莱坞常常被当做是印度电影的

代名词,但实际上宝莱坞仅代表印度电影业中的一部分, 即那些聚集在孟买( 以前叫 Bombay) 周围
的印地语电影厂。 事实上,宝莱坞仅仅是几个重要的区域性和地方语种电影之一,这些地方电影包
括坦米尔语电影、埃纳德语电影和马拉雅拉姆语电影。 电视产业也遵循类似的区域性划分。 而制定
这些区域性划分的媒体政策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尼赫鲁提倡的现代化运动。 这些地方性传
媒产品深受当地居民欢迎。 所以, 印度本土电影、电视和音乐作品在国内市场占据了统治地位,并
不断排挤好莱坞以及其他跨国媒体公司,使得后者成为了媒体市场中的边缘角色。 好莱坞在印度电
影市场仅仅占有约 8% 的票房,这与其他中低收入国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国际音乐也只占有印
度市场的 6% 。 ( Kohi-Kandekar 2010) .

企业的所有制模式,进一步强化了印度市场的高度区域化。 尽管在过去十年中印度社会投入相

当大的努力来实现企业所有权结构向现代化转变,但是印度的娱乐行业依然保持着高度的非正规性
和家族性。 这种企业结构当然是扎根于并服务于本土市场。 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企业所有制模式
并不利于印度与全球媒体经济的接轨,尤其无法协调与全球利益集团的关系。①

上文所述的分散化成为了诸如美国电影协会( MPAA) 和商业软件联盟( BSA) 等行业游说团体

长期遭遇挫折的源头所在。 长期以来,美国的行业协会希望能够有一个统一的印度权利人团体或者
官方机构来协调工作,但是他们既没有找到也没办法建立这样的一个组织。 当国际执法组织与印度
权利人进行协商时,他们需要与大量的只专注于本地市场并只约束于邦州地方法规( 而非全国性法
律) 的区域性厂家进行接洽。 于是,跨国产业集团发现自己成了倡导盗版执法的说教者,其目的是为
他们未来长久的运营与政治游说制造积极有利的环境。 从这点来说,跨国集团可谓取得了初步成
就,他们与各邦政府建立起打击盗版的话语背景,并拉拢本土的电影、音乐和软件产业联盟。 很多地
方组织都已经采纳了跨国集团推行的这些反盗版的话语体系和做法,有几家组织甚至自发地在印度
媒体市场中资助了一些打击盗版的执法行动。
政策宣传和执法努力也遇到类似的挑战。 在印度,执法权属于邦政府,而不属于国家中央政
府。②

尽管印度的法律制度和西式法院审判体系帮助印度能够相对顺利地将法律理论和实践移植过

来,但是在省邦层面运行的警察、法律和法院系统,意味着版权执法在地方政治背景下面临着纷繁复
杂的情况。 产业集团在调动警力和推动案件审理进程中,需要不同程度的政治手腕。 印度尤其繁琐
的刑事司法程序经常被列入国际知识产权联盟( IIPA) 的报告,并成为讨论的主题,报告中要求印度
知识产权法庭建立更快捷的诉讼程序,受理更多的侵权案件。 媒体产业打击盗版的成功,尤其是电
影产业利用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条款来打击电影盗版,都是在省邦层面完成的,需要依靠强大的地方
产业利益相关集团的支持。
尽管国外游说团体在省邦层面越来越活跃,他们也一直在努力尝试使印度的中央政府成为更有
效地法律执行机构,对印度国内媒体市场和媒体产品的流向施加更加严格的控制。 这一工作的主要
落脚点是加强边境监控措施,并提高印度高度分散的邦政府警力的全国性协调。 最近的几项战略行
动包括在即将开始的版权法修改中补充增强执法的条款。 这一项目的困难也是经常受到 IIPA 的印
度报告关注的重点问题。 在 2009 年,IIPA 指出:“ 印度所急切需要的,尤其是印度的版权产业所需要
①
②

参见 Rajadhyaksha (2009) 关于 20 世纪 90 年代印度语电影产业企业化与国际化进程的阐述。

印度宪法将国家权力划分为三个种类或者“ 序列” :属于中央政府的;属于各个邦的;由中央政府和邦共同享有的———共有

序列。 法律与政令是属于省邦的管辖。 因此依靠警察力量实施的执法措施需要由邦一级政府组织,而不能通过中央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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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在中央政府层面建立一套全国性的反盗版战略,并能够有效的带动各个邦政府的实施。” 这些
问题缺乏进展,或多或少的造成了印度长期被 USTR 列在被观察名单上。

印度的反盗版执法工作被 IIPA 和其成员国家认为是基本失败的,IIPA 的报告似乎体现的不仅

仅是印度盗版的猖獗 ( 毕竟印度的盗版程度在发展中国家也算常见) ,也体现了 IIPA 对印度政府的
表现感到失 望。 报 告 称 盗 版 率 在 过 去 的 几 年 中 始 终 保 持 相 对 稳 定———2008 年 软 件 的 盗 版 率 是

66% ,音乐唱片( recorded music)55% ,娱乐软件联盟( Entertainment Software Association,ESA) 最近发
布的一份调查显示游戏的盗版率高达 89% (2007 年发布) ,MPAA 最近发布调查显示电影的盗版率
为 29% (2005 年发布) 。 印度当地的某些行业内盗版率更是高得惊人,包括 DVD 市场估计约为 90%

的盗版率和电子音乐市场 99% 的盗版率①。 支撑上述判断的研究一般都没有对外公开,因此关于这
些判断的真实性难以做出检验。

尽管 IIPA 不断发出批评的声音,但其实印度的总体执法模式和盗版组织的演化与其他发展中

国家的情况并没有什么不同。 越来越多的中层零售商离开盗版市场,这种趋势是在两方面因素的共
同作用下形成的。 一是在主要街头市场受到警察力量的骚扰,如新德里的 Palika Bazaar 和孟买的
Lamington 路;二是盗版碟片价格的下降导致利润率的大幅度下滑。 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促成了盗版
光盘贸易出现持续性的“ 无形式化” ( deformalization) ,催生了以灵活、低成本和逃避执法为特征的街
头贩卖盗版行为。

执法实践领域的共同点也很明显。 国内的制片商调动警方力量为特定的执法行动服务,最常见
的是在重点电影的发售窗口期提供执法保护。 在孟买、钦奈和班加罗尔等城市发生的大规模目标明
确的警察执法行动已经成为了电影产业发行策略的正常组成部分,同时也为更广泛的电影制作人团
体创造了十分不平衡的执法空间。 相比之下,国际电影通过更宽泛的盗版分销渠道进行传播,没有
这样的地方性遏制手段,致使国际电影很难成为集中执法行动的保护对象。
本章将对印度的媒体市场、盗版和执法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探讨,重点关注如下三个问题:

1. 非正式媒体经济的组织结构———从街头贩卖到利用跨国网络生产廉价硬件和盗版碟片。 这

些网络构成了过去 20 年里人们所称的亚洲盗版地图,覆盖中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还有南亚移民
的目的地国家。 这张盗版地图如今已经失去了其连贯性,因为曾经占据盗版贸易主流的跨国磁带和
光盘走私模式逐渐让位给了迅速增长的本地生产和网络传播模式。

2. 飞速发展并且不断变化的印度电影产业,其命运将主宰着关于印度盗版和执法问题的讨论。

其中两个因素比较突出:以多厅影院为重心展开的院线市场的重组,带来了不断上涨的价格和日趋
固定的分销渠道;在 DVD、音频、视频点播等媒体二级市场中,竞争态势非常激烈,导致快速下跌的价
格和与盗版市场越来越多的正面竞争。

3. 第三,印度执法活动的演化。 这些演化决定于印度媒体市场的地域性,政治权力的分散化,

以及国际、国家和本土组织间逐渐形成的执法合作。 执法合作的范围逐步覆盖了执法活动的全部内
容,从基层的清理和调查,到对警方和法官的业务培训,再到对知识产权和流行媒体的盗版问题的更
广泛的话语权的构建。

盗版生态系统
在印度,对媒体盗版的表述与其他国家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基于权利人在道德和经济上的诉
①

Sanjeev Varma,Moser Baer 的企业沟通部主管,采访,2009 年。 99% 的数字来源于 IFPI 数据,引自 IIPA(201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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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并将上述诉求合法化。 这些表述的重点集中在盗版行为的非法性质和刑事违法性上,突出了这
种行为能够造成的潜在损失和危险,经常暗示盗版活动与印度的失业率和有组织犯罪等一系列社会
危机都存在着关联。 这种对盗版现象的负面描述成为印度执法部门的工作中心。 但是在我们看来,
这种描述与媒体盗版的实践情况相距甚远。 片面夸大其词、危言耸听,让他们很难真正领悟到盗版
活动在现今印度媒体环境中的普遍性和广泛性。
这种普遍性植根于多重原因。 首先,非正规部门在印度文化创新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尤其在过
去十年的数字革命的背景下。 印度,与其他中低收入国家的情况相仿,数字文化主要是通过非正规
领域进入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 无论功过与否,进口的廉价中国硬件、灰色市场上的回收产品和盗
版内容,都对促进数字文化兴盛和扩大媒体普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些非正规渠道对媒体制
作的民主化也很关键,因为促使了生产和发行成本的下降。 在这一背景下,盗版和黑市行为不仅在
狭义上成为了“ 消费” 的载体,也在很大程度上为印度公众的教育、创新和文化参与奠定了平台。
然而总体来说,这些变化只有在关于盗版的争议中才被印度媒体关注,并且经常遭到批判。 关

于新媒体网络的性质,以及它们对印度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 ( 或者对与理解全球化的意义) ,都很少
被仔细研究。 本章———以及这份报告所属的更庞大的工作项目———就是期望记录发生在印度的媒
体产业和城镇生活中的这些转变。

印度新闻界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大多数都在印度想象的两极之间摇摆:一是国家干预主

义,以 20 世纪 60 年和 70 年代印度的现代化规划为典型。 二是最近的市场自由主义,这种思潮是伴
随着印度成为信息技术产业的主力而在过去 20 年里出现的。 然而实际上,印度从乡村社会向快节
奏的、市场主导的现代化过渡的进程并不是这么简单。 对于大多数印度人而言,他们所经历的现代
化进程并不是通过全盘革新一蹴而就的,相反,是通过吸收外国淘汰的技术和低成本地模仿他人技
术而实现的。 所以说,印度的现代化是“ 二手的” ,它的主要力量是来自于那些早已过时的技术在印
度各个社区、地域和阶层间的广泛流传。

通过把盗版现象定位于非精英媒体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尽量避免了将盗版定义为一种盗窃或犯
罪行为,转而关注盗版行为如何别编织进现有的社会关系,并且同时改造了这种社会关系。 这意味
着将关注的焦点转向那些被排挤在印度中上层阶级所享受的技术教育以外的社会群体。 他们没有
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却成功地在信息经济的价值链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他们的社会攀升轨迹很多是
从呼叫中心、复印中心、网吧或电脑服务与维修行业开始的。 在这些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印度民众
试图脱离由于缺乏正规教育所造成的个人发展局限的强烈愿望。 了解这种社会流动的宏观背景和
内心渴望,是我们理解印度的盗版现象和新媒体网络的关键 ( Sundaram 2001, 1996; Liang 2003) 。

尼赫鲁广场
位于新德里的尼赫鲁广场,是亚洲最大的
电子市场,也是印度最大的纺织品出口中心,更

Singh 属于最早的一批来到尼赫鲁广场做

是一个大型的盗版软件市场。 但它原本的用途

服装出口生意的人,尼赫鲁广场最大的量贩店

中, 尼赫鲁广场被设想成 15 个区域中心中最大

当初所描述的现代化愿景并没有成为现实,眼

可远不是这样的。 在 1962 年的德里城市规划

中的一家就是 Singh 所有。 他觉得广场建设者

的一个,它将重新定义德里的城市生活。 尼赫

前的一切深深的背叛了他: “ 当初尼赫鲁广场的

鲁广场可以说是新德里———乃至整个印度———

规划摆到我眼前时,我还以为这里会成为伦敦

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所风行的现代化想象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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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缩影

纽约的时尚大道,或欧洲的中心市区。 我丝毫

没有想到它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如今,尼赫鲁广场成为印度经济中正规性
与非正规性相互渗透的最好例证。 这也是一个
商业复兴的鲜活案例。 尼赫鲁广场的商业复苏

的店 家 之 间 相 互 联 络, 彼 此 交 易 部 件 和 服 务。
大多数店家都通过一个叫 做 “ chhoti” ( 小 型 线
路) 的内部局域电话网联系起来,“ chhoti” 实际

上是 非 法 的, 因 为 它 避 开 了 官 方 的 电 话 网 络。

主要依赖于活跃起来的二手硬件市场,这里出

当有顾客需要某件商品时,接待这位顾客的商

售翻新的电脑、软件和各种相关服务。 电脑硬

家就会电话呼叫可能有货的小贩。 如果接电话

件商贩最早出现在 80 年代早期,当时本地公司

的小贩也没有存货,这种询问就会一个接一个

和政府 部 门 刚 刚 开 始 采 用 大 批 量 电 脑 设 备 办

地传给其他人,保证大部分客户的需求最终能

公。 如今,这些硬件商贩依然是规模庞大的印

够得到满足。 这种运行模式说明两点: 一是在

度计算机与软件灰色市场的重要力量。

这个商户群中没有一个中心仓库;二是市场中

在二手硬件市场出售的物品大多是从东南

绝大多数交易都是以现金方式进行的,这样方

亚运来的废弃电脑经过重新拆解、组装而成的

便商户之间通过网络进行硬件和服务的交易或

翻新机。 一位当地的硬件零售商 Sachin 对产生

者调配。

这种特殊商业模式的文化土壤做出过解释:“ 在

盗版软件在尼赫鲁广场也是大行其道, 并

其他国家,一款电脑的寿命周期一般也就是一

常常以预装的形式随着二手机器发放。 离软件

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技术的升级换代通常很快。

区不远,正好就是微软的新德里总部,矗立在尼

但是在印度,人们不愿意把旧电脑卖掉,他们对

赫鲁广场的中间位置,正好俯瞰这一片盗版交

待电脑像对电视机一样,如果想换新的电脑了,

易的集 散 地。 和 尼 赫 鲁 广 场 上 的 其 他 商 家 一

就把旧的转卖给别人。”

样,微软总部的位置最初也是用作他途的,在规

这个市场形成了一个内部分销网络, 不同

划地图上,这个位置原本应该是一家电影院。

印度的城市经验告诉我们,合法性问题往往是盗版研究中最无趣的部分。 合法与非法之间的严
格界限问题常常与印度媒体产业结构的关系不大,在大规模非正规产业部门中尤为如此。 更多时
候,最好是问人们如何在城市传媒环境中生活,他们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突破重重限制,包括法律
上的限制,接触或者获取他们所需的传媒内容。

所以我们对盗版现象的兴趣主要不在它的非法性上———其实,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在实践层

面,在印度划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都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对盗版现象的普遍性更
感兴趣。 为了解读这一问题,我们分析了盗版产生的社会土壤,盗版现象背后隐含的流通与消费模
式,以及针对盗版现象的社会监管形式和引发的顾虑。
真正理解印度的盗版问题,首先是要理解产生非正规经济的前提条件。 在印度和世界上其他经
济落后国家的城市中,这些非正规途径形成了民众对货物、服务、住房、政治权威以及其他生活要素
的获取渠道。 这些城市大部分是依靠房产和基础设施的非正规网络建设逐级发展起来的。 城市的
发展只有部分受到人为规划的干预,因此也只有部分城市建设被整合进面向全球经济的商业、服务
和政府权力系统中。
作为城市增长无法回避的因素,印度各邦政府对这些非正规性条件采取了广泛的容忍态度。 但

是在最近的 10 年,这种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因为随着印度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大部分城市

的土地需求压力急剧加快。 在印度许多城市里,广大非正规聚集区正面临被拆除的危险,因为贫民窟
和棚户区的命运掌握在法院手中。 不可避免地是,这个过程只能导致非正规经济的转移而不是它的取
缔。 一旦旧有的非正规聚集区被清拆,居住其中的贫困人口和边缘人口就只能被迫迁移至其他地区。
最后导致的城市不稳定因素将形成新的临时聚集区,非正规交易和城市边缘群体又会重新聚集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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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引出有关城市发展的题外话,是因为讨论盗版现象不应该脱离其所存在的城市环
境。 研究印度盗版活动的特点,要从众多的盗版商贩与印度民众在城市生活中的每一次互动开始。
其中有三个渠道是我们调研的核心:最传统但也依然普遍的街边贩卖生态;组织起大范围光盘贸易
的产销网络;以及最近兴起的 P2P 网络和其他数字传播途径。
街头市场的盗版
可以说,非正规的街头经济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倒不是人为的法律管辖,而是印度不可预料的天
气。 每当雨季来临,在班加罗尔的街头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天上瞬间下起瓢泼大雨,数以百计
的小摊贩则在慌乱间四散跑开去寻找避雨的场所。 警方的执法扫荡所产生效果基本相似,而且扫荡
一旦结束,摊贩们就会立即又聚回到原先的地方,继续贩卖盗版制品。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盗版光碟的普及,街道和市场便成为了这种商品的半永久性销售点。 像国家

市场(National Market) 和 SP 大道这样的地方,实际上几乎成为了班加罗尔标志性的盗版中心。 这里是
仿冒和盗版商品的集散地,各种产品应有尽有,包括 DVD 碟片和 DVD 播放机,产自中国的移动电话和
PDA,MP3 播放器和点唱机,冒牌 Ray-Ban 太阳镜,还有游戏机等等。 就连过时的老式 VHS 录像机在这
里还都可以找到,连同还能购买到搭配录像机使用的 90 年代到本世纪初生产的各种录像带。

摊贩们会根据客户群的需求随时调整产品的种类。 在位于米勒大道上的 Ayyapan 寺外的货车上

( 泰米尔族人在班加罗尔的聚居区) ,泰米尔语电影成为了摊贩贩卖的最主要的商品,其次则是印度
语电影。 英文电影则被单独摆放在一起,很少受到客户的追捧。 在班加罗尔的主要商务办公区———
MG 路上,盗版产品主要是满足那些年轻白领们在工作之余的娱乐。 在这里,贩卖的货品则均匀的混
杂了印度语、英语以及印度地方语电影。 当班加罗尔市为了修建地铁,在百英尺大道的时髦地段开
始建设施工的时候,这里便成了销售低端产品的集贸市场。 摊贩们将摊铺设在一些知名品牌的店铺
外面,从而向那些就职于高科技园区的高管们出售盗版光盘。 在这一城区里,非正规市场里最受欢
迎是好莱坞的电影。 虽然不同地点的销售模式大体相同,但是商贩们却是随时移动的,并能够随时
做出快速调整以适应不同的城市环境和客户喜好。
街头盗版提供的商品种类也十分丰富,能够反映出最新影片的各种高低档复制版本的供求程
度,以及像包装贴纸等配套材料的市场情况。 盗版市场上的高端产品是最新上映电影的高清版,通
常是将蓝光盘压缩成 720P 的 MP4 文件或类似格式以便于刻录在 DVD 光盘中。 这种产品在大多数
的街头市场仍然少见,但是在那些拥有高清电视的高级白领们常常光顾的街区,却越来越普遍,例如
百英尺大道。 盗版市场上的低端产品是那些装有好莱坞或宝莱坞电影的压缩光盘,通常一张光盘上
会刻录 3 到 5 部电影,有的甚至是 10 部或者更多。 刻录的电影数量越多,翻刻质量就越差。 盗版商
贩在进货时通常会大批量买入多种类别的盗版制品。 以我们考察期间购买到的电影《 铁面无私》

( The Untouchables) 的盗版光盘为例,有一张是从正版 DVD 复制而来的,而另一张盗版盘则压缩了三
部最新印度语电影的“ 枪版” ,画面非常低劣。 通常在一部电影上映几周之后,相应的盗版就会先后
出现,首先是不断升级的枪版,翻拍的画面和音轨会越来越好。 几个月之后,商贩们便会摆出从正版
DVD 完整复制过来的盗版盘供顾客选购了。

像本报告所提及的大部分国家一样,印度在过去的五六年之中加大了对有组织盗版销售的打击

力度。 在泰米尔纳德邦和卡纳塔克邦等地区,当地政府将原先主要用于打击盗录行为和敲诈勒索的
法律———“ Goondas 法案” ———的管辖范围扩大到视频盗版领域。 “ Goondas 法案” 一直因为其处罚措
施的严厉而备受批评,违反“ Goondas 法案” 可能会被判处两年监禁和 2000 美元的罚款,同时有可能
在审判前遭受长达一年的无保释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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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Goondas 法案” 扩大到视频盗版领域,并且只适用于本地电影,可以说是本地电影行业推动

的一种代表狭隘地方利益的立法。 在印度钦奈的 Burma 集市( 这里可能是印度最大的盗版市场) ,
大多数 DVD 零售店,都会挂上声明维护泰米尔语电影版权的告示,以此表示他们不会购进或者出售
泰米尔语电影的盗版碟。 相比之下,盗版的最新好莱坞和宝莱坞的电影则在这里随处可见。 这种商
业秩序在印度非常常见,反映了在文化认同、贸易以及政府管制等多个领域里都存在的强烈的地方
保护主义。 在卡纳塔克邦南部,盗版商贩不会购进卡纳达语的盗版电影。 在安德拉邦,执法的目标
仅仅定位于本地的 Telegu 语电影。 地方的政治角力往往是执法的唯一政治目的。

一些主要的盗版市场,诸如班加罗尔的国家市场和新德里的 Palika 集市,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

来自于警方的压力。 尽管当地警察一般或多或少都会与市场中的商贩达成非正式的协议,市场的管
理者也会尽量避免在所管辖区域发生严重的犯罪行为,但在过去的五到六年间,打击盗版的执法行
动频率还是出现了显著的上升,使得很多盗版商贩被驱逐出这种相对公开的市场环境。 警方执法力
度增加,最明显的后果是盗版制品的销售向更加分散和非正规的方向发展。 例如在新德里,原本聚
集在主要商场的盗版商贩们,现在不得不转移到更分散的局部分销点,与那些贩卖蔬菜、瓜果和杂物
的街头小贩们混杂在一起。
在班加罗尔, 我们采访了当地的经销商、批发商和警察, 他们都指出钦奈( 位于印度东南海岸的
一座城市) 是好莱坞、宝莱坞以及泰米尔语电影的盗版集散地。 钦奈一直以来都是印度走私及其他
非正规贸易活动的中心。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印度实行经济自由化之前,进口香水和电子商品等奢侈
品要缴付很高的关税,钦奈于是成为印度南部的电子产品中心。 像钦奈的 Burma 集市这样的市场往
往是唯一能够采购到畅销进口消费品的地方。 当高关税被取消之后,货物走私的利润受到冲击,于
是 Burma 集市的摊贩们便转而销售起盗版 VCD 和 DVD 了。 Burma 集市现在仍然是印度非正规经
济领域中竞争最激烈的一个市场,尽管盗版商品的供应链经常受到执法活动的侵扰,但是盗版交易
活动并没有受到持续性影响或抑制。

蓝色 Maal 和银色 Maal
印度人经常把盗版光盘称为“ maal” ,这是

的每年查获的盗版碟片总价值却在上升,这引

者盗版的产品。 在市场上有两类 “ maal” ,蓝色

方以街 头 盗 版 盘 价 格 的 最 高 值 来 估 算, 每 张

对“ 产品” 的口语化称法,经常指那些非法的或
的和银色的。 蓝色“ Maal” 一般指的是质量低劣
的 VCD,主要是当地制造的宝莱坞电影的复制
盘。 在孟买,这种商品的价格在 40 到 50 卢比
(相当于 0. 8 到 1 美元) 之间。 进口货一般是质
量较好的银色 “ maal” ———从正版 DVD 刻录而
来的复制品。 银色“ maal” 里既有宝莱坞电影也
有进口片, 价格能卖到 100 卢比 ( 相当于 2 美
元) ,有的高价银色“ maal” 还配有与原版光盘相
仿的外包装。

近几年来, 盗版市场上的上述两种盗版碟
片的出售价格都在下跌,但是印度警方估算出

起了人们对警方报告的质疑。 2006 年之前,警
VCD / DVD 按 100 卢比(2 美元) 计算。 而如今,
警方按每张盗版盘 300 卢比(6 美元) 来计算,这
几乎与正版光盘的最高零售价格持平。 从街面
价格到正品零售价,警方对查获盗版光盘估价
标准的变动,正如我们上文所述( 参见第一章) ,
跟利益集团如何在法院诉讼中计算自己的损失
的方法如出一辙,但是却与盗版的真实损害无
关。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通过调整盗版成本的
计算方法,盗版规模和相关执法数据都会被随
之夸大, 有 助 于 在 公 众 面 前 鼓 吹 政 府 的 执 法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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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电影产业一直试图将盗版市场与大规模的有组织犯罪网络联系起来,但在地方的实际考察
却表明,大部分的盗版贸易其实是很小规模的。 盗版产品通常是通过私人车辆或旅游巴士携带,从
迈索尔、霍苏等地流入班加罗尔。 这些货物被送到批发市场,从而再分发给零售商们。 整个交易过
程会涉及很多中间商,每经历一道转手,利润就会被削掉一部分。 在过去的五六年中,盗版媒体产品
的价格大幅度下降,对整体产业链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一直到 2004 年,DVD 的价格通常可以卖到 2 美元以上。 现如今,经销商通常以 0. 7 美元左右的

价格向批发商进货,再以 0. 8 美元一张的价格卖给街头的摊贩。 而摊贩们最终以 1 美元左右的价格
在街头或是盗版市场上出售这些盗版制品。 盗版制品的出售价格并不统一,区位因素会对价格高低
产生很大影响,比如是否接近高端的居民区,或与 Burma 集市这样的大型批发市场的距离。 在 Bur-

ma 集市,DVD 的零售价格会低到每张 0. 4 美元。

在如此微薄的利润下,销量便成为了至关重要的因素。 根据我们的采访,班加罗尔的国家市场

上,有的批发商平均每天可以卖出上千张光盘。 在国家市场以外,还有许多小商店和街头摊贩分布
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他们从批发商那里进货,然后以高于进价 10—15 卢比(0. 2—0. 3 美元) 的价格
售出。 Brigade 路和 Indira Nagar 地区都是班加罗尔市的热闹街区,在那里,英语电影与宝莱坞电影光
盘的平均价格大约在每张 1 美元左右。 这里的商贩日销售量能够达到 50 到 100 张左右,每天基本
盈利 10 到 20 美元。

几乎所有的信息来源都表明,近几年来,盗版光盘市场越来越不赚钱。 多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

导致了这一趋势的产生,从经济的衰退到电影厂商发行模式的转变。 电影的影院发行与 DVD 发行
之间的空窗期被大大缩短,因此减少了盗版产品在空窗期内对市场的垄断优势。 与此同时,最大的
威胁则来自网络,因为随着宽带技术的不断完善,网络传播直接挑战了街头盗版摊贩所具有的两个
传统优势:便捷性和低价格。
盗版与时间
在本篇报告中“ 媒体访问权” 的概念贯穿始终,以成本和可行性问题为中心展开。 但另一个关键
因素是媒体访问与时间的关系。 电影的全球发售制度,尤其注重在时间和空间两个跨度上对电影产
品的有序流动进行控制。 “ 扩窗” ( windowing) 是行业内对电影发行时间进行控制的术语。 现代的
好莱坞和宝莱坞电影厂商都建立起许多发行窗口,从长时间的广告大战作为先导,到电影的首映日
达到高潮。 电影院线的放映档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段,直接影响了电影作品的收入。 印度本土
产品在各大院线的竞争十分激烈,因此一部电影的档期经常很短暂。
我们在研究中反复指出,在形成合法与非法影音市场的过程中,时间因素与价格同样关键。 电
影发售的暂时性特征不仅仅与电影产业的经济逻辑有关,还与我们所称的期待经济相关。 对近期电
影的造势活动,预告片、海报以及背景音乐的发布,以及首映礼的举办———一切都是期待经济的组成
部分。 但是,这种期待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分配是有有差别的。 影片的放映档期通常从北半球国家开
始然后逐渐进入南半球国家,从大型城市再到小型乡镇,观众的期待时间也随之延长。 不同地区的
不同放映档期之间的空当为盗版带来机遇。 现在好莱坞常用的全球同步发行就是为了将滋生盗版
的时间空挡降到最低。 但是这种做法只能够在一些主要城市进行,在其他地区,人们只能等待电影
上映的那一天。
在这种情况下,电影的新鲜感、胶片复制的质量以及影院的电影观赏体验都代表了时间和文化

上的差异———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城市与乡镇的差异,以及全球现代化与那些“ 不怎
么现代” 的民众之间的差异。 印度的一些电影作品里就展现了电影观赏中的期待过程,这些作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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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Main Madhuri Dixit Banna Chahti Hoon!》 (2003) ,《 Haasil》 (2003) ,以及 Pankaj Kumar 的纪录片
《 Kumar Talkies》 (1999) 。 在电影《 Main Madhuri Dixit》 中就有一个充满戏剧色彩的场景:男主人公
去观看印地语电影《 宝莱坞生死恋》 ,不料电影在放映了几盘胶片后就停下来了,观众们不得不等待
剩余部分的胶片从邻村送过来。 在无聊的等待中,有些观众抱怨到,上次看电影的时候,因为负责送
胶片的那位伙计在运送途中自行车坏了,结果他们足足等两个多小时。
这种娱乐资源的分散只有在大城市里才能得到改善。 在城市里,电影放映能够以完整的形式呈
现,观众们也无需每次去影院看电影时都要克服地理层面与文化层面的边缘化困难。 产生盗版现象
的社会性因素就诞生在这种期待与现实的交汇上。 通过观看盗版影视产品,观众们等待的时间一般
只有几天或者几周。 盗版产品还能够满足人们希望融入现代化的心理需求,通过电影作品来体验全
球发展的步伐,这种满足与体验就不会被无休止地打断或者推迟了。
在这种情形中,等待好莱坞或宝莱坞最新的影片就仿佛是那些被置于不同时空的人们的一个生

活写照。 布赖恩·拉金( Brian Larkin) 和拉维·孙达拉姆( Ravi Sundaram) 都是“ 盗版现代化” 概念
的追随者。 他们认为,相对于眼花缭乱、发展迅速的信息时代的全球一体化,发展中国家的绝大多数
民众并没有体验到信息传递的速度,更多的却是对原有生活的干扰与颠覆。 这一颠覆带给人们的感
受并不是高速的快感,而是漫长的等待。

等待电子邮件的打开,等待机器设备的修理,或者等待电力线路的修复———对于那些远离高科

技中心的人们来说,他们对科技生活的体验伴随着无休止的故障、修复、再故障、再修复的反复循环。
在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的美好憧憬———比如加强记忆,加强理解与加强沟通———被不断
消磨在这些日常的技术故障中。 每次对机器设备的维修都要花费一段等待时间。 缓慢于是成了高
速科技的后遗症。 高速和加速,减速与停滞都是相互关联、相互转化的。 于是,在大多数国家,科学
技术的现代化不是依靠新技术的平稳运行来实现的,却是以科学技术的不完美的移植和本土化为标
志的。 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盗版正是这样的例证,它体现的是一个建立在廉价改装的信息产业硬件上
的技术现代化过程。 ( Sundaram 2001; Larkin 2004)

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视频光盘( VCD) 技术的发展历史。 索尼和飞利浦在 1993 年发明了 VCD,

作为在光盘上刻录视频的格式。 新产品价格便宜、使用方便,而且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技术标准。
然而,就在新格式推行的同时,更加高级的 DVD 技术已经在着手研制了。 从一开始,飞利浦就察觉
到了 DVD 技术即将到来,并且对 VCD 会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由于预计到新格式即将面对的惨淡结
局,飞利浦和索尼果断地放弃了将 VCD 投放到西方市场的打算,转而选择在中国市场投放,因为在
那里,他们的技术劣势不会很快受到挑战( Wang 2003; Hu 2008) 。 因为飞利浦和索尼公司牢牢的掌
控着光盘及其播放器的生产技术,电影行业普遍认为 VCD 将会有效的控制盗版录像带的蔓延。 然
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VCD 的引进直接触发了廉价光盘技术在中国的生产热潮。

亚洲市场热情地接受了 VCD 技术。 此后不久,盗版 VCD 便成为了绕过好莱坞与宝莱坞的全球

分销网络的一个重要渠道。 而当时中国正好对进口的好莱坞电影采取配额制,只有极少数电影能够
通过官方渠道进入中国市场。 这也极大地促进了盗版行为的兴起。 盗版 VCD 几乎成了中国人观看
好莱坞电影的唯一途径,因为能够在影院上映的进口影片屈指可数。

在很短一段时间内,VCD 成为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电影格式。 虽然只风靡一小段时

间,这个“ 短命” 的电影格式却开启了一个廉价而崭新的电子消费品的飞速扩散和更新。 到了 1998

年,VCD 在中国市场已经十分普及,平均每百户人家里就有大约 16 台 VCD 播放机。 到了 2000 年,
这个数量至少翻了一番,大大超过了手机的拥有量。 但是,兼容 VCD 格式的 DVD 播放器也已经悄
然出现。 在 1999 年,中国的 VCD 播放器销量已经达到了 2200 万的高峰。 到 2000 年,DVD 机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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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从 100 万跃升至 300 万,之后一路上升到了 2006 年的 1900 万的高峰( Linden 2004;Digital TV
News 2008) 。

VCD 技术迅速地从东亚扩展到亚洲的其他地区。 几年的时间里,VCD 已经取代录像带成为这

些地区的标准视频格式,并且与 VHS 格式相比有更大的利润空间。 在印度,VCR 录像机的价格一直

都在 200 美元以上。 相比之下,VCD 播放器的价格一路暴跌至 20 美元。 正如其他的过时技术一样,
VCD 技术的硬件基础在印度的主要城市之外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直到 2008 年,DVD 影碟机的销
量才超过了 VCD 机 ( Kohi-Khandekar 2010) 。

VCD 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快速地蔓延着。 在尼日利亚这个世界第二大电影生产国(2008 年的电

影产量超过 1200 部) ,大部分电影只能通过 VCD 和 DVD 看到。 廉价的 VCD 播放器也同样在 21 世
纪初涌入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地区,而 VCD 光盘至今仍然是这里盗版产品的主要部分。 与此相关
的话题我们将在玻利维亚一章做详细论述。 但是很多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却从未见过 VCD,这
种格式对他们而言始终只是一项边缘化技术。
跨国贸易
完善的盗版印度电影贩卖网络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那时还是录影带盛行的时代。 非法营销

网络充分利用主要正规生产商所创造出的市场机会扩大自身的销售规模 ( 这种模式在后来的 30 间
被盗版商贩们不断重复) 。 孟买的电影公司们为了保证票房而决心禁止新电影的录像发售。 然而这
个措施对录像的销售和播出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只是导致这个迅速壮大的录像产业始终处于一种
非法的状态( Sundaram 2009) 。 此外,由于宝莱坞的国际营销网络十分落后,盗版营销网络成了将宝
莱坞影片推向国际观众的主要渠道。 英国、巴基斯坦和迪拜———那个时代的印度合法或非法商业的
主要海外中心———成为国际营销网络中主要的节点。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印度的其他媒体与 IT 行业也都发展出类似的跨国营销网络。 印度灰色市场

中供应电脑及电子产品的商贩们往来于台湾和东南亚等地区,为迅猛增长的客户群寻找合适的零部
件和原材料。 进行国际采购所需的经费则可以通过印度当地集贸网络来筹集,或者来自印度商人阶
层中的海外侨民网络。 印度很多主要的媒体公司, 例如 T-Series, 都是由这样的采购业务发展起
来的。

这些网络也为快速吸收新技术( 例如 CD 光盘) 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特别是当那些中国的廉价硬

件以及马来西亚的光盘在 90 年代开始大量流入印度的时候。 届时,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自由化和增
长态势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这一地区跨国贸易的总量和复杂性。 那些在 80 年代还相对简单的
非正式经济已经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从街头摊贩到遍布整个亚洲的生产工厂。 由于
利润率取决于加快生产和交付货物的速度,因此这个网络组织的创新和成长非常的迅速。

T-Series 的故事
20 世 纪 70 年 代 下 旬, Gulshan 和 Gopal

香港和韩国,学习到了更多的关于唱片录制和

们真正感兴趣的是音乐和电子产品。 1979 年,

了一家生产磁带和录音卡带的工厂,并最终建

Arora 兄弟二人在新德里拥有一家果汁店,但他
二人开 设 了 一 家 小 型 工 作 室, 开 始 录 制 来 自

立起一家大型生产基地,专门为该地区的小型

的音乐。 其间,他们借钱当作路费走访了日本、

他们的公司,T-Series,已经成为印度卡带厂商的

Gharwali、Punjabi、Bhopjpuri,以及印度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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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带生产的技术。 在回到印度以后,他们开设

卡带生产商提供复制服务。 到了 80 年代后期,

龙头,并且开始向多样化转型,先后生产了录像

带、电 视 机、 洗 衣 机、 洗 涤 剂 以 及 随 后 的 VCD、
MP3 播放器等产品。

提供录 制 服 务, 它 还 帮 助 小 众 音 乐 传 统 得 以
复兴。

这些创新与 T-Series 公司不断挑战印度唱

T-Series 给印度的音乐市场带来了 极 大 地

片市场的价格结构是分不开的。 在这个被两大

盗版商。 该公司通过一系列半合法或者非法的

上,音乐卡带的价格一直固定在 3. 6—4. 6 美元

震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一个极为成功的
手段建立起它的音乐产品目录,其中最明显的
是滥用了印度《 著作权法案》 中的“ 合理使用” 条
款。 在此基础上,T-Series 发行了数以千计的翻
唱的经典电影插曲。 它更直接的侵权行为还包

政府授权的公司 ( HMV 和 EMI) 所主宰的市场
之间。 而 T-Series 则将卡带的价格降到了 2. 5

美元,培 育 了 第 一 个 印 度 录 制 音 乐 的 大 众 化
市场。

仅仅将 T-Series 定位为一个盗版品牌似乎

括盗版发行流行金曲,以及经常通过非法手段

对它有失公道,因为它为音乐市场带来了巨大

在某部影片上映以前就获取它的主题曲以保证

的变革,并影响了于它关系密切的非正规市场。

其他方面的指控,包括批量销售劣质磁带给竞

的员工对于公司所依赖并释放的市场力量是这

抢先占领电影原声带市场。 T-Series 还受到了
争对手以实现抹黑对手声誉的目的。
不过,T-Series 给印度媒体产业带来的也不
完全是负面影响。 它通过改变发行规则而永久
地改变了印度的音乐产业及公众的音乐消费模
式。 为了打破原有的狭窄的零售渠道,T-Series
积极地将产品打入临街商店、零售店、槟榔摊位
以及茶叶店,使得卡带遍布在印度商业生活中
的方方面面。
它还通过专注于那些被印度主流唱片公司

和经销 商———特 别 是 HMV 公 司———所 忽 略 的

音乐流派和语言,扩大了音乐消费的大众基础。
HMV 公司认为除了印地语以外的其他语言音乐
受众范围窄小,实在无利可图,所以将这些音乐
抛弃。 T-Series 的成功证明了强大的分销和低
廉的价格能够拓展这部分市场。 通过为小品牌

在传媒学者彼得·曼纽的采访中,一名 T-Series
样评价的:“ 人们对于我们早期行为的评价大部
分都是正确的。 但是我告诉你,那时候连著名
的 Ghazal 歌手都会主动地找到我们,请求我们
在盗版市场上销售他们的唱片,以增加他们的
知名 度, 因 为 HMV 根 本 无 法 满 足 市 场 的 需
求。” 甚至像 HMV 这样的主要唱片商也要与盗
版商妥协。 当 HMV 发现它们无法满足热门专
辑《 Maine Pyar Kiya》 的市场需求的时候,竟与盗
版卡带生产商达成协议,要求他们将每盘盗版
专辑的价格从 11 卢上调到 13 卢比,并且每销售
一张 卡 带 支 付 MHV 半 卢 比。 作 为 回 报, MHV

承诺不对他们进行起诉或查抄。 其他的唱片公
司也曾为了降低成本、赋税和版税而与盗版商
相勾结。 ( Manuel 1993)

街头盗版摊贩和批发市场深深地根植于由大都市、地方区域和跨国组成的网络之中。 我们通过
走访得知,进入印度的 DVD 光盘制品有多种进货渠道,但是位于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中国和香港的
大型工厂是商贩和中间商们获得盗版制品的主要生产来源。 举例来说,由马来西亚进口的货物,据
称是通过两条区域贸易路线进入到孟买的批发和零售市场:一条途经孟加拉的达卡市和印度的加尔
各答,另外一条则途经印度的钦奈市。
大多数的路线都是依靠一些长期存在的、跨国的种族和亲属关系网络。 钦奈与吉隆坡之间的联
系来自于马来西亚有着大量的印度泰米尔人。 而巴基斯坦的盗版业则是建立和服务于大量的讲英
语的南亚裔侨民,印度的电影和音乐在这些侨民中广受欢迎。 通常,在这些网络中的文化产品流通
是双向的。 当居住在马来西亚的泰米尔裔移民焦急地等待着最新发行的泰米尔语电影的时候,居住
在钦奈的泰米尔人也焦急的渴望看到由马来西亚工厂录制的最新好莱坞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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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产业已经注意到这些区域贸易路线的存在,但是主要以全球化冲击的视角来审视这个现

象。 根据 IIPA 的调查,1999 年 5 月 19 日电影《 星战前传之魅影危机》 放映后,便造成了一系列的多
米诺骨牌效应,5 月 24 日,新加坡首先出现了这部电影的盗版 VCD,25 号是香港、台湾和澳门,26 号
是泰国,27 号是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28 号是韩国以及 30 号的巴基斯坦,最终,该片的盗版 VCD
于 6 月 2 日出现在印度市场上。

盗版产品的这个复杂的路线展示了在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高度组织化的盗版媒体流动体系。

在这个流动体系中,光盘从中心源头———即马来西亚的工厂———开始向外围扩散,形成了盗版产品
销售的时间表与路线图。 印度出现在产业链的末端很可能表明有着另一条不同的生产路径,即盗版
产品的母盘流入巴基斯坦的制造工厂,在那里大批量生产出的盗版制品,再通过走私跨越边境进入
印度市场。 如今的情形可是大不相同,任何的票房大片流动的地理轨迹现在都被大幅度压缩,因为
电影刚一公映( 或者甚至还没公映以前) ,枪版的或翻刻质量较好的盗版就会通过互联网在全球快速
传播,用不了多久盗版碟片就会出现在街头的摊贩上了。 在这种情况下,工厂批量生产的盗版光盘
仍然会有一席之地,但是上市时间要不可避免的落后于网络,而且通常被当作高端盗版产品来消费。

我们在 2009 年组织的采访中发现,虽然这些盗版销售网络仍然在南亚地区发挥重要的角色,但

是盗版生态系统也明显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低成本复制技术削弱了大规模生产的优势,使盗版产
品发行更加分散化。 互联网是导致这场演变的关键,但是并不是唯一因素。 其他因素诸如本土制造
工厂,廉价的私人刻录机、库存和其他硬件设置等共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安永公司对 2008 年
印度盗版光盘来源地的一项调查,40% 的盗版制品由当地的光盘制作设备生产,50% 来源于非正式
的作坊式生产者,只有 10% 是来源于跨国的销售网络( USIBC / Ernst & Young 2008) 。 从整体来讲,盗
版生态系统的演变极大地促进了印度和亚洲盗版商品流量的膨胀,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的盗版
组织网络正在逐渐被所取代。
然而,这个趋势对硬件产品的销售网络并没有构成太大影响,尤其是电子产品,因为亚洲电子产
品的灰色市场的现有格局依然结构清晰并且难以撼动。 电子产品会以很多方式提醒消费者该产品
的生产和流通的地理路线,最直接的就是在产品包装和其他标志上表明产品源产地。 在印度,产品
的地理来源还经常体现在街头市场的名称上。 比如,班加罗尔的国家市场门口就能看到对面的“ 曼
谷广场” ,几米开外就是班加罗尔自己的缅甸坊。 缅甸坊的对面便是新香港市场。 这些市场 都以出
售各种非法媒体商品著名,从假冒手机到盗版 DVD 和软件。 所有这些都是现代印度媒体产品的灰
色市场的一部分。

互联网与 P2P 软件
光盘盗版很适合在印度广阔的非正式经济环境下生存并能够迅速发展,在集市和街头市场广泛
存在,成为城市一景。 光盘盗版仅仅是低端复制产业中的一例,其他的诸如回收物品,二手产品的及
假冒产品交易也都是类似的生意。 盗版光盘的制售在商业地理组织上与其他几种生意存在着连贯
性,因此相应的管理政策也比较类似。

直到最近,文件分享和 P2P 网络在印度的整个盗版结构中的处于边缘。 印度的互联网接入率仍

然很低,有限的互联网宽带基础设施也存在着质量较差、网速过慢和中断频繁等问题。 在这个背景
下,印度官方对网络版权问题采取了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常有的态度,即以观望的态度,谨慎的观
察盗版和著作权执法在科技相对发达的西方和东南亚国家的发展状况。 但是在过去的两三年里,这
个观望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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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的发展情况
在 2004 年,电信部宣布启动印度国家宽带战略,制定了新的战略目标, 即到 2010 年底,实现宽

带建设年增长率 115% 并达到两千万用户。 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农村地区和半农村地区宽带设施和
服务建设的巨大挑战,外加过去两年中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实现的程度比制定的目标要略低。 尽
管如此,宽带建设的增长速度依然十分惊人,年增长率达到 65% 左右,认购宽带服务的用户数量从

2006 年的 135 万上升到 2009 年的 627 万( ISPAI 2009 数据) 。

不过对于一个拥有 11 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印度的整体宽带普及率依然较低。 这点与中国相比

就更加明显。 2009 年,中国的宽带用户达到 1030 万,占中国人口总数的 8% ( Zhao 和 Ruan 2009) 。
印度的个人计算机拥有率为每 1000 人 30 台,这个数字大概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 Anandan 2009) ①。
这些数据显示出了印度在宽带网络普及方面的不足,但是却掩盖了另外一个事实,即印度的宽带资
源在城市里的高度集中。 在印度的主要城市里,商业用户的宽带使用超过了普通家用,宽带连接在
大部分商业领域已经非常普遍。

P2P 软件在印度的发展
政府对宽带的大力推进,并没有改变印度宽带服务在居民消费者中的数量匮乏、质量低下的状

况。 即使在大型城市的中心区域,宽带的非商业应用情况也不容乐观。 这意味着 P2P 的使用在印度
的整体盗版文化现象中只能算是一种边缘行为。 印度将所有传输速率超过 256kbs 的网络连接都称
为宽带,网络连接的实际速度很慢,并且经常对用户进行流量限制,因此在早期的宽带用户中,使用
P2P 软件的并不多。 印度最常见的家用网络服务合同是每月网络费 10 美元,流量不得超过 1Gb。 无
流量限制的宽带服务是最近两年才出现的,并且价格之高,令普通民众无法承受,只有一些商业精英
才付得起。
不过,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印度的商业精英群体数量也逾千万,即使是很小的普及率,也能产生

出大量的新增用户。 多方面的消息显示,印度的 P2P 使用数量正在高速增长。 MPDA( 电影发行商
协会,MPAA 在印度的分部) 以及一些大型的 BitTorrent 站点都将印度列为 P2P 使用最为活跃的国家
之一。 MPDA 最近公开声称印度是全球 P2P 流量的第 4 大贡献者( Ernesto2008,Borpujari2009) 。②

在一些主要的国际 P2P 站点上,印度的媒体内容非常广泛,尤其以宝莱坞电影居多。 很多国际

P2P 网站在用户中享有很高知名度,其中不乏有关注印度内容的网站,主要采用 BitTorrent 协议分享

网络资源。 这些网站的鼻祖是 DesiTorrent. com,这家网站建立与 2004 年 1 月( 目前注册地是美国) 。
大多数印度 BitTorrent 站点是从 DesiTorrent. com 创立的社区中发展出来的,其中包括比较出名的
DCTorrent 和 BwTorrents。 与一些国际顶级站点不同,大多数印度 P2P 网站是收取注册费的,一般为

10 美元。

印度的 torrent 网站与其他众多非顶级 torrent 站点相似,一般都以一些地方性的非英语媒体内容

为主。 越是成功的网站所维护的用户社区更大,也拥有更多的活跃的种子和更新的媒体内容。 网站
①

在印度并非所有的科技设施都处于落后水平。 例如,2010 年 6 月 1 日,印度政府称印度目前拥有 6. 35 亿部手机,手机的覆

②

这些报告内容之间存在足够的一致性,因此报告的结论是具备一定价值的。 我们预计印度 P2P 软件的使用还会快速增长,

盖率达到 56% ( TRAI2010) 。

但是不同材料间存在一定差异,我们没有将这一结论纳入到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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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营造的不同社区会争先发布最新内容,很多特别活跃的制作小组还会将它们的名称以打水印的形
式标注在影视剧中。 尽管原则上其他小组不能对打了水印的影视文件进行修改和利用,但是这些规
定很难对用户产生实际效果,一些高质量的文件会在不同的用户社区间快速频繁地复制。 这些社区
都将最快速度发布宝莱坞的电影视为首要任务,翻拍的枪版电影在影院公映后的一两天就会出现。
这些抢鲜版很快就被更高质量或者重新灌制的版本取代,如果有数码转制版那更会成为消费者的首
选( Sharky 2009) 。

宝莱坞电影进军全球市场的步伐,以及印度裔移民广泛的地理分布,让提供印度资源的 P2P 网

站得到持续的举世关注。 DesiTorrents 网站流量的 77. 7% 来自印度( 基于我们搜集到的该网站 2009

年 4 月至 8 月间数据得出) ,来自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用户占 4. 5% 的流量,其余流量主要来自那些
拥有较多印度裔移民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卡塔尔和澳大利亚。 相比之下,DCTorrent 的网
站流量有 65. 4% 来自于印度,15% 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其余的来自美国、英国和其他
移民集中国家。①

内容
虽然对宝莱坞电影的盗版行为在印度成为了众矢之的,但是我们通过对二线网站的数据进行统
计发现,在网络上分享的视频资源中,最受欢迎的其实是地方的电视节目,其下载量有时比宝莱坞电
影高很多。 DCTorrent 网站就是以电视节目资源著称,而即使在以电影为主的 DesiTorrent 网站,电视
节目的排名也经常靠前。 肥皂剧、最新的板球比赛、舞台演出以及新闻节目占据着热门节目榜单的
前列( 见表 8. 1 和表 8. 2) 。 尽管我们无法得到每个地区下载特定内容的数据,但是能够看出,电视
节目的网络流行背后有两个主要因素:拥有较多宽带资源的海外印度移民在不断增加,他们利用网
络在家中收看印度的新闻和电视节目;针对高收入群体的数字视频录制和流媒体服务在印度还处于
落后水平,相比之下,P2P 就成为了满足移时收看和反复观看等基本消费需求的可行方式。
表 8. 1
上传内容

文件数量

电影

117

音乐
体育
电视节目
来源:作者整理

240
4836
4836

流行节目 / 类型
原创音乐,混合 / 流行 / 亚洲风格,传统 / Ghazals,巴基斯坦 / 阿富汗音乐,Punjabi /
Bhangra music
旁遮普语 / 乌尔都语 / 巴基斯坦语 / 节目

新闻内容,每天肥皂剧,每周秀,音乐和舞蹈节目
表 8. 2

上传的内容

文件数量

宝莱坞电影

380

音乐
地方电影
电视节目
来源:作者整理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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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
370

1224

DCTorrent: 最流行的内容类型, 2009 年 3 月

DesiTorrents: 最流行的内容类型, 2009 年 3 月
流行节目 / 类型

地方音乐( 卡纳达语,旁遮普语,孟加拉语,马来西亚语等) ,世界音乐
古吉拉特语,旁遮普语,马拉雅拉姆语,卡纳达语,孟加拉语等
新闻内容,每天肥皂,每周秀,音乐和舞蹈节目

Alex. com,2009 年 8 月 14 日访问。

业内普遍认为,在电影首映期内或者电影首映之前上市的电影盗录版本对电影的盈利能力会产

生严重的影响。 2009 年上映的奥斯卡获奖影片《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在印度的销售情况就是一个典
型的案例。 这部影片是福克斯探照灯公司拍摄的一个关于印度贫民窟中生活的儿童的故事。 这部
电影在全球市场上成功收获超过 10 亿美元的票房,相比之下,它在影片故事的发生地印度只获得了
尴尬的 64. 85 万美元的票房。 这是因为该片在印度影院中的上映日期距离在美国的首映日有长达

五个月的时间差,在此期间,盗版占据了一个额外长的垄断期,并独享了该影片所聚集的媒体人气。
正如一位新德里的电影代理商 Joginder Mahajan 所说,“ 当它终于开始在印度上映时……人们差不多
已经都看过这部影片了” ( LANS 2009b) 。 当年的三、四月份,也就是该片在印度正式上映后的两三
个月,我们通过对网络数据监测发现,这部电影依然在 DCTorrent 和 DesiTorrent 两个网站上广泛流
传,并且同时有几种 DVD 格式的和高清格式的不同版本可供选择。

业内人士认为,盗版活动会对正版电影的销售产生削弱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对这种损

失进行估算也非常困难,无论是对单独一部电影还是对市场整体。 2000 年到 2008 年间,印度电影市
场的主要特点就是收入出现高达 450% 的增长率( 但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又受到电影生产商与
放映商之间漫长的冲突影响,2009 年印度电影业的收入下滑 15% ) ,而这些增长基本由少数几部大
片驱动:大约 90% 的印度电影是赔钱的( S. Prasad 2008) 。 盗版产品的确对正版电影的销售利润有
影响,而且在《 贫民窟百万富翁》 这个案例中,因为电影公司的销售策略和媒体人气导致盗版泛滥,盗
版带来的损失尤其巨大。 然而,盗版所产生的具体影响却很难被分离出来,只能通过推测来确定。
如果作为一部印度大片,《 贫民窟百万富翁》 的票房表现确实很差,但是如果作为一部更接近该片本
色的独立电影,它的票房应该说还不错。 尽管国际媒体的关注让这部影片在印度公映前就有很高的
知名度,但是大部分印度本地的媒体对该片的评价却是负面的,主要是对影片中描述的落后的印度
形象和带有贬义的片名有很大争议。

我们的网络监测数据表明,印度的 P2P 用户也与世界其他地方用户有着类似的习惯,下载数量

最多的电影几乎都是那些大片。 但对这个现象的解释却不那么简单。 在此我们借鉴了学者 Balazs
和 Lakatos 研究《 贫民窟百万富翁》 的例子证明,应当从电影上映前营造的观众期待的文化氛围,而非
电影上映后的实际票房,来判断该电影在盗版网络上的表现。 这也能够解释电影公司的发行策略与
盗版传播之间出现严重时间脱节的原因。① 不过这些都不能为正版电影市场的经济损失提供解释。

一个更典型的案例是宝莱坞电影《 未知死亡》 ( Ghajin) ,改编自一部 2005 年的泰米尔语电影,而

这部泰米尔语电影本身也是取材于 2000 年的美国电影《 记忆碎片》 ( Memento) 。 《 未知死亡》 是 2008

年宝莱坞最成功的一部商业大片。 我们通过采访得知,这部电影在班加罗尔的盗版市场中也是当年
最受欢迎的片子,盗版光盘几乎在电影上映的同时出现在市面上。 尽管存在盗版市场的竞争,《 未知
死亡》 还是在电影院上映的首周就获得 20 亿卢比(4200 万美元) 的票房收入,并在此之后成为了宝
莱坞历史上总票房第三的电影作品。 我们在 2009 年 3 月到 4 月间对网络流量进行监控发现,在
DesiTorrent 网站依然有大量用户下载该部影片。 由于《 未知死亡》 的前作,美国电影《 记忆碎片》 并没
有在印度公开发行过,围绕《 未知死亡》 的复杂来源的宣传还推动了《 记忆碎片》 的盗版销售。 我们
采访过的一个盗版商贩就回忆说,在电影《 未知死亡》 热映的头一个月里,他每天能卖出一百多张
《 记忆碎片》 的盗版盘。②

①
②

Balazs 和 Lakatos 使用放映某一部电影的屏幕数量( 尽管无法精确统计) 作为电影期待文化的评估指标。
来源自 3 月 26 日在 M. G. 路对盗版商贩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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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与数字媒体的政策制定
尽管对盗版赔偿问题缺乏一定的实证基础,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执法部门对在线侵权行为展开强

有力的打击行动。 在美国和欧洲,对 P2P 网站的法律诉讼成了反盗版战争的前沿阵地,很多国家的
法庭也都建立起划定侵权责任的先例(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本文第一章) 。 这些法律审判样本又转
而被引入到其他版权侵权诉讼的处理当中,于是对本地网站的诉讼案件不断增多。

印度远离了这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至今为止,印度没有一家 P2P 网站遭到过起诉。 DesiTorrent,

CTorrent,还有其他几家提供印度内容的大型网站,都将站点注册在了印度以外的其他国家,利用印
度著作权人在海外缺乏有组织的维权行动寻找到了暂时的保护。①

海外维权行为的缺失,部分原因是由于对著作权侵权中间商的责任划分尚不明确。 在印度国

内,信息技术法案确立了 ISP( 网络服务商) 和其他在线服务商的免责条款,只要这些服务商能够证
明他们按照相关标准行使了防止侵权的义务,即使这些标准极为模糊。 这个范围宽泛的避风港却被
著作权法案确立的优先性原则复杂化了。 这个原则规定,如果当事人“ 有足够的依据相信” ( 第 51

条) 侵权行为正在发生的,或者“ 故意或教唆侵权” ( 第 63 条) ,那么当事人将作为中介结构承担侵权
责任。 目前,对该条款的解释还存在较大的反对意见,因此在实际侵权案件中该条款如何适用需要
等待法院的实际判决。
与美国法律不同,印度法律规定的中介机构的侵权责任没有“ 帮助侵权” 原则,所以将文件分享
网站与其他搜索和服务商等同对待。 在众多主要的著作权人当中,T-Series 在挑战法院对中介机构
责任承 担 的 判 定 上 是 最 为 激 进 的, 先 是 在 2007 年 控 告 YouTube 侵 犯 其 音 乐 著 作 权, 最 近 还 对
MySpace 发出控诉。 因为二者都是存储用户内容的服务提供商,这两个案例代表了业内希望将侵权
责任从事后补救机制转变成事先预防机制。 在事后补救机制中,像 YouTube 这样的网络服务商必须
按照权利人的要求撤下网站中的侵权文件。 而实现预防机制的做法是网络服务商需要主动扯下发
布到网络上的任何侵权内容。 如果后一种责任原则成为现实,履行“ 规定义务” 的标准将会大幅提
高,要求服务商利用筛选程序预先排除侵权内容,即使这种筛选程序难免会有疏漏。 与美国和大多
数国际法律不同的是,印度法中对网络服务商撤换侵权内容的行为没有提供“ 反通知” 制度,因此网
络服务商如果未经授权擅自撤换网络内容,网络用户缺乏相应的救济机制。

与 YouTube 和 MySpace 不同的是,P2P 服务没有在自身服务器上存储内容。 P2P 软件不过是提

供文件储存位置的指示和搜索工具,而这些文件则直接存贮并分享于用户的电脑上。 T-Series 最近
诉讼的目标是 Guruji. com,是在印度很受欢迎的搜索引擎,并有专门的音乐搜索功能。 这次诉讼将
检验链接侵权内容的搜索引擎的免责范围。 如果 T-Series 赢得了判决,将会严重缩小免责权在信息
技术法案中的适用范围,并可能开启更多的针对 BitTorren 以及其他 P2P 网站的诉讼。

TRIPS 协议自生效以来至今已经过去了 16 年,印度目前正在努力履行自己的 TRIPS 协议义务,

不断提高自己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国际层面对印度知识产权保护的忧虑主要在于印度作为
非专利药品制造商及出口商的角色是否与其作出的国际承诺相符,几家大型的制药企业和美国贸易
代表办公室都对印度在相关领域的表现表达了关注。 但是这种担忧也反映了一个广泛而长远的公
共承诺,即提高对知识的利用和获取,对此的讨论要回溯到上世纪 60 年代国际上对《 伯尔尼公约》 中
①

就在本报告即将出版之际,媒体报道称了在印度发生的第一起与 BitTorrent 侵权相关的逮捕案件。 案件涉及四名在 Heder-

abad 的男子被指控向 BitTorrent 网站上传宝莱坞电影( Ernesto 2010) 。 这些男子同业也贩卖盗版 DVD 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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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条款的辩论。 虽然印度法律对著作权侵权规定了严格的民事和刑事司法程序,它也包括了( 历
届政府都执行并保留了) 世界上最广泛的公共利益的例外条款和对著作权的限制。①

对于后 TRIPS 时代的国际著作权立法,印度既没有加入《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 ( WCT) ,

也没有加入《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 ( WPPT)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保留了对
版权产品实施反向工程和规避技术保护措施( 如数字版权管理措施,DRM) 的权利。 这为在数字技
术时代实施被 WCT 严格限制的合理使用( 在印度,称“ 合理交易” 更合适) 权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这
也是最近印度《 著作权法案》 的改革计划中的核心争议问题。 特别是音乐产业,大力呼吁在印度建立
“ 反规避” 条 款, 与 美 国 《 数 字 千 年 版 权 法》 相 类 似, 这 在 多 个 重 要 方 面 都 超 出 了 WIPO 协 议 的
要求。②

关于“ 反规避” 问题的争议,令版权产业站在了那些从事反向工程和技术修改的群体的对立面,
包括推崇自由软件的人群和盲人权益保护组织。 最终折衷的结果是法案以是否有故意侵权的动机
为裁定责任的必要标准。 这一点对于一个建立在回收和再利用基础之上的数字经济具有重大的意
义,因为在这种数字经济中,对规避侵权责任的治罪可以扩张到十分宽泛的行为。 版权产业却对这
个较弱的法律标准持反对态度,IIPA 不无夸张的将这一条款称为是“ 几乎摧毁了一切保护手段” ( II-

PA2010) 。

是否确立更有力的反规避措施并压缩安全港原则的适用空间,这个问题在印度国会立法者中依

然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类似的关于法案改革的辩论还集中在以教育目的例外规则上,公共利益团体
试图将合理获得教学材料的权利进行扩张并固化( Liang2010) 。 尽管国际上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印度
在著作权保护水平方面达到 WIPO 所设定的更为严格的标准( 包括进一步达到美国 IIPA 组织要求

的标准) ,印度政府则以国内经济发展为原因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出强硬的态度。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针对美国主导制定的《 反假冒贸易协定》 ( ACTA) ,印度是国际上提出反对呼声最高的国家之一。 直
到 2010 年底,印度明确表明反对 ACTA 的立场,并表示将把反对意见提交 WTO,希望 WTO 审议 ACT
的制定和实施所产生的问题

印度电影市场的重组
在印度,电影是大众生活中喜闻乐见的基本组成部分。 2009 年,印度的电影院售出超过 3000 万

张票,大约是全球数字的一半。 像班加罗尔这样的城市,每个周五至少要上映 6—7 部新片,包括最
新的好莱坞、宝莱坞电影,还有卡纳达语、泰米尔语和德拉维族语电影。 每到周末,电影院里都是人
满为患,大部分电影的周末场都常常售罄。 电影更新速度也很快:一部电影的票房表象通常在第一
周内就可以决定,上座不好的影片上映两周之后就会下线。 即使最受欢迎的电影也很少能够在影院
中持续放映两个月以上。

这疯狂的更新步伐解释了为什么印度电影市场的竞争如此激烈。 印度在过去的 10 年间每年至

少要推出 1000 部国产片,外加进口的好莱坞大片,这些电影都要在印度 10000 块影院屏幕上展开票
①

国际消费者(2010) 将印度著作权法案评为世界上最平衡的著作权法,保护范围涉及私权、教育权、以评论为目的的使用,并

②

特别扩大了对技术保护措施的保护范围,确立了禁止接近作品的规则,而不是仅仅对复制作品的能力做出限制。 目前主要

对在线著作权保护做了详尽的规定。 如需关于印度著作权法案的介绍,可参见印度发布的报告,http: / / a2knetwork. org / reports / india。
国家流行采用音乐标签作为反盗版措施,在数字音乐销售领域整体上抛弃了 DRM 措施,与此不同,印度音乐公司如 T-Series,仍然在
新兴的数字下载市场中采用 DRM 措施来限制用户对音乐的复制和反复播放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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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的争夺( 相比之下,美国的电影公司每年只拍摄 500 到 600 部影片,却有 40000 块屏幕放映) 。 尽
管在过去的 10 年里,印度电影业的收入出现显著提升( 见图 8. 1) ,却仍然只有 10% 的电影能够盈
利。 这并没有阻碍印度电影业的积极性。 直到 2008 年,印度每年都在创造电影拍摄数量的纪录( 见
图 8. 2) 。 但是对于许多赔钱的片商而言,他们坚定的认为是盗版而非竞争阻碍了印度电影业的盈
利。①电影产业因此在所难免地对于这个庞大而失控的盗版 DVD 市场产生了极端不满的情绪。

图 8. 1 印度的票房收入( 单位:百万美元)
来源:作者根据 Kohi-Khandekar (2010) and FICCI / KPMG (2010) 的数据整理所得

图 8. 2 印度国内电影产量( 电影数量)
来源:作者根据欧洲视听观察站(2001-10) 数据整理所得

图 8. 3 印度人均观看电影的次数
来源:作者根据欧洲视听观察站(2001-10) 数据整理所得

印度国内的电影产业是面向大众的———首先是城市中产阶级,其次是那些本章前面多次提及的
①

印度电影业在 2009 年遭遇了市场寒冬,受经济危机影响,整个行业收入出现了显著下降,同时电影厂商和多剧场影院的所

有者之间进行的持续长达两个月的冲突造成了当年新拍摄电影的数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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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剧场吸引到的广泛人群。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印度平均每人每年要进 3 次电影院( 见图 8. 3) 。
这个数字几乎是墨西哥和俄罗斯的三陪,是南非和巴西的六倍,虽然印度的人均 GDP 远远落后于这
几个国家。 90 年代后期,印度引入多厅影院,印度电影也开始融入全球营销网络。 在此之前,平均每
部电影的票价仅为 0. 2 美元左右( 欧洲视听市场瞭望 2010) ①。 随着核心城区的发展,城市重建工程
将许多老建筑改为大型商场,通常在这些商场的最高两层都设有电影院。 这些新建的多厅影院同时
放映好莱坞大片和本土电影,票价也大幅提升。 随着好莱坞的全球化,印度的电影市场也开始走向
国际化。

市场细分
在众多发展中国家中,印度几乎是唯一一个由本土产业全方位占领主要媒体市场的,从音乐和

电影的制作,到市场分销与发售。 印度的国产片占到大约 92% 的市场份额———这与巴西、墨西哥、南
非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市场比例正好相反。 因为这种对本土市场的极大依赖,印度电影公司一直以
来为争夺国内观众进行了漫长而激烈的市场竞争。 由于印度不同地区居民收入和基础设施建设仍
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电影公司还广泛地实行价格歧视策略以吸引不同层次的观众。
地理因素在决定电影资源和价格的分配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位于新德里、孟买和班加罗尔的高
端影院市场的地位与印度广阔乡镇当中的低端影院和放映厅( 还有更低端的家用放映设备和盗版影
视渠道) 相比显得是如此微不足道。 DVD 和偶尔出现的高清格式产品占领了大城市的盗版电影市
场,小型城镇居民却仍热衷于 VCD。 目标群体的复杂性致使电影市场在产品投放上存在重叠与交
叉,致使同样一部电影在同一个市场可能卖不同的票价。 盗版市场与这种市场细分方式有着紧密的
联系,代表了市场中最大的和最底层部分。
近些年来的两大发展趋势已然改变了电影市场的竞争格局:(1) 从单一屏幕影院向多厅影院的
转变,并伴随着票价的上涨和观众构成的改变;(2) 在营销链余下部分展开的激烈的竞争,导致了有
线电视和音像制品市场无法进行“ 扩窗” 发行,催生了更低成本的录像带租赁与销售模式,以及形式
丰富的价格与服务创新。 这第二个发展趋势跟美国、欧洲等地的状况相似,即在电影、电视和音乐市
场中出现低成本的销售模式。 这些新兴发行模式的出现也有共同的原因,都是为了在强手如林的市
场竞争中努力争夺国内观众。

影院
从单银幕到多厅影院的转变蕴含了重要的物质和建筑层面的基础。 像许多国家一样,在过去的
十年间,印度在电影的放映形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厅影院在一些主要的大城市中逐步取代了
传统的单厅影院。 90 年代末期,印度全国只有一家多厅影院;到了 2008 年,全国有超过 100 家多厅
影院,拥有屏幕总数达到 850 块( 欧洲视听市场瞭望,2010) 。 虽然多厅影院在印度的屏幕总数中仍
是少数,但是它们在电影市场中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这个比例。 多厅影院的出现,影响了收入的分
配、观众的构成、影院的空间组织格局,以及对于哪些元素能让电影获得商业成功的预期。 这些影响
最终也渗透到盗版市场,使盗版在贫困人群的电影消费中占据更主要的地位。
①

鉴于印度电影市场定价采取的是有弹性的价格歧视策略,本章曾对此有过详细介绍。 以及瞭望没有披露这个数字的计算

方法和来源,因此本研究引用了这个数字,但是对该数字的真实性持保留意见。 我们尚未发现有其他文献对此进行过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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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厅影院主要集中在印度的大型城市,其发展趋势伴随着城市房地产价格的不断攀升。 它们通
常开设在新开业的购物广场内,成为购物广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的单厅影院通常由家庭来运
营,影院的运营者同时也是影院建筑产权的所有者。 与传统电影院截然不同的是,新式的多厅电影
院主要由房地产商开发运营,需要很高的前期投资以及相应的高回报率。 这些投入及运营的压力,
大大地提高了影院的票价。 现如今,最便宜的多厅影院的票价也要 120 卢比( 约 2. 6 美元) ,而最高
档影院的最好座位的周末票价可以高达 500 卢比( 约 11 美元) 。

这样的价格差异导致了市场的分化,将那些只能去得起老式单厅影院的贫苦大众与那些可以承

受多厅影院票价的高端人群区分开来了。 随着中产阶级的财富逐渐增加,以及房地产价格的不断攀
升,单厅影院的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 在印度大多数的主要城市中,老式的单厅影院正在走向衰落,
很多影院倒闭或者变为多厅模式。 影院票价与日俱增,观众群逐渐走向高端化,迫使那些不堪重负
的印度百姓更加依赖于盗版市场来观看到新上映的影片。 这样的转变破坏了老式影院所特有的受
众群多样性。 老式的单屏大影院原本是精英与普通百姓得以共同娱乐的难得场所。 然而在新式的
购物广场中,那些昂贵的、规范的观影场所显然无法促成这样全民性的社会互动。

如今,低收入人群经常光顾的单厅影院票价通常保持在 1 美元以下。 大多数这样的影院会上映

宝莱坞电影或其他的地区性影片。 相比之下,多厅影院为了迎合高收入人群的喜好,会主要选择那
些最国际化的宝莱坞电影以及进口片,包括回放近期的奥斯卡获奖影片。 在单厅影院里放映好莱坞
影片的情况已经很少见。 好莱坞电影在印度市场中一直不是大头,而如今好莱坞电影却成功的确立
了其在高端市场的地位。

图 8. 4 印度的银幕数量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Kohi-Khandekar (2010) and 欧洲视听观察站(2001-10) 数据整理所得

高昂的多厅影院票价引发了许多焦虑,担心这将使电影转变为精英艺术,①但这却是制片商们愿
意看到的,因为他们可以从少数观众那里获得高额的收益。 在许多案例中,这个模式都显示出良好
的盈利优势。 印度电影市场收益从 2000 年的 4. 7 亿美元增长到 2008 年的 21. 5 亿美元。② 几乎所
有的增长都来自于高涨的票价,特别是多厅影院,尽管它们只占据了 10% 的银幕总数,却贡献了

25% —40% 的票房收入。 相比之下,无论是观影人群的数量还是放映市场的整体规模,都没有出现
类似的增长:银幕总数在过去十年中实际在下降( 见图 8. 4) ,而影院售出的总票数基本稳定在 30—

35 亿张左右( 直到最近的市场下滑) 。 影院的总容量也因此而缩水,大部分老式单厅影院可容纳 800
到 1000 名观众,而新式的多厅剧院一般只能容纳 150 到 300 名观众。
①
②

持这种意见的主要有导演 Mukesh Bhatt( IANS 2009c) ,和其他一部分人士。

之后到 2009 年,由于影院运营者与制片方之间的冲突,多厅影院普遍经历了长达两个月之久的关门停业,导致该年印度电

影销售额下跌至 18. 6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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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3

电影的价格差别,2009

电影

类型

屏幕

语言

工作日早晨
放映的价格

正常工作日
价格

周末价格

PVR Classic

标准多厅

18

英语, 印 地 语, 卡 纳 达
语,泰米尔语,泰卢固语

Rs. 60

Rs. 120

Rs. 200

PVR Europa

豪华多厅

6

英语,印地语,卡纳达语

—

Rs. 170

Rs. 300

PVR Gold

专门多厅

6

英语,印地语,

—

—

Rs. 500

REX CINEMA

单厅

1

印地语,

雅座—Rs. 100
后排—Rs. 80

雅座—Rs. 170
后排—Rs. 130

FAME LIDO

多厅

12

英语, 印 地 语, 卡 纳 达
语,泰米尔语,泰卢固语

雅座—Rs. 60
后排—Rs. 50
Rs. 100

Rs. 140

Rs. 200

FUN CINEMAS

多厅

10

英语, 印 地 语, 卡 纳 达
语,泰米尔语,泰卢固语

—

金卡—Rs. 190
贵宾—Rs. 170

金卡—Rs. 250
贵宾—Rs. 200

来源: 作者收集

扩窗发行( Windowing)
在印度,电影在首映期的竞争压力极大。 影片必须在上映首周就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绩,否则将

面临两周之内被快速淘汰的命运。 2008 年 9 月,宝莱坞风靡一时的影片《 未知死亡》 ( Ghajini) ,在上
映的第一周就收获了全球 43 亿美元票房收入的一半,为影片之后的长期国内放映( 及稍后的国际放
映) 取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影片之间对银幕的竞争以及极快的更新速度,意味着公映前的广告造
势非常重要。 事实上,那些不做宣传或者低调宣传的影片如想在印度的电影市场上取得成功几乎没
有任何机会。
一部电影一旦在影院上映,制片商和经销商便会立即安排其后续的扩窗发行。 第一轮是那些商
业价值略少的地方省份的影院市场,它们一般要等到影片在一线城市下线之后才能拿到胶片。 随后
是通过发行 DVD 以及在有线和卫星电视播出来进一步扩大并细分观众群。 对这些次级发行渠道的

有力掌控使制片商能够有效地分散投资风险。 虽然通常是卖座影片在二级发行渠道中更有优势,
但即使是那些票房不理想的影片,也可以借助之后的次级市场来收回成本。
印度电影市场的细分策略最初来源于影院自身实行的弹性价格歧视制度。 同一部影片会出现

从 1. 3 美元到 11 美元不等的票价,这取决于放映的影院、观看时间、坐席位置以及影院提供的其他
增值服务( 比如餐饮) 等多个因素。 最终 VCD 和 DVD 的上市时间会根据这部影片在影院的受欢迎
程度而定,同时考虑其长时间上映的盈利能力和广告效应的残余价值。 有线电视、卫星电视以及按
次付费节目的扩窗发行档期也是基于对上述几方面因素的考量而制定的。①

直接下载到影院
在五六年前,印度就开始采用能够以实时、

备。 目前,在印度现有的 10000 块银幕当中,有

加密的方式通过卫星将电影下载到剧院中的设 3000 块 数 字 银 幕。 ( PricewaterhouseCoopers
①

电影的放映时间组合能够得以顺利执行,一定程度是依靠管理机构针对不同的使用方式来发放不同的许可并收取许可费

用而实现的( Wang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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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

这种新型的无线通讯技术旨在杜绝在影院

2008) 。 根据这一信息,该影院被警方搜查,一
部录制机被销毁。

里通过拷贝胶片或拍摄荧幕来进行高质量的盗

随着该技术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它为

版复制。 实时的、一次性的发售技术意味着影

电影在放映档期内不受盗版的干扰而提供了新

片可以被附上水印,帮助对盗版行为进行相对

的保护手段。 然而,从过去的经验判断,这一技

精准 的 跟 踪, 以 便 追 查 到 盗 版 制 作 的 源 头。

术仅仅缩短了盗版流出的时间,从长久来看仍

2008 年,一张电影《 Tashan》 的盗版 DVD,就通过
这种技术被追踪到位于 Gujarat 省的小镇 Bili-

mora,这里的一家单厅影院在 4 月 25 日一次放

映是 这 张 盗 版 DVD 的 文 件 源 头 ( UFO Moviez

不能阻止盗版商获得片源。 不过对于大部分的
宝莱坞影片来说,能够提供短期的保护措施已
经是反盗版执法中唯一可行的目标了。

融化的冰块
对扩窗发行期的有效控制被广泛认为是商

取得成功的因素也显得捉摸不定。 孟买的著名

的首席律师 Chander Lall 将电影描述为在制片

般总是它的明星阵容,这也被视为是预测电影

业电影中十分关键的经营手段。 MPAA 在印度

导演 Anurag Kashyap 指出,影片投资的基础的一

商手中的“ 正在融化的冰块” 。 除非制片商和发

票房的首要因素。 因此,发行商和放映商也主

行商能 够 通 过 周 密 的 发 行 计 划 来 尽 快 实 现 盈

要是通过影片及其造势活动中的宣传热点来做

利,否则冰块很快就会融化,前期的投入也打了

出判断。 相比之下,观众的作用却只限于他们

水漂。 影院首映是整个销售战略的核心。 但是

对宣发活动的初始反应,体现为影片的首周票

后续扩窗发行的时间间隔也很重要。 在每个阶

房情况。 原则上讲,影片的成功也可以通过口

段,制片商一只手伸向新的观众群,另一只则要

碑慢慢积累,但前提是该片能够在首周的票房

阻止影片流向那些未被授权的渠道或媒体。 猖

竞争中生存下来,并获得延长的放映档期。 由

獗的盗版活动破坏了制片商的这种控制,因此

于影片的首周表现对其商业命运是如此重要,

常常被指责为影片失败的祸根。

电影市场不等不过度依赖明星阵容、续集效应、

然而,对于为什么如此多的电影未能取得

模仿策略以及大规模的广告宣传来竞争有限的

商业成功,观点并不统一。 由于电影市场的竞

生存空间。 影片的制作费用也随之上涨,提高

争非常激烈,观众对电影的接受程度也包含很

了电 影 投 资 的 门 槛 却 没 有 带 来 相 应 的 成 功

大的主观因素,因此能够用来预测影片是否会

几率。

《 幸运古惑贼》 ( Oye Lucky! Lucky Oye!)
2008 年上映的《 幸运古惑贼》 是首批打破传

统扩窗发行惯例的影片之一。 和许多宝莱坞电
影一样,《 幸运古惑贼》 最初的广告造势活动也

是围绕着电影原声和预告片的发布进行的。 TSeries 拥有其电影原声专辑的版权,将下载价格
定在 2. 52 美元( 或每首歌 0. 33 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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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电影的上映不幸赶上了一个糟糕的

时间。 《 幸运古惑贼》 于 11 月 27 日首映,恰逢
前一天在孟买市中心的酒店里发生了严重的恐
怖袭击。 袭 击 所 带 来 的 恐 怖 情 绪 在 人 群 中 蔓
延,人们纷纷避开电影院这样的公共场所。 尽
管这部影片获得了很好的评价,但是在这种放

映环境之下最终却没有收回成本。 《 幸运古惑

这部影片,此时距影片的公映日期还不到一个

房收入。 在随后的全球发行中,它又获得了 40

娱乐有限公司,是全球第二大光盘制造商的子

贼》 在剧院上映了四周,获得了 100 万美元的票
万美元的 票 房 收 入。 ( 来 源 于 售 票 网 站 Mojo,
http: / / www. boxofficemojo. com / movies / ? id =
oyeluckyluckyoye. htm, 2009 年 3 月 4 日访问)

为了努力收回投资,UTV 电影公司从 12 月

18 日开始在两家主要的家庭卫星电视平台放映

月。 该片的音像制品销售权卖给了 Moser Baer

公司。 Moser Baer 在 2009 年 1 月的第一周就出
版了影片的 DVD 和 VCD, 价格分别定在 2. 17

美元和 0. 88 美元,这个价位的低廉程度可以与
盗版市场相媲美。 自此以后,这种发行销售模
式开始被许多亏本电影争相效仿。

光盘市场的价格与竞争
印度电影市场成长的核心过程基本上就是价格的增长,通过多厅影院成功催生出来的高端产品
来索取高票价。 相比之下,对应的家庭音像市场却呈现出别样的情景,市场上价格和服务的竞争非
常激烈。 在过去的三到四年间,Reliance Big 娱乐,T-Series 和 Moser Baer 家庭音像等几家印度主要的
媒体公司纷纷打响了价格战,从电影和音乐的价格水平、分销渠道以及授权许可等重要方面彻底改
变了印度媒体的生态系统。

与价值 20 多亿美元的印度影院市场不同,正版 DVD 和 VCD 的市场一直很小,2009 年只有微不

足道的 9200 余万元( 见图 8. 5) 。 传统上,印度的音像市场对于电影制片方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吸引
力。 在影片的影院发行与音像出版之间的扩窗间隔期一般超过三个月。 国产电影的 DVD 定价偏
高,处于 5—7 美元之间。 这些都成为盗版占领市场的原因。 按照我们采访的 Moser Baer 公司进行
的估算,盗版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90% 之高( interview, 2009) 。

来源: FICCI / KPMG 2010.

图 8. 5

印度家庭录像市场

一直到最近,光盘的正式零售渠道处于十分薄弱的状态。 正版光盘一般通过本地的音像店、专

业连锁店( 例如 Planet M) 、书店( 例如 e Crossword chain) 和购物连锁店( 例如 Reliance Time Out) 出
售。 店面的地理位置基本上决定了店内出售光盘的主要内容。 高端零售店以销售英语、印地语以及
印度方言电影为主的影片,小型的商店通常只销售那些最流行的印地语和方言影片。 从 2007 年开
始,Moser Baer 公司和 Reliance Big 娱乐公司在音像市场中异军突起,带来了一场定价和营销的小革
命,大大扩展了销售渠道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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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报告中,我们将为读者详细介绍 Moser Baer 公司的商业模式。 该公司力图让电影的正版

DVD 发行尽可能的廉价、快速、广泛。 Moser Baer 公司实际上刻意挑起了与盗版市场之间的竞争,其
目的在于通过与盗版正面交锋来建立起一个有活力的印度音像市场。 通过过去三年的努力,Moser

Baer 估计他们的市场占有率已经到了 10% 。 他们的竞争策略十分明确,就是有竞争力的价格、积极
的市场营销以及向消费者传达“ 拒绝盗版” 的观念。①

借助一场对发行权的大笔收购,Moser Baer 公司打响了价格战的第一枪。 在 2005 年到 2006 年

间,Moser Baer 公司购买了超过一万部电影的音像版权,这些影片都很难在高端 DVD 市场中进行二
次发行,而且基本都是印度电影,大部分来自小型发行商。 在之后的三年内,Moser Baer 公司出版了
其中 60% 的影片的 DVD 和 VCD,起价为 VCD 每张 40 卢比(0. 85 美元) ,DVD 每张 99 卢比(2. 12 美
元) 。 在收到良好的市场反响之后,Moser Baer 开始着手联合电影制片商发售新片。 在 2009 年,Mos-

er Baer 公司签署了一批总价为 2. 5 亿卢比的合同(550 万美元) ,买断了电影制作公司 UTV 的所有
影片的音像版权,包括 2009 年中正在拍摄的电影。

印度音像市场中的另一个异类是 Reliance Big 娱乐公司,它是市值上万亿美元的 Reliance ADA

集团的一部分。 Reliance Big 娱乐公司在印度电影产业的各个方面都大显身手,包括电影制作、开发
多厅影院以及如今的低端音像市场。 2008 年,Reliance 公司推出一项新型服务,称为“ BigFlix” ,用来
取代传统的影音租赁市场。 以每月 6. 5 美元的基本月费,BigFlix 让消费者可以从超过 15000 部影片

无限租赁。 最近,BigFlix 还将业务扩张到互联网上,让用户可以直接通过互联网下载电影到电脑上,
同时还提供大量免费资源。

与 Moser Baer 公司销售 DVD 制品的定价策略类似,BigFlix 在影音租赁业务上也打起了价格战,

迅速将街头放映厅生意挤出了市场。 Reliance Big 公司提供的“ Big TV” 电视直接入户服务对该市场
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 Big TV 服务目前起步价 32. 5 美元 / 月,提供超过两百个频道。 这样低廉的价
格让其他两家直接入户服务商 Tata Sky 和 Dish TV 不得不大幅降价,有的服务甚至改为免费。

这样的价格战几乎只发生在印度本土媒体产业。 无论是“ 四大” 唱片公司( 百代公司、索尼音乐

娱乐公司、环球音乐集团和华纳音乐集团) 还是好莱坞电影公司都拒绝参与到这项游戏中来。 我们
调查发现,最便宜的好莱坞电影 DVD 也要卖到 399 卢比(8. 5 美元) , 这一般还都是老影片的打折
价。 最新上映和最流行的电影一般售价在 500 卢比(11 美元) 之上。② 好莱坞大片几乎占据了整个
进口片市场。 而小众英语片和其他国家的电影则很少能在正版市场上找到。 因此,盗版传播———无
论是通过 P2P 下载还是从大集市上的盗版商贩购买———往往是观看此类影片的唯一途径。

本研究普遍采用购买力比较法来判断印度影音市场上不同价格的定价策略所产生的实际影响。

这种方法是将正版产品的价格和对应的盗版产品的价格转换为体现购买力的相关价格,以此反映出
如果按照美国的人均 GDP 计价在美国是相当于什么样的价格水平。 通过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
非常惊人,因为印度的人均 GDP 只有美国的 1 / 46。

与影院市场不同,正版 DVD 市场采用的是相对统一的定价系统,按产品类别来区分价格。 ( 例

如,好莱坞影片、宝莱坞电影以及低成本的 Moser Baer 光盘) 但在同一时间对于同一件产品却几乎没
有价格歧视制度。 盗版光盘的定价系统则完全不同,经常有很大的价格差异。 这些价格差异体现了
一系列因素:地理位置、对消费需求的预估以及一张碟片上压缩了多少电影或专辑。 举例说明 DVD
①
②

2009 年 6 月 20 日,对 Moser Baer 公司的公共关系主管 Sanjeev Varma 的采访。

市场上仍然存在少量的 VCD 产品需求,此类产品的售价要更低,而对于在高端店面出售的蓝光碟片,价格为每张碟片 1299

卢比(28 美元) 甚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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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区间:在像 Burma Bazaar 和 Chennai 这样的批发市场,高质量的 DVD 碟片价格只有 0. 4 美元,
而在新德里和班加罗尔的一些更规范、更高档的市场上,同样的 DVD 则最高可以卖到 2 美元。 盗版
DVD 的价格区间还受电影类别的很大影响,尤其是宝莱坞电影,因为它们通常很流行而且可以以更
低的价格出售。 我们关于正版 DVD 制品的价格信息都是基于在班加罗尔市场上搜集到的产品标注
的最低零售价格( MRP) 。 盗版电影的价格则在 1 美元左右,这是一张单影片、高质量 DVD 的一般
价格。

对比正版与盗版 DVD 光盘的价格( 表 8. 4) ,表中数据展示了印度家庭影音市场的价格动态。

2008 年的好莱坞大片《 蝙蝠侠前传 2:黑暗骑士》 ,其正版 DVD 价格基本与国际统一定价持平,在 14

至 15 美元左右。 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国际定价的统一性,是因为好莱坞大公司对电影的全球授权
和销售有绝对的掌控。 电影《 美丽心灵》 则是一部好莱坞老片,与其他老电影一样,卖了打折价。 这
两部影片的正版售价都显示出与当地收入水平的严重失衡,尤其当对比欧美国家的价格与收入比。
如果将这个正版价格按照美国的人均 GDP 水平来换算,《 黑暗骑士》 的 DVD 价格相当于 663 美元,
《 美丽心灵》 相当于 421 美元。

表 8. 4

印度合法和非法 DVE 的 DVD 的价格 2009 年

正版产品价格( 美元)

购买力相对价格

盗版产品价格

盗版产品的购买力相对价格

14. 25

663

1

46. 5

8. 50

395

1

46. 5

黑暗骑士(2008)
美丽心灵(2001)
未知死亡(2008)
傻瓜回忆录(2008)
幸福古惑仔(2008)
老鼠与猫(2008)
来源: 作者收集

9. 10
6. 42
2

3. 8

421
298
93

176

1
1
1
1

46. 5
46. 5
46. 5
46. 5

相比之下,宝莱坞电影的发行商在近几年来已经大幅度降低了正版 DVD 的价格水平。 像 Moser

Baer 这样的后起之秀,通过大量收购低价的电影版权,大幅压低了正版产品的价格———最低价可以
达到 VCD 每张 40 卢比(0. 85 美元) ,DVD 每张 99 卢比(2. 12 美元) 。 一些热映的大片能够摆脱价
格战的影响而保持较高价位,例如电影《 未知死亡》 :VCD 售价 199 卢比(4. 24 美元) ,DVD 399 卢比
(8. 50 美元) 。 但是大多数传统家庭影音发行商,如 Shemaroo 公司和 Eagle 公司,还是被迫调低了售
价,以适应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 在 2008 年,为了增加产品的竞争力,T-Series 将新片 VCD 的平均
价格主动下调至 38 卢比。

这个价格战的结果就是宝莱坞电影的盗版与正版价格差异比好莱坞电影小得多———宝莱坞电

影的正版 DVD 一般是盗版价格的 2 倍,而好莱坞电影的正版却是盗版价格的 10 倍以上。 价格差异
的缩小使得宝莱坞电影的正版 DVD 销售出现大幅度增长。 一部热映大片的正版 DVD 经常可以卖
出超过 100 万张。 2008 年,Moser Baer 公司发行的热映电影《 猛然遇见你》 ,公映五周后就在音像市
场上卖出了超过 600 万张 DVD。

Moser Baer 公司对音像市场的影响如此巨大,这体现出我们报告里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现象:高

价媒体市场会导致盗版活动的猖獗,而当猖獗的盗版面对正版商品的竞争,则催生出薄利多销的合
法替代性产品。 在印度,这些合法替代性产品目前势头正劲。 自从 2007 年价格大战打响以来,正版
音像市场实现了收入的高速增长,尽管增长的起点非常低。

发行商们还进入了被盗版商贩所开辟的新市场中来。 盗版商常用的压缩盘( 即一张 DVD 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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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压缩进三至四部电影) 方式被正规发行商广泛采纳。 盗版市场上流行的按照类型和题材组装的合
集套装( 如二战电影合集) 也出现在正版产品中。 另一个例子则是非英语外国电影的正版市场在逐
渐成形。 多年来,影迷们为了获得丰富的外国电影而纷纷转向盗版市场。 像王家卫和佩德罗·阿莫
多瓦这样著名的非英语外国导演的作品在印度银幕上难觅踪迹,连 DVD 都从未发行过。 又是 Moser

Baer 公司发现了这个商机,迅速弥补了市场空白。 他们与拥有众多经典国外电影的印度发行权的
Palador 电影公司合作,在所谓的“ 精品 DVD 市场” 上出版发行世界电影,售价在 399 卢比(8. 50 美
元) 。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Palador 电影公司的负责人塔姆·思科尼斯( Gautam Shiknis) 竟将这次合作
发售描述成“ 印度世界电影运动的开端” ( Indiantelevision. com 2007) 。

出于明显原因,行业中的很多老牌企业对于被迫卷入( 或者已经身处其中而无法逃离) 这场竞争

激烈、利润低下的价格恶战而产生了困惑心理。 2007 年,行业团体呼吁出台《 光碟法》 , 用于对光盘
的生产和销售进行管理。 印度的信息广播部拒绝了这一提议,该部部长阿沙·斯瓦普( Asha Swa-

rup) 表示,盗版现象说明正版市场还需要进一步大众化:“ 抑制盗版的最佳方法是通过数字平台来调
整电影产品的供应, 其中一个解决办法是采取影院、光盘和互联网等多种渠道的同步发行。 如果国
内和国外市场上的 DVD 货源充足、及时,人们自然会远离盗版。” ( Pahwa 2008)

盗版研究的市场
2004 年之前,盗版问题的研究大多来自在印度工作的美国行业团体。 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

在国际知识产权联盟( IIPA) 关于印度盗版问题的年度报告,而该报告则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

TR) 作为发布《 特别 301 报告》 的依据,并以此反复对印度的医药行业政策、电影和图书的著作权保
护以及印度法律体系存在的一系列或有或无的缺陷进行批评。

本世纪初,呼吁本土企业和政府加大版权执法力度的声音愈来愈高,于是盗版研究的市场也开

始成长并丰富起来。 众多国际咨询公司,包括普华永道、毕马威、安永、国际数据公司( IDC) ,纷纷加
入这个行列,为印度和跨国利益群体分析盗版现状, 并为行业游说和执法动员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证
据。 在印度蓬勃发展的媒体市场中,媒体行业咨询几乎成了知识产权咨询的代名词,关于盗版的阐
述也在这些咨询报告中被一次次重复并强化。 印度所有的主要行业团体现在都会开展相关产业的
盗版研究———音乐方面有印度音乐行会( Indian Music Industry,IMI) 和印度表演权协会( Indian Per-

forming Right Society,IPRS) ,国家软件与服务企业联合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ftware and Services
Companies,NASSCOM) 则重点关注软件行业,印度图书出版与经销商协会同盟( Federation of Publish-

ers and Booksellers Association of India,FPBAI) 主要开展图书市场的盗版问题研究。

2007 年,安永公司赢得了为美印商会( U. S. -India Business Council,USIBC) 做盗版研究报告的合

同。 美印商会是强硬执法派的美国商会在印度的联络机构。 安永的第一份报告《 印度娱乐业假冒与
盗版活动的影响》 (2008) ,在美印商会为制定《 光碟法案》 的游说过程中发布,并作为《 法案》 制定必
要性的证据得到广泛引用。 尽管有政治游说的目的,这份报告依然是近几年来对电影、电视、音乐和
娱乐软件( 不包括商业软件) 行业的盗版情况所提供的最详尽的研究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该报告还
是我们见过的所有产业报告中研究方法最全面的一个,而且它避免了那些用于夸大行业损失数据的
常见伎俩( 如经济乘数的使用) 。

同时该报告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它参考了其他一些不是很透明的产业研究报告作为数据估算

的依据( 主要是 MPAA 在 2004 年 5 月关于盗版市场的研究) ,并且反复使用正版产品的零售价格( 或
者相当于该价格的数值) 作为损失计算的基础。 后者的假设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价格与收入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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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才是滋生盗版的前提条件。 并且,这一计算方法重新回到了行业对盗版替代率的落后认识上。
在现实中,盗版光盘替代一件正版产品的可能性要远远小于 1。 这一现象在目前欧美国家的盗版研
究中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话语环境中却很少被提及。 然而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价格
与收入比的失衡导致于实际的替代率要更低,因此实际的销售损失要远远低于利用零售价格作出的
估算。

使用上述估算方法,这份报告发现盗版导致印度媒体产业在 2007 年损失了约 40 亿美元和 8. 2

万份工作。 在上述估算的损失中,有超过一半是由有线电视盗版行为造成,电影行业的损失额则据
称接近 10 亿美元。 这些损失数据被大量媒体引用。 很显然,这份报告是一个长期计划的一部分,其
目的是希望能借此促进在国家层面而非地区层面加强盗版执法的力度。

其他的研究报告也大致延续了类似的思路,断言打击盗版能够增加就业、吸引外资、增加财政税

收等等。 这些论述的数据基础甚至不需要每年保持一致。 2003 年,商业软件联盟( BSA) 指出,如果
盗版活动下降 10% ,将会为印度经济增加 5 万个就业岗位,吸引 21 亿美元投资。 到了 2005 年,该联
盟则声称盗版造成的损失增加了 50% ,而减少盗版行为做带来的经济收益却被翻番:如果盗版活动
下降 10% ,将带来 115847 个新增工作岗位,59 亿美元的新增投资,以及 3. 96 亿的财政税收。 到了

2008 年,BSA 声称的损失继续上涨,达到 2005 年的四倍,但是经济收益部分则又被削减:现在,如果
盗版活动下降 10% ,将增加 44000 个工作岗位,吸引 31 亿美元新增投资,同时增加 2. 08 亿美元财政
税收( BSA / IDC2008) 。 对于这些数据的变动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对于得出这些结果的估算方法也仅
仅是一笔带过。 这些研究报告还经常拿印度、中国和俄罗斯这三个临近的工业大国作比较,其视角
就更令人“ 耳目一新” 。 比如, 2008 年的报告预测:“ 如果盗版活动下降 10% ,那么中国的信息产业
水平将一举超越美国,攀升至全球第一,而俄罗斯的 IT 市场将超过印度。” ( BSA / IDC2008)

本报告在第一章里就对上述论调背后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大胆的质疑,质疑的原因我们在这里也

不再赘述。 然而无论是美印商会与安永合作发布的报告,还是商业软件联盟与国际数据公司联合做
出的研究,都在重复着类似研究中经常会犯的框架错误。 本土某些商家的损失并不意味着整个经济
的损失,无非是将这部分价值转移到其他地方。 而外国公司的损失则转移成为了本国公司的利润,
因此所谓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也可以从另一角度去看待。 当然,这些因素不一定能够完全平衡国内某
些具体行业的损失,因为实际情况非常复杂。 但是,如果为了片面强调执法的重要性而忽视这些因
素,这也显然是不够公允的。

版权的司法保护
法院是产业界要求印度强化版权保护的主要战场。 但是,产业界在这方面碰到的最为直接的问
题就是印度法院系统的功能紊乱。 大量积压的民事和刑事案件,意味着新的侵权诉讼或者刑事控诉
案件要等好几年才能结案。① 这些案件所需要的资金投入通常要远远超过最终的罚金、赔偿或者可
能达到的阻止侵权的效果。 这导致涉案的原被告双方都需要承担沉重的经济负担。 根据 MPAA 的
报告,2009 年印度有超过 1900 个案件未能审结;IMI 的报告数据显示,2008 年未审结的案件超过

8000 个( IIPA 2010,2009b) 。

但是印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司法程序的迟缓。 法官本身也非常不情愿支

①

据估计,印度法院大概积压了 3100 个案件。 一个高等法院的法官最新估算,大概需要 320 年的时间才能清理这些案件

( PTI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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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侵权案件的原告。 根据 IIPA 的报告,1992—2007 年间,只有 16 个案件根据《 印度版权法》 有关盗
版条款的规定作出有罪判决;而自 2000 年以来则只有 6 个案件,都是有关电影盗版的。 最近的报告
表明,版权侵权案件的有罪判决的数量有了细微的提高:根据 IMI 的报告,2008 年有 60 个盗版案件
被作出有罪判决,同时还有大约 120 个案件作出了相对缓和的判决。 这些有罪判决的数量是在维权
运动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单是 IMI 和 MPAA 在 2008 年就发起了大约 3000 起诉讼 ( IIPA 2009a) 。

从产业的角度来说,法院的态度及其对版权法的理解是导致维权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 产业界

代表通常认为有必要提高法官对权利人诉求的“ 敏感性” 。 因此,产业团体非常重视对司法机关开展
相应的培训,一般是由德里的主要律师事务所的知识产权律师来领导培训讲习班。 产业团体希望通
过这些措施来提升“ 知识产权文化” ( 借用 WIPO 的术语) ,强化法院和检察官对版权侵权危害的认
识,进而采取对版权人有利的措施,比如加速案件审理、提高罚金数额等。 我们对司法机关的采访发
现,他们普遍对这种教学模式表示不满。①因此,这些措施对判决力度显然没产生什么影响。
版权案件判决的艰难主要是由于司法程序的复杂造成诸多延误和出现问题的可能性。 刑事指
控案件通常涉及警察部门,并且总是从最底层的法院开始审理,公诉人承担着繁重的举证责任。 权
利人作为原告,必须出席每次庭审,这一要求提高了投诉的成本并带来诸多不便。 被告人也要付出
这些成本,因此经常逃避出席听证。②
不管通过何种程序,提起一个案件的诉讼通常需要几个机构之间的协调。 相关案件的处理流程虽
然较为繁琐和缓慢,但是这些现象的存在部分也是由于警察队伍的腐败。 警察通常被认为是印度最腐
败的机构之一,他们经常与作为执法对象的“犯罪分子” 沆瀣一气。 我们在街头市场的访谈中发现,这
种底层的腐败几乎被当作常态。 一个受访者向我们描述了盗版商和当地警察之间各种错综复杂的关
系,包括通风报信,收受贿赂和收取保护费等。 在盗版市场,我们经常看到警察购买盗版 CD 和 DVD。

司法机关和警察机构对突击搜查批发商和零售商的执法行为也存有异议。 大家普遍认为,突击

执法只会增加法院的积压案件,却不能有效的遏制盗版。 这种情况的个别例外就是在电影大片的发
行档期对该电影的保护。 现在主要电影的放映期间,法院和警察都会开展短时间、高密度的打击盗
版行动,主要针对街头市场和高利润发行渠道( 例如有线电视运营商播放盗版电影的行为) 。 由于盗
版发行渠道一直是有意的围绕特定地区组织起来的———例如主要针对宝莱坞电影的孟买,或者泰米
尔语和卡纳达语电影的制作中心———这种街头执法行动对于一些主要电影市场的盗版行为还是有
一定抑制作用的。 当然作用只能是短期的,对于后续的盗版供应就没有多大影响。 但对于印度电影
市场而言,短期效果也很重要。
鉴于这些问题,印度版权维权开始转向民事领域。 民事诉讼通常比较简单、快捷,而且在实践上
也并不在乎最终的法院裁决。 法院通常会根据当事人的诉求对责任方颁发禁令,同时指派司法官员
单方开展搜查并查封物品———包括从各层执法机构抽取相关人员参与活动。

这些禁令对于打击街头盗版的作用非常有限,因为这些交易组织的非正规性使得搜捕和查封行

为整体上来说相对效率较低。 但是,这些禁令却可以被广泛用于打击有组织的盗版传播,特别是针
对本地的有线电视运营商。 这些运营商经常在电影的首映期间就将其盗版播出。③ 在这些案件中,
①

观点来源于与参加 2006 年和 2008 年间进行的版权执法的司法培训的高等法院法官的访谈,包括 2008 年与在位于博帕尔

②

微软最近由于在德里提起针对发生在其他州的案件的损害赔偿而遭到德里高等法院的处罚———实际上意味着原告必须长

③

Ernst & Young 估计印度合法有线网络所传播的内容中盗版( 也就是说非常清楚没有取得授权) 大概占到 60% ( USIBC /

全国司法学院的法官的访谈。

途跋涉到德里。 法院认为微软利滥用其“ 财力雄厚” 的优势,故意给被告带来不便( IANS 2009a) 。
Ernst & Young 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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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在获得了禁令之后,经常请求警察陪同到现场,查封相关的设备。 此类查封行为的主要目的
不在于为冗长的法庭审理收集证据,而是像本报告第一章所提及的那样,它的主要功能是销毁或者
没收盗版商品及其制造发行设备,进而阻止其开展商业运作。①

影迷俱乐部作为维权人
在印度,电影明星的影迷俱乐部是一个重
要的政治组织。 特别是在印度南部,电影文化
和政治 经 常 混 杂 在 一 起。 对 于 那 些 从 政 的 影
星,影迷俱乐部在淡化种姓和阶级界限方面具

的活动。 在 2007 年,一位泰米尔影星 Rajnikant

的影迷俱乐部指示它的分支机构设立一个反盗
版小组,在 Rajnikant 主演的电影 Sivaji (2007 )

的上映期间,监视观众和影院员工的行为。 有时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经常作为政治运动的

还有影迷俱乐部成员攻击盗版商贩并迫使他们

基础。 这些影迷俱乐部通常得到影星本人的直

关闭店铺的事件发生。 针对影迷的自发维权行

接支持, 并且涉足诸多曝光率很高的 “ 社会 工

为,Rajnikant 自己注意到:“ 要求影迷攻击这些

作” 活动,例如献血或者收养本地孤儿。

人是不 对 的。 这 会 带 来 法 律 和 秩 序 的 问 题 ”

近年来,影迷俱乐部也开始涉及打击盗版

( SouthDreamz 2010) 。

由于此类民事措施收效显著,产业团体的律师们在过去几年里努力试图扩充禁令的权力。 其他
领域的一些法律措施也被移植到版权侵权领域当中,包括不经对方听证直接授予单方的禁令、针对
匿名侵权人的无署名搜查令( John Doe orders) 以及扩大搜查和抓捕权力的容许搜查令( Anton Pillar

order) 。 总之,这些措施使得禁令成为一个打击非正规经济的强有力武器,因此颇受申诉人青睐。 然
而,这些措施在司法领域仍然充满争议,并不是所有申请都能得到批准。

尽管俱乐部的监控并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执法形式,但是它曝光率很高,而且是唯一来自草根
阶层的大范围的维权商业文化。 但是,这些影迷俱乐部的维权行动只针对其特定明星的作品,而对
其他电影则无动于衷。

我们所采访的诸多版权律师对版权执法实践也表现出矛盾的心态。 他们尤其怀疑 IIPA 和 US-

TR 在印度推行用刑事措施保护版权的有效性。 诚如一个律师所说,这是一种“ 杀鸡用牛刀的没有意
义的做法” 。

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侵权漠不关心。 同样这群版权律师也抱怨警察没有认真对待著作

权案件。 我们看到大量的证据证明这些律师的看法。 印度的警察其实拥有相对较强的执法权力来
打击盗版,包括一些天然的特权让他们在没有投诉的情况下也可以主动抓捕版权侵权人。 但是这种
主动抓捕行为很少发生,除非是专门的执法行动,例如警察最近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大规模清查。
如何纠正警察对待知识产权的态度是印度强化版权执法所面临的另一挑战。 就像对待法院的
方法一样,对于警察队伍的努力大多也只体现在教育层面。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这些教育努力几乎
成了民间社会团体试图重塑警察文化的更广泛运动的一小部分而已。 我们采访了一位律师,他是德
里警察培训学院里一位专门给警务督察讲授软件和电影盗版课程的老师。 他描述了增强警察对盗
版危害的“ 敏感性” 的重要意义———其中“ 敏感性” 一词其实以前一直是那些人权和性别权组织为了
提高执法意识而广泛使用的。
①

运用此类禁令最为典型的例子是 2003 年 Mira Nair 提起的针对有线网络运营商盗版其电影 Kama Sutra 的案件。 另外一个

类似案件是 2007 年的 Time Warner Entertainment Company, L. P. v. RPG Netcom And 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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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警察总体上对版权执法并不感兴趣,但是对于以搜查为基础的执法行动来说,产业团体和
警察之间的关系仍然十分关键。 最近几年,在执法领域出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私营市场,这体现了
公共与私人执法活动之间的一个复杂的专业与社会关系网络。 这些被雇来从事侵权调查或者协助
搜查的机构通常由一些退休警官或曾任警官的人员组成。 具有反盗版经验是从事该项工作的一部
分。 而另一部分则是与以前在警局工作时的同事们搞好关系———在每年产业团体发动上千个搜查
请求的情况下,这一项工作显得尤其重要。

通过警察来维护版权还存在其他很多实际困难,比如警察的版权法律知识有限,尤其是关于侵
权投诉中那些证明所有权证据的不同标准。 遵循国际版权法,印度的版权是自动产生、不需要登记
的。 但是警察却经常采用有形财产犯罪中有关所有权的证明标准,因为他们担心相关案件可能是以
骚扰对方对目的的虚假投诉。
总体而言,对警察和法官采取的教育措施成效不大。 作出有罪判决的刑事案件仍然相当低。 诸
多法院仍然不愿意扩大使用无须被告出庭的单方程序。 警察也常常抵制将版权执法作为他们的核
心任务,尽管印度相关法律的修正案( 包括警察的天然特权) 明确鼓励他们这么做。 我们所采访的警
察中,很少有人把媒体盗版案件看作首要任务,因为印度的执法机构和法院系统已经为很多更严重
的刑事案件忙得焦头烂额了。

有组织犯罪和盗版
全 球 范 围 内 的 反 盗 版 运 动 现 在 经 常 把 盗 1993 年的孟买炸弹袭击事件的指使者,这次袭

版、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在印
度,黑帮犯罪团伙 D-Company 的犯罪行为经常
被用来作为盗版和黑帮、恐怖主义存在联系的
例证。 最 近 有 关 D-Company 的 分 析 主 要 出 自
MPAA 资助的兰德公司在 2009 年发布的关于电
影盗版与犯罪和恐怖组织关系的报告

根据兰德公司的报告,D-Company 控制着印

度电影产业和盗版市场的各个角落: “ 自 1980

年代以来,D-Company 的创始人已经能够将该公
司直接渗透到整个印度的电影和盗版产业,并在
盗版市场形成了明显的垄断优势,控制着盗版好
莱坞和宝莱坞电影 的 主 副 本” ( Treverton et al.

击中有 250 万人丧生( 此次袭击是对前一年发

生的印 度 教 暴 力 对 待 穆 斯 林 教 的 一 个 报 复) 。
易卜拉欣在警方压力之下,先从印度躲到迪拜,
后来到达巴基斯坦。 易卜拉欣现在主要在卡拉
奇开展活动,据说他经营着大部分南亚、非洲和
东南亚地区的毒品走私。 易普拉欣通常被指控
与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和“基地”组织存在联系,而
后者导致他被美国列为恐怖观察名单。 易普拉欣
之所被认为与电影盗版相关,是因为他收购了
Sadaf Video 公司———一家位于卡拉奇的 DVD 生

产和经销商。 该公司由于成功规避巴基斯坦对印
度电 影 的 禁 止 而 取 得 了 快 速 的 发 展。 一 直 到

2009)。 兰德公司的报告发布后,被印度媒体广为 2008 年巴基斯坦对印度电影的禁止取消之前,①
转载,并且它有关 D-Company 的论述很 快 就 被

Sadaf 公司制作的盗版光盘仍然是巴基斯坦人民

关注的焦点主要是 D-Company 的创始人达

周围大量的 VCD 和 DVD 厂满足了制作盗版光

MPAA 和印度电影产业的反盗版行动利用起来。

乌德易卜拉欣 ( Dawood Ibrahim) , 他在 1980 年
代是孟买黑手党的主要头目。 易卜拉欣据称是

①

盘的大部分要求。 Sadaf 公司的盗版产品接着被
走私到印度及其他地区 ( 例如南非———参考第

该禁止是逐渐放开的。 2006 年允许播放选定的印度电影。 在 2008 年,作为促进巴基斯坦多元发展的措施之一,该禁止

最终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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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宝莱坞流行影片的主要手段。 卡拉奇及其

三章) 。

德公司所描述的黑手党活动。 不可否认,黑手

关于这 些 犯 罪 网 络 活 动 的 信 息 目 前 还 很
少,不过我们在孟买和卡拉奇的研究发现,兰德
公司的报告有些夸大其实。 D-Company 确实长

期控制着迪拜、卡拉奇和孟买之间的走私路线。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供货渠道在印度目前的盗版

党的资金在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早期( 易普拉
欣时代) 对电影制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兰
德公司报告所描述的那种主导作用。 电影投资
人巴拉特沙阿( Bharat Shah) 在 2001 年被捕( 后
来无罪释放) 的事件,使得盗版电影和黑手党活

产业中并不起决定作用,也没有发展到印度其

动之间的联系浮出了水面。 巴拉特沙阿被指控

他地区。 即使在孟买,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证

代表孟买黑帮实施敲诈勒索行为,并且将获得

位。 而恰恰相反,孟买的盗版 DVD 市场上的本

常有关于黑手党投资某些电影的传言,但是没

据可 以 证 明 D-Company 在 盗 版 市 场 有 垄 断 地

的黑钱用于支持他的电影制作。 过去 20 年来经

地供应商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而且竞争的激

有一个得到证实。 同样也没有证据证明黑手党

烈程度与日俱增,因为生产成本和价格的下降

与任何区域性电影产业( 例如泰米尔和特拉古

向小规模生产者敞开了大门。 安永公司( Ernst
& Young) 在关于印度盗版的报告中估算,2008

年外国生产的盗版 DVD 总共只占印度市场的

10% , 剩 下 的 市 场 全 由 本 地 厂 家 和 作 坊 瓜 分
( USIBC / Ernst & Young 2008 )

∗∗

D-Company 在

巴基斯坦的电影盗版活动在 2005 年还遭到了美
国的打击,卡拉奇的主要光盘工厂均被粉碎。

而且,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

D-Company 控制着孟买的电影产业或者其他兰

电影产业) 之间存在联系。 随着过去十年印度
电影产业的成长和多样化发展,电影融资的问
题已经基本解决,兰德报告所描述的黑手党资
金进入 电 影 产 业 的 切 入 点 自 然 也 就 不 复 存 在
了。 今天,印度电影制作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印
度本地和外国的投资者,包括好莱坞电影公司。
虽然与孟买的黑道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没有
证据可以证明这种联系是有组织的,更不用说
是占主导地位了。

然而,像印度这样警察和法院系统较为分散的国家,有些机构比其他机构更容易被对版权执法
问题“ 敏感” 起来。 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德里高等法院。 由于德里聚集了大量的知识产权律师
事务所,所以处理的知识产权案件也相对较多。

自 2000 年以来,德里高等法院成为偏向于支持权利人诉求的重要机构。 该法院不断扩大禁令

的范围,并且在版权和商标侵权案中率先采用惩罚性赔偿。 而且,该法院在确定侵权案件中的证据
标准方面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认可了产业界提出的侵权损失。 此外,该法院还建立了单
方审判制度的先例———即不需被告出席也可作出判决。

在这方面最为著名的一个案件是 2003 年发生的微软控告 Yogesh Papat 与其他的案件( Microsoft

Corporation v. Yogesh Popat and Another) 。 在该案中,德里的一家电脑商铺业主被起诉,因为未经许

可为 200 台电脑安装了盗版的 Office 2000 软件,同时还为 20 台电脑安装了 Visual Studio 6. 0 软件。
Popat 案件涉及诸多法律上的创新。 该案完全是根据单方程序审理的———Popat 未曾到过一次法庭。
而且,这个案件还为印度( 以及其他国家) 法律中的一个尤其棘手的问题创立了一个先例:原告如何
对侵权相关的损失提出申述。
传统上,关于损害赔偿的计算主要是参照被告的账目和销售数字。 被告通常必须向法院“ 提供
账目” 以供法院判定侵权获利情况。 但是,将此措施适用于非正规经济时就存在问题:因为他们可能
根本没有保持账目( 或者如这个案件,被告根本没有出现在法庭上对提供账目的要求作出回应) 。

在 Popat 案件中,法院接受了微软关于“ 商业损失估计” 的陈述,即将损失计算为与盗版产品数

量等同的正版产品的零售价总值( 大约 14 万美元) 。 在此基础上,法院进一步计算微软因盗版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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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损失的净利润。 在扣除“ 销售商利润”5200 美元之后,法院接着用微软当年的利润率 32% 计算,最
后得出了大约 4. 65 万美元的损失赔偿金额———这是 2005 年印度知识产权案件中赔偿最高的。

版权法的改革
印度目前正在修订《 版权法》 。 可以预见,

一条款未经授权就可以发行主要流行音乐。 这

此次修法过程将是印度正在壮大的媒体间利益

些“ 盗版” 的音乐是目前唱片的主要来源,目前

争夺的焦点。 强化侵权执法措施,提到侵权赔

立法正准备堵住这一漏洞。

偿力度在讨论中经常被提及———这种做法的最

电影产业内部对对现行《 版权法》 修改稿草

初目的 是 为 了 推 动 强 化 刑 事 保 护。 但 是 自 从

案也提出了的强烈的修改意见。 例如,政府准

2006 年来已,强化执法措施的想法明显下降,各

备增加相应的条款赋予作者对其作品更加强有

方达成的妥协结果可能是只有禁止规避条款明

力的控制。 但是,电影制片人其中起来反对这

显是在现行条款基础上做了相应的强化。 其他

个条款。 他们不愿意看到任何提高作者和词作

更为具体的措施都要根据印度的具体国情来确
定。 音乐产业极力游说淡化现行著作权法中有

者谈判筹码的条款。 最终的草案可能会在 2011
年初交给议会表决。

关录音条款的规定,因为唱片公司可以利用这
由于印度是一个普通法国家,因此高等法院作出的判决给出了一个有力的先例。 Popat 案件的

判决开创了使用零售价格估算软件盗版损失的先例。 它既不是采用售价较低的盗版市场价格,也不
是采用微软的软件批装价———实际上软件批量安装的收入占到整个微软利润的 80% 。 正如我们在
第一章所详细论述的,采用零售价格计算虽然方便,但是这种计算损失的方式是错误的,诸多产业研
究团体在有关盗版的研究中已不再采用该方法( BSA 在 2010 年放弃了该方法,是所有产业团体中最
后一个放弃的) 。 事实上,由于软件公司对整个市场采取区别定价的策略,因此街头盗版市场上的价
格反而更能够反映实际的损失。

Popat 案件的裁决也开创了仅依靠原告一方的证词就作出判决的先例———这种做法使得法院能

够按微软和其他产业团体所推崇的快速审理案件的方式结案。 此案所开创的两个先例随后在其他
盗版案件中得到运用。 例如:微软控告 Kamal Wahi 案 ( Microsoft v. Kamal Wahi , 2004) 打破了
Popat 有关损害赔偿的记录;印度表演权利协会控告 Debashis Patnaik 及他人案 ( Indian Performing

Right Society Ltd. v. Debashis Patnaik And Ors,2007) 仅根据原告的主张就单方面作出有关表演权侵
权认定及其赔偿。①

执法网络
过去多年的实践证明,要协调印度电影和音乐部门之间的执法维权行动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区
①

有一些证据可以证明,印度的司法机关开始减少在侵权案件中适用单方禁令制度。 因为考虑到单方行为的公平性,这些禁

令的作出应对原告提出严格的证据证明要求,包括需要证明会对原告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失和损害。 印度法院很少在被请求方没有
参加听证的情形下颁发这个禁令,甚至在暴力威胁的案件中也是如此。 2000 年代初,德里高等法院经常打破这一传统,在侵权案件
中颁发了单方禁令。 其他高等法院,包括金奈高等法院,已经制定了相关的制度限制这种禁令的适用———特别规定侵权案件中的禁
令只有在进行有效口头和书面的司法审查之后才能够作出( FDC Limited v. Sanjeev Khandelw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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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市场、激烈的竞争和地方政治环境,这些因素使得建立具有广泛基础的产业联盟非常的困难。
即使是那些相对紧凑的产业团体,例如集中在孟买的宝莱坞电影公司们,也难以协调起来。

音像市场的结构在过去和现在都是造成此问题的障碍之一。 宝莱坞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期间拒

绝发行录像带,以此保护票房市场。 他们不是将 VCR 看作是一种潜在收入来源,而是将其看作是一
个不可控制的发行渠道,认为该渠道将导致大量小规模非正规的放映商快速增长( 事实证明,尽管反

复禁止,这些放映商还是发展起来) 。 这种防御性行为需要主要市场参与者之间能够达成基本协议。
由于各个参与者不需要承担额外成本,所以达成此协议不成问题。 但是相反,如果要他们承诺开展

相应的维权行动,则非常困难,因为私营团体难以承担治理印度大量非正规经济所需的高额成本。
而且,由于盗版问题还没有被社会主流所关注,治理成本也难以获得公共款项的支持———即使在电
影文化具有一定政治作用的南方地区也是如此。 印度执法的分散化,以及一系列更能引起公共注意
的其他发展问题,都为协调地方或国家的公共资源带来了额外的阻碍。
由于电影行业中的家庭音像市场缺乏强大的资金投入,全面执法所带来的益处几乎抵不上实际

的成本支出。 在整个 21 世纪初,相关维权行动大多是由主要电影公司在电影放映期间通过法院执
行的小规模私人行为。 在更小规模的音乐产业,版权维权同样不足。 其中部分原因是 80 年代到 90

年代之间本土音乐公司之间的竞争,导致 T-Series 作为幸存者占据了 60% 的市场份额,而 T-Series 公
司本身就被看作是肆无忌惮的盗版企业。

印度现代媒体产业的崛起,以及一些媒体公司( 例如 Yash Raj Films, T-Series, 和 Moser Baer) 的

全球扩张野心, 使得上述状况在 90 年代晚期开始发生改变。 要求加强版权执法的公共投入的呼声
越来越高,强化产业界之间协调的需求也越来越强。 宝莱坞电影公司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都比其他
地方电影企业更有优势,因此通常在活动中扮演核心角色。 于是,一个全国性的版权执法框架自然
要由宝莱坞负责发起推动,其他电影公司则跟着受益。
然而事实上,推动电影公司之间合作的实际动力其实是来自国际的版权团体。 有两个组织一直

努力试图在印度组织一个全国性的执法议程:电影领域的 MPDA 和音乐领域的 IMI。 这两个机构已

经成为印度权利人和国际权利人的维权网络组织中心。 他们已经有效开展了多次打击盗版的活动,
其中最近的活动从 2009 年开始。

由于宝莱坞在所有权利人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因此重要行业团体的总部都落在了孟买。 因为

音乐市场被电影音乐主导着,所以 IMI 和电影公司的利益通常联系在一起。 在业务上,电影公司和
唱片公司之间也在音乐录制和发行方面有频繁的贸易往来。 软件产业则不管从地理上和机构组织
上都非常明显的独立于这些音像产业组织。 NASSCOM 是主要的国内软件组织,为了方便游说国家
政府和全球贸易伙伴,它将总部设在德里。 商业软件联盟在印度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主要是通
过 NASSCOM 或者是通过美印商业理事会( 由美国商会设立) 的双边论坛开展活动。

在这方面另一重要的参与者是印度工商联合会( the Federation of 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FICCI” ) , 它是印度主要的工业组织。 在过去 10 年,FICCI 通过复制印度 IT 产业的成
功大大了促进了印度媒体产业的发展。 它主要是一个召集和游说组织,并曾经大力推动印度媒体产
业中的非正正规经济实体向企业模式和全球规范转型。 它的最大活动就是每年一次的媒体商业会
议———FICCI FRAMES。 该会议的参与者包括印度和全球媒体公司。 关于盗版和执法的讨论在 FIC-

CI FRAMES 会议中的地位日渐突出,因此该会议也就成为推动建立新的维权联盟的重要场所。 FIC-

CI 在 2009 年 1 月还组织了一次重要的反盗版秘密会议,与会单位包括宝莱坞电影公司、唱片公司和
像 MPAA 这样的产业维权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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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发行商协会
在许多国家,MPAA 的当地分支机构或者类似的组织的主要目的和意图就是充当电影产业的政

治说客。 MPAA 代表的是全球化的好莱坞电影公司。 这些电影公司通常主导着当地的电影票房和
发行渠道。 但是,印度情况却不是这样。 在印度,美国的电影公司只占印度每年约 20 亿美元票房收
入的 8% ( Kohi-Khandekar 2010) 。

MPAA 在印度的分支机构被称为“ 电影发行商协会” ( Motion Picture Distributors Association,“ MP-

DA” ) 。 MPDA 所代表市场份额相当小,但在执法维权活动中却扮演着越来越积极的角色。 尽管
MPDA 在孟买正式成立是 2009 年,但是它在印度出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94 年。 当年它委托了印
度知名度较高的律师事务所 Chander Lall & Sethi 代理其在亚太地区的业务。 Chander Lall & Sethi 现
在仍然承担者诸多版权保护的立法游说工作,同时继续和位于孟买的维权团队联合开展工作。
MPDA 的常务董事拉吉夫·达拉尔( Rajiv Dalal) 这样描述他们在印度的维权策略:

MPA(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MPAA 的国际分部) 正在采取多种途径的维权方式。 在此

之前,制片人在印度所碰到的主要问题是他们之间缺乏联系,而且所采取的维权行动并不持续,
一般只维持在电影放映的头十天。 MPA 自 2009 年以来所作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采取持续的搜查

行动,而且该行动不仅仅限于电影放映期间。 这个行动是印度电影公司和 MPA 的联合努力。
MPA 另外还所要与电影院合作,尽力在源头抓获盗版材料。 为此,MPA 要让电影院对使用携式
录像机的枪版录制产生警惕,并且游说政府通过打击便携式像机录制的法律和与此相关的光盘
管理条例。 MPA 在等待印度版权法和 IT 法修改的同时,还试图和 ISP 合作以阻止网络盗版。①

由于印度市场上不仅存在强烈的地方保护主义,而且各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也存在尖锐的利益

冲突( 他们之间也发生过激烈的竞争) ,因此要协调这些团体的行动就显得非常困难,特别是在不同
发行渠道上进行定价更是如此。 印度公司无法像跨国公司那样通过事实上的卡特尔行为( 即企业联
盟) 来控制定价。 连孟买的那些团体都没法被维权组织统一起来,就更别提那些大大小小的地方制
片人以及各级地方和国家的行政机关了。 虽然先前 MPAA 和其他团体曾多次试图建立这样一个协
调机构,其这些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因为“ 对于印度电影和电视制片人协会而言,要和 MPA 合作的代
价太高了” ②。 印度电影和电视制片人协会尤其不愿意将钱投给美国式的大规模维权行动,而是更
愿意营造反盗版的公共舆论,同时在单个制片人的资助下,通过法院进行个案的诉讼维权。

由于印度是电影市场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因此 MPAA 对印度采取的是长期策略。 值得注意的

是,MPAA 试图阻止印度公、私部门的利益相关方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合与合作。 为此,当前的活动
之一就是 2009 年发动的被媒体称为“ 制片商与放映商之间的对峙” 的事件。 在该事件中,代表大部
分孟买制片人和发行人利益的“ 制片人与发行人联合论坛( UPDF) ” 与“ 印度多厅影院协会” 在票房
分账的争议中对立起来。 该争议导致印度多屏幕影院在当年 4 月至 6 月间关闭了两个多月———这
在印度是史无先例的,导致损失估计约 7000 万美元。 最终,由于影院业主比制片方更难以承受损
失,他们首先妥协。 最后的协商是由 Reliance Big Entertainment 公司从中调解,因为它在制片和放映
领域都有一定地位。

尽管盗版并不是两方冲突的焦点,但是却在行业的脆弱时期成了公共敌人。 在 MPDA 的推动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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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拉吉夫·达拉尔的采访,2009 年 5 月。

与印度电影电视制片人协会秘书长苏普兰森( Supran Sen) 的采访,2009 年 1 月 23 日。

下,制片人和多厅影院业主之间达成的最终协议不仅仅涉及收入分成的改变,而且还包括共同参与
反盗版行动的新的实质性承诺。
这一新的反盗版组织被称赞为“ 有史以来第一次好莱坞与宝莱坞联合” 打击印度的电影盗版。①

所有大型电影、音乐和音像企业都成为这一组织的成员,包括 Moser Baer, Studio 18, Eros Internation-

al, UTV, Reliance Big Entertainment, Yash Raj Films, the UPDF 和 IMI( 没有加入该组织的典型例外
是 T-Series) 。 负责本地反盗版行动的孟买警察局的社会服务部门, 也从一开始就参与到该组织中。

从短期来看,这个新联盟的形成在几个层面上推动了新的执法行动。 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在

2009 年 7 月中旬在孟买发动的新一轮搜查盗版 DVD / VCD 的维权活动,很多著名的盗版商都不得不
面临新的执法压力。 我们的研究不能肯定是否这种行动能够产生长久效果:非正规的街头销售网络

就没有从火车站或者公共汽车站附近的地方消失过。 我们在 2009 年 6 月到 7 月间的采访中发现,
销售商对争议解决方案所提及的反盗版措施表示相当的乐观,因为新的宝莱坞电影放映结束的同时
也将切断盗版商的材料来源。

到了 2010 年中,好莱坞—宝莱坞联盟已经在立法方面取得了一个可喜的成绩:将音像盗版行为

列入《 马哈拉斯特拉邦防止危险行为法》 ( Maharashtra Prevention of Dangerous Activities) ( 容易混淆的
是它也被简称为“ MPDA” ) 规定的有组织犯罪中。 与泰米尔纳德邦的“ Goondas 法案” 相似,MPDA 法
规定,有前科的音像盗版嫌疑人在被拘留期间不得保释。 MPDA 负责人拉吉夫·达拉尔当然对该法
表示欢迎,因为该法案再一次将盗版和有组织犯罪联系起来:

我们欢迎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法律得到通过,它使得盗版将受到马哈拉斯特拉邦的有组织犯
罪那样的制裁。 在过去几个月,兰德公司发布的《 电影盗版、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 报告已经
明确指出,印度的电影盗版和有组织犯罪 / 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存在密切联系。 这一立法真的
非常及时,它将在全球最重要的电影市场上有效打击盗版,并阻止其对有组织犯罪和恐怖组织
的资金支持( Business of Cinema 2009) 。

尽管 IIPA 和 MPAA 所设想的全国性反盗版策略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MPAA 仍然表明,在州邦

层面上通过地方产权人来争取法律和警察的支持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从马哈拉斯特拉邦、泰米尔纳
德邦和卡纳塔克邦的实践我们可以判断,通过各个州来强化执法是非常有可能的。

佳日拉吉( Yash Raj) 电影公司:全球性维权者
尽管印度国内的版权执法得到了产业界和

国发动了一些民事诉讼,并且和英国的执法机

政府主管机构的高度重视,但是随着宝莱坞市

构合作。 然而,在美国法院打盗版官司花费巨

场和发行渠道日渐全球化,他们对全球性的维

大,因此此类案件相对有限。 在美国,一个版权

权执法的也越来越关注。 佳日拉吉电影公司是
宝莱坞最大和最具影响的制片商,同时也是新
时期印度媒体全球化的领跑者。 佳日拉吉的国
际维权行动主要针对高收入市场———特别是英
美国家中的大量印度移民社区。 佳日拉吉在美

①
②

侵权的民事诉讼大约需要花费 7. 5 万美元。 这
个费用 包 括 起 诉 费、 聘 请 律 师 费 和 调 查 取 证
费②。 如果是复杂的案例,则费用更高。
在美国和英国之外的地区, 宝莱坞几乎没
有任何有效的当地维权代表机构,更不用说那

与 Cinemax 公司的新闻负责人里斯万科德( Girish Wankhede) 的访谈,2009 年 8 月 3 日。
与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传播系助理教授 Aswin Punathambekar 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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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类似美国片商通过 MPAA 的多年培育所形成

素( 就是效果和费用的分担问题) 。 因此,缺乏

的协调组织。 全球范围内的版权维权机制需要

全球性的宝莱坞反盗版网络意味着它的诸多权

执法机关和产业团体之间的合作,这其中既有

利难以得到保护,即使在执法系统非常完善的

法律方面的原因( 例如,在诸多民事和刑事诉讼

地区也是如此 ( 参见本报告南非一章的论述) 。

中必须要有原告) ,也有其他一些不太明显的因

印度音乐产业
据报道,2007 年,印度唱片市场收入为 6. 06 亿美元,与 20 亿美元的电影市场相比差距很大( Ko-

hi-Khandekar 2010) 。① 但是电影与音乐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大约 70% 的唱片销量是印度电影配
乐。 相反,国际音乐作品仅占 6% 的市场份额②,于是只有很少一部分国际唱片在印度发行。

与电影产业类似,音乐产业在盗版问题及协同执法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 印度音乐产业最主要

的行业组织是 IMI。 IMI 不仅代表四家主要的国际唱片公司,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汇集了印度本地
最大牌的唱片公司,这些公司控制了印度的国内音乐市场( 甚至有的还控制了范围更大的区域性市
场) 。 Tips Music, Saregama( 前身是 HMV) ,Yash Raj 以及 Venuss 是 IMI 所代表的公司中最突出的企
业。 总体而言,印度本土的唱片公司控制了大约 82% 的市场份额,这完全扭转了国际唱片巨头占主
导的常规格局。 IMI 还是抵制盗版游戏最认可的维权机构,索尼游戏就是 IMI 的成员之一。

IMI 成员名单中最大的缺漏就是 T-series。 T-series 是印度最大的唱片公司,控制超过 60% 的市

场份额。 T-series 和其他唱片公司之间的关系很差,因为该公司在 80 年代是一家盗版生产商,在此
期间,它有效瓦解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唱片公司( 如 HMV) 的价格垄断。 T-series 现在仍然是行业中
颇具攻击性的一员。 它与其他唱片公司划清界限,但是还能有效地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 它保持着
自己独立的公关和反盗版行动,尤其是曾经充当起诉互联网公司( 如 YouTube 和 Myspace) 侵权的先
行者。 据称,该公司设有反盗版部门,其中的“ 突击小组” 有大约 200 名雇员( Bailay 2009) 。

在 MPAA 近期所采取的反盗版行动之前,IMI 是打击街头盗版及无授权表演的最积极组织者。

在前警官胡里奥·莱布托( Julio Riberto) 的带领下,IMI 声称在 2008 年提交了 3500 起诉讼 ( IIPA

2009b) 。

过去十年,德里的 Palika Bazaar 媒体市场是 IMI 维权人员重点盯防的目标。 此“ 购物中心” 是三

无产品的批发市场,并在过去十年因出售盗版电影、音乐及软件而出名。 IMI 的德里办公室不断尝试
搜查该集市,但总是面临摊主们的有组织抵抗:搜查人员经常被赶出市场,甚至在警方的陪同下也是
如此。 大规模的搜查行动也难以保密。 摊主们已经能熟练分辨出进入市场的 IMI 人员,并发展出应
急措施以确保在搜查小组到达之前将非法货物转移。

与其他国家一样,搜查的密集程度在印度常常被视为衡量执法成效的尺度。 但是此种执法方式
的整体效果尚不明显。 在我们看来,搜查仅仅是打断或短暂加速光盘盗版的长远转型,并不会明显
影响到整体的盗版供应。 比如,音乐消费的技术变化使得市场搜查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 MP3 播放
器的应用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手机听音乐的人数在快速增加———手机是印度最普遍

的电子消费品,拥有 6 亿用户。 渐渐地,盗版音乐不仅源自 CD 和网络,而且来自众多的手机商家。
这些商家专门制造无品牌的定制 “ 手机芯片” ,芯片上装有大量 MP3 歌曲。 包括彩玲在内的正版手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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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IFPI 的数据,印度 2008 年唱片市场的批发或者“ 贸易价值” 为 1. 4 亿美元( IFPI 2009) 。

IMI:《 印度的音乐产业规模》 ( Size of the Music Industry in India) http: / / www. indianmi. org / national. htm.

机音乐销售也在飞速增长,现在占所有音乐销售总额的 50% 左右。 这种变化已经进入了 IMI 的研究
和政策议程,在 IIPA 报告的数据中也有所体现。 这些变化显然不利于更有效的版权执法。 IIPA 在
2010 年的印度报告中煞有介事地提出:“ 互联网上的音乐盗版率估计达到 99% 。”
这种变化在德里街头随处可见。 Jack’s 是喜欢西方音乐的乐迷们最常去的地方,在这里顾客可
订购任何国外的专辑,不超过一个星期他们就可以拿到这些专辑的盗版光盘。 2009 年,Jack’s 不再
销售 CD 唱片,完全转入手机、U 盘及其他电子设备的数字发行业务。 现在大街上已经很少见到盗版
CD 了,因为它已被为其他利润更高的产品所替代。 消费者们经常在班加罗尔的国家集市( National
Market) 上批量购买 MP3。 售价 50 卢比(1. 06 美元) 的光盘经常含有 10—12 个最新电影的唱片专辑
或其他的流行歌曲汇编。 对于宽带用户而言,他们可以更便捷地通过文件共享及文档存储网站址获
得音乐,只要使用像 Gujuri. com 这样的专业搜索引擎即可。
随着消费模式向数字音乐转变,我们还注意到消费者从购买整个专辑转向购买单曲的明显趋
势。 这一转变如今已经极大地推动了盗版市场的发展,使其具有更娴熟的数字发行模式和更低廉的
价格。 应对这一趋势,发行商降低了宝莱坞专辑( 尤其是最新专辑) 的价格,以期将顾客拉回 CD 消
费模式。 T-series 和其他公司的在线销售网站在过去两年也已转向单曲销售的模式,每首歌的价格
为 12—15 卢比不等(0. 3—0. 35 美元) 。 然而,由于受到数字版权管理技术的制约,这些新的音乐发
行方式尚未在市场上取得有效的进展。
软件盗版
与其他国家一样,印度的商用软件( 如微软的 Office 和 Windows Vista) 零售价格与国际定价水平
保持一致,于是自然导致消费者和企业大量使用盗版软件。 在专门出售低价组装机的电脑黑市上,
“ 预安装” 盗版软件的现象非常普遍。 同时,软件公司大量采用软件批量许可的模式,因为容易识别
和有效管理这个由企业和机关单位组成的市场。 由于灰色市场很难估量,对印度软件盗版的统计数
据要持谨慎态度。 根据 BSA 报告,印度的软件盗版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从 2004 年的 74% 降到
2009 年的 65% ( BSA / IDC 2010 ) 。 游 戏 盗 版———包 括 黑 市 改 装 的 主 机 游 戏 盗 版———通 常 估 计 为
90% 的市场占有率( IIPA 2009b) ,说明印度的游戏定价与国际持平,完全不存在区别定价
在我们看来,印度的情况与本报告第一章所勾勒的市场发展战略相一致。 根据该市场发展战
略,主要的软件发行商:(1) 容忍高水平的盗版以占领市场并将开源软件竞争者挤出去;(2) 逐步推
动对政府机构和组织的软件授权许可。 软件发行商最近与卡纳塔克邦及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的安
装许可交易,就是第二个步骤的例证。 同时,软件公司与惠普和其他整机销售商还签订了批量授权
合同,确保新机预先安装正版 Windows 以阻止整机预装盗版和开源软件。
与其他地方一样,批量授权许可就像一场赌博:它促使公立机购买正版软件,但如果这些机构考
虑长期的软件使用战略,那么推行软件正版化将增加他们大规模采用开源软件的威胁。 特别是以学
校为主体的开源软件运用计划,在印度正逐步推广。 喀拉拉邦的大规模开源软件试点项目,为近期
也采取同样计划的卡纳塔克邦、古吉拉特邦、阿萨姆邦及孟加拉邦提供了样板。
此外,与其他地方一样,这些变化发生在零售市场以外。 消费者和小企业鲜少能够从机构的许
可授权中获益,而且他们很少能够支付得起按西方国家的定价标准确定的价格。 从他们的角度来
说,市场仍然是由两个决然不同的部分组成,一个是高价的正版市场,另一个是低价的盗版市场。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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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消费者和小企业市场中,像 Linux 这样的开源软件平台依然是非常边缘化的竞争者。① 正如一
名受访者所言:在印度,免费软件意味着微软的 Windows。

微软在推动批量许可以及版权执法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公众角色。 它在学校和政府层面大

力推行低价许可的解决方案;同时,对那些游走于正规经济边缘的小商户和灰色市场增加搜查行动。
微软控告 Yegesh Popat 案( Microsoft Corporation v. Yogesh Popat) 便是微软在 2000 年代初期采取这项
策略的一个缩影。 相反,印度国内的利益集团在近年的执法活动中变得很不积极,尤其是印度强大
的软件协会 NASSCOM。 该组织早期在已故的大旺梅沙( Dawang Metha,1990—2000 年间担任主席)

的领导下,采取了非常强硬的反盗版立场,对盗版商贩进行了曝光度很高的搜查行动。 近年来,
NASSCOM 将其重心转移至贸易和 IT 产业游说,包括诸如出口配额和去往美国的 H1B 签证等长期存
在的问题。 反盗版从协会的讨论及活动中基本消失了。 这使得印度的软件盗版执法几乎全部由外
国企业所主导。

无盗版区
几年前,微软为了提高司法人员对软件盗

协议。 然而,尽管是折扣价,购买这批软件所需

版的敏感性,资助班加罗尔著名的国家法学院

要的资 金 仍 相 当 于 该 校 图 书 馆 一 年 的 经 费 预

召开了一个反盗版研讨会。 在研讨会的最后环

算。 因此,该学院最终没有签订与微软的批量

节,公司代表提议宣布该法学院为“ 无盗版区” 。

许可协议。 在该学校表示将转而采用开源软件

然而,随后对软件应用的检查发现,该学院只有

后,微软公司提出同意为这所学院提供免费的

一少部分教职工使用授权软件。 作为回应,微

授权许可———以及所谓的“ 无盗版” 状态。

软提出愿以折扣价与该大学签订批量软件许可

印度新媒体艺术概况
本章专门从三个大的方面阐述了印度媒体经济:(1) 印度的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合法、灰
色及非法的发行渠道获得媒体产品的情况;(2) 形成印度独特的基础深厚且竞争性强的本土媒体产
业的市场及商业实践;(3) 在执法和执法宣传两者间不断转换的做法。 但是,如同我们在本章开始
所描述,印度的数字媒体革命不仅仅只是扩大消费机会或确保发行渠道等商业策略。 它还关系到媒
体产品的普及问题。 尤其是电影,它不再只是精英产业活动,而是一种越来越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
形式,在传统产业渠道之外被广泛传播。 在这种背景下,盗版和灰色市场对艺术家和观众的参与和
教育就显得非常重要。
电影制作公司经常鼓动明星演员及导演代言反盗版运动,持续开展长期的而且成本不高的反盗

版道德规劝活动。 像 Rajnikant 这样的大明星已经采取了鲜明的反盗版立场,并且是维权活动中最
活跃的身影。 但是我们的采访发现,从艺者们对打击盗版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 尤其是新秀艺术
家,他们表现出对版权的矛盾心态:他们既要保护版权控制其作品的商业化,但是他们也想通过盗版
①

思林博德市场咨询( Springboard Research) 在 2010 年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印度的中小企业有 91. 8% 是安装微软的 Windows

系统———亚洲地区整体上是 94. 7% ( With-ers 2010) 。 采用 Linux 的桌面操作系统的素含量相当低,但是根据世界万维网联盟(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的统计,到最近的 2007 年,全球大概有 1. 3% 的用户安装了 Linux 系统( Paul 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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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现代电影制作所必需的工具。 不同于他们的个人选择,许多艺术家还意识到音乐和电影产业间
接依赖于新人才培养系统内部的侵权行为。 在高科技媒体文化时代,低价获得电影制作工具和广泛
的抄袭与借鉴在很多方面是艺术创新的条件———特别是在印度这样一个经济差距、文化差异和实力
差别较大的国家。

这些现象并不是少数。 印度很多独立艺术家的职业生涯开端通常与版权侵权存在紧密关系。

高价格低收入的基本事实使得这种格局不可避免。 阿努拉格·卡什亚普( Anurag Kashyap) 是宝莱坞
最重要的剧作家和导演之一。 他指出,虽然很多宝莱坞电影人将盗版视为对行业的威胁,但他自己
的电影教育其实与盗版密不可分:比如在临时影院观看破旧录像机所播放的盗版卡带。 这就是法扎
巴德( Faizabad) 邦的坦达( Tanda) 小镇的电影文化,这里每张门票两卢比。 他进一步指出,他的文学
教育是基于盗版的陀斯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及其他俄国经典文学的作品。 这些经历使他
至今仍宽恕盗版,尽管宝莱坞已经到处充斥着批判“ 廉价翻版” 文化的声音( Kashyap 2005) 。

在缺乏更为普遍的行为规范的情况下,艺术家常常必须根据媒体的舆论来定位自己的道德选

择。 卡什亚普·穆拉利( Kashyap Murali) 是班加罗尔的一名 DJ 和电视艺术家,他特别典型的是能够
区别对待各种不同背景和不同类型的盗版。 在我们的采访中,他承认曾观看盗版电影,但是从未听
过盗版音乐。 因为喜欢正版 CD 的附加品,并且为了支持艺术家,他坚持购买原版音乐。 虽然他强烈
倾向于使用正版软件,但是他工作所需的专业软件包要花费 2000 美金以上,这是一笔令人望而却步
的投资,甚至对很多成功的印度艺术家也是如此。 在穆拉利的世界里,盗版软件只不过是艺术创作
的一个条件。 相反,他认为音乐盗版就涉及道德问题了。

阿婵那·普拉萨德( Archana Prasad) 是一名音乐录像导演。 她的职业生涯开始于音乐电视主持

人,她的作品几乎全部由其他音乐人作品的侵权剪辑所组成。 这种借鉴和重新利用版权产品的做法
不仅在她的同行中很普遍,而且在 VJ 界已经形成了关于作品共享的一系列标准。 尽管这样,她对原
创和衍生作品等问题很敏感,并且给自己设立了一个限制:使用其他歌手的片段不得超过 30 秒。 随
着时间的推移,她已经能够独立制作录影带中的绝大部分,不再大量依赖其他资源。 她也知道,这种
具有个人特色的作品反过来将会贡献给德里 VJ 界广泛存在的再利用文化,被他人使用。 这也是一
种职业化的表现和推广自己的方式。 像普拉萨德所指出的那样,最好的出售演唱会门票的方式是确
保人们随处可以听到他的音乐:“ 如果负担得起,人们会付钱来听演唱会。 音乐家们理所当然要推广
他们的作品来让人们听到。 而那些刚成立的乐队来更通过网络来推广自己的音乐。”

结论
印度媒体公司间的价格战阐释了媒体市场中现有者和新进入者之间关系变化的常见规律。 新
进入者的商业创新被现有市场所接纳之前,他们经常属于盗版者,或者被定性为盗版者。 但是,一旦
被现有市场所吸纳之后,他们就成为新的合法市场主体,拥有自己的权利———并且常常还变成自己

知识产权权益的疯狂捍卫者。 在这种情况下,盗版的合法性与否就取决于政治和市场权力的角逐。
在个人层面,类似的规律也存在。 艺术家很大程度上是从文化生产的非正规经济走向正规, 并被纳
入逐渐公司化运作的宝莱坞和其他地区电影产业。
印度在本报告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在于它证实上述发展轨迹的可行性。 其他中低收入国家是
由两个更加分裂的市场组成:跨国公司主导的小规模的高价合法市场和大规模的低价盗版市场。 印
度则与此完全不同,在各个层次市场上均有合法的竞争者,他们不仅能在所处的市场上获利,而且还
能与某些非正规经济部门结合。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印度的这种模式出现在因特网文化普及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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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高收入国家,是因特网的普及才导致成本和获取方式发生了变化。
将印度的境况视为可供其他国家借鉴的模式还为期太早,我们甚至不能确定这是否可以称得上
是一个稳定的模式。 印度媒体自治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它植根于印度文化的强烈区域性,
这给外来者的进入设立了障碍。 其他的主要电影生产国家中,只有尼日利亚有相似的转变,因为尼
日利亚的电影产业也是建立在廉价生产、非正规经济和长期由国家支持的文化独立性等相似条件
上。 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这种成就是有限的,但是从文化角度看却是成就非凡。 美国公众平均每
人每年观看电影在 4—5 部左右。 印度的人均 GDP 虽然只有美国的 1 / 46,但公众平均每年观看电影

的数量却达到 3 部左右。 墨西哥作为拉丁美洲最大的电影市场,它的人均 GDP 有印度的 8 倍之多,
但公众平均每年观看电影只有 1. 5 部。 大部分中低收入国家公众平均每年观看电影的数量是 0. 5—

1 部之间。

图 8. 6 每年人均观看电影的次数
来源:作者根据欧洲视听观察站(2001-10) 数据整理所得

同时,随着印度公司逐渐开始采取现代公司组织形式,并萌生发展全球市场的雄心,以及最为重
要的是采用跨国公司维权的借口和做法,印度的版权执法环境在不断变化。 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
企业已被令人眼花缭乱的印度地区市场、地方邦法、媒体产业之间的争执,以及有关国家版权执法的
自主性和地方性而非参与全球执法计划的讨论等问题所困扰而丧失了积极性。 我们看不到短期内
这种情况会改变。 但是随着行业坚持不懈的游说,国内公司的利益可能会进一步与国际公司相一
致。 最近的宝莱坞—好莱坞合作是这种利益一致性的体现。 虽然这与减少盗版关系不大,但它是形
成广泛的印度维权文化的重要步骤。 它能够最终促使邦以及国家层面采取更强的执法措施和更多
的公共投入。

关于本章的研究
印度研究 的 团 队 来 自 德 里 社 会 发 展 研 究 中 心 (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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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hi) 下属的撒莱( Sarai) 媒体研究项目,以及位于班加罗尔的法律研究和实践中心———另类法律论
坛( Alternative Law Forum,“ ALF” ) 。 本研究项目分别由 Sarai 的 Ravi Sundaram 和 ALF 的 Lawrance

Liang 领导。 为本研究作出贡献的其他研究人员包括:赛德哈斯( Siddharth Chaddha) 对班加罗尔的盗
版市场的调研,普拉森特艾杨格( Prashant Lyengar) 的对不同媒体盗版信息披露的研究,以及努普贾
殷( Nupur Jain) 对孟买的电影产业和执法的研究。 大部分的第一手资料来自 2008 年后期到 2009 年
对媒体盗版者、电影产业成员、警察、律师及反盗版组织成员的实证采访调研。 更主要的是,该报告
吸收了 Sarai 和 ALF 近十年对印度盗版、执法和新生媒体文化的调查。

本项目还得益于其他一些人员的大力协助,包括博德鲍拉日( Bodó Balázs) 和德米特里派格雷

(Dmitri Pigorv) 对印度 BT 数据的追踪,CSDS 的提普塔坎杜拉( Tripta Chandola) 和 Joe Karaganis 多次
的审阅、反馈、改进和编辑支持的。 本章通过在三桑内德巴舍尔( Shamnad Basheer) 等读者毫无保留
的反馈意见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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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图书盗版简史
Bodó Balázs

引言
本报告关于媒体产品盗版的分析主要还是集中于数字时代。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诸多文化产
品的复制成本大大降低, 并且导致制作人对产品的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的控制程度也随之削减。
这种控制的解体是如此迅速,以至于我们将之称为之一场革命也不足为奇———当然,从许多版权产
业人士的立场来看,这也无疑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

但是,透过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当前版权、盗版和执法所面临的危机和早期文化市场的变革和冲

突是存在诸多相同的地方的。 出版商和政府主导着 15 世纪早期的图书贸易市场。 其中,后者决定
着哪些出版商在哪种条件下可以印刷复制图书。 印刷商和发行商希望政府保护他们的竞争优势,而
政府和教堂则希望通过介入印刷发行市场,控制传播的内容。 为同时满足双方的上述目的,诸多欧
洲国家出台了相应的规定,建立起一种高度审查的图书印刷贸易市场。 其中,政府认可的出版商垄
断着整个当地市场。

本章内容

这种垄断带来的优势不可避免对其他权利受
限的本地印刷商以及其他地方的印刷商产生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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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的吸引力。 在接下来几个世纪里,这种国家掌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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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制权利和皇室的权利

垄断出版体制受到了那些不满于政府审查、皇室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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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行会强制版权的很多企业的挑战。 在 17 世纪
早期,取得特权的出版商就将这些盗版印刷商称为
海盗和掠夺者。
这种冲突并不局限在本地市场。 盗版印刷商
通常在边缘地域的市场上活跃, 而 且 经 常 跨 越 国
境,这样本国执法权力也拿他们没办法。 苏格兰和
爱尔兰的出版商要和英国的出版商争夺英语人群

读者。 荷兰和瑞士的出版商则向法国市场提供图书。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跨国印刷业务的发展促成
了欧洲范围文学的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盗版出版商承担者两个重要的功能:他们一方面印刷被审查禁止发行图书,另一
方面是通过运用廉价的印刷技术使得更多的人可以获得图书。 这两类职能不仅大大推动了欧洲公
共领域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地区之间的知识交流。
新盗版者的进入通常可以解决由于垄断导致市场效率低下问题。 从短期看,国家可能会容忍这
种扭曲的局面。 但是从长远看,盗版通常会融合到合法的商业运作中。 所以最终,制度架构也会发
生相应的改变以适应这种新的出版发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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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情形同样出现于诸多现代工业领域,包括计算机硬件、化学工程、制药和软件领域。 利用遥
远的发达国家的知识产品来壮大自己本土的产业并不是经济发展中的异数,而是经济发展本身所固
有的特征( Johns 2010; Chang 2003; Ben-Atar 2004) 。 前文的相关内容已对这种发展现象做了相应描
述,例如盗版的出现如何加速本地市场变革。 作为本书的结论,让我们回到图书出版和盗版的早期
历史,这样才能够强调盗版现象的连续性,搞清它在文化市场中的作用。 为此,我们发现盗版在文化
市场发挥作用的五个大致的“ 法则” :

1. 人为因素对价格或者产品供给的制约所导致的供给与需求之间长期存在的鸿沟,将会被盗

版生产者所弥补。

2. 在面对盗版, 版权产业通常诉诸政府来保护他们的市场地位,而且通常只有在其他各种方式

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下,才会考虑转变他们的商业模式。

3. 与之相反,盗版者经常在版权产业所能施加影响的地里范围的边界地区开展活动。 这些地

区的法律差异和执法困难使得法律的适用存在模糊或者冲突的空间。

4. 在这些经济和政治的边缘地带,盗版是既成的发展手段,能促进知识产品的流通。

5. 在诸多情形下,盗版还具有非常明显的政治功能,即可以对抗信息的集中控制———不管这种

信息监控是为了政府还是私人的利益。 近代英国和法国的内容审查制度就是不断地被盗版网络所
削弱的。 如前文所述,20 世纪 80 年代盗版也曾经在俄罗斯和南非两国发挥过上述类似功能。①

拟制权利和皇室的权利
15 世纪后半叶虽然距离古登堡发明印刷术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但是那时的出版行业仍然发展

较慢。 出版业发展必须具备的技术和知识等基础设施传播缓慢。 需求很快走到了供给的前面:很多
城市有大量的手稿和法典需要出版或者重印,但是缺少印刷商。 为推动本地印刷业的发展,政府允
许垄断和其他特权,以吸引其他城市的熟练的印刷商和图书商人移民到当地。

到 15 世纪末的时候,这种印刷业发展所面临的技术和人员缺乏的局面基本得到了解决,产业得

到了相应的发展。 同时也出现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欧洲图书贸易市场,其不仅体现在印刷商数量的增
加,同样也表现在对当时作品的需求增加。 反过来,图书需求数量的增加也导致了廉价重印市场的
出现。 一个里昂的印刷商重印一本首先在威尼斯或者巴塞尔出版的图书,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 图
书贸易中重印市场的快速发展导致原始出版商开始向政府寻求专有出版权利的保护。

1481 年米兰政府授予安·德·烈鲍伊斯(Andrea de Bosiis) 为期五年的印刷和销售基恩·西蒙内

特(Jean Simoneta)撰写的 Sforziade 一书的专有权(Feather 1987)。 但是,这一特权仅在米兰政府所管辖
的范围内有效,不能延及到威尼斯和罗马等地区。 一些大的统一帝国,像法兰西和西班牙,虽然在某些
方面能有效限制国内未经许可复制所带来的竞争,但是对于来自国外的竞争也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
而且,当时以出口为主的重商主义经济进一步使得图书贸易所面临的地域和法律问题更加复

杂。 一个出版商可能在其本国是受尊敬的模范公民———如果他的行为遵守本国的法律并有利于其
①

最后这一点并没有作为本报告的各国研究的主要焦点。 但是,在当前强化执法的环境下,我们认为这一点值得强调。 版权

执法经常带有限制言论自由的商业和政治动机。 这点也不奇怪:从版权执法的定义我们可以知道,它就是一种控制表达的形式;基
于这一点,它的适当范围一直存在诸多争议。 实际上,不管是自由还是专制社会,对言论自由的最终保障并不是立法上对权利及其
保护的规定,而在于限制言论自由的执法效率低下。 然而我们政治制度却很少认可这种在执法空隙中生存的、难以管制的文化经
济。 我们认为,在执法技术手段日益完善而且更有利可图的今天,这种空隙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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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人民的话———但是该出版商在外国就可能是侵犯了其他国家出版商特权的盗版商。 随着更多
的出版商出版欧洲大陆的文学作品,这些出版商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日渐明显。

由于没有一个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出版商之间就签订了非正式的有关复制和销售的协议。 由于

出版商之间相互依赖,这些 “ 拟制的版权” 通常比本地区政府颁发的特权还更能起到作用 ( Bettig

1996:17) 。 对于国际出版业务较多的出版商而言,他们需要依赖其他国家的本地出版商出版他们的
书籍,因此形成了一个相互信任的互惠关系网。 这种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意味着,对于违反协议的
出版发行行为,不管其所属国政府是否禁止,都会受到出版商团体自身的惩罚。
即使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从事国际图书贸易的出版商依然有着强烈的共同利益诉求来建立独

家出版的权利。 他们之间所签订的协议涵盖了大量的国际和国内出版商。 到 18 世纪末,在供应法
国市场的荷兰和瑞士出版商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权利制度( Birn 1970; Darnton 1982, 2003) 。 爱尔
兰出版商之间也有一个这样的类似制度,直至 1800 年归属于大不列颠帝国( Johns 2004) 。 美国出版
商也创设了一个拟制版权制度以调节外国图书之间的出版竞争, 因为美国版权法在 19 世纪并不保
护外国的作品( Clark 1960; Khan and Sokoloff 2001) 。 18 世纪德国出版商协会则详细规定了其成员
复制和传播盗版图书的具体条件,即“ ( 如果) 原始出版商提高了价格……( 如果) 已有的行为准则被
打破,( 如果) 我们的同行以及公众的利益受到损害,或者如果盗版版本只在原版图书没有销售的地
区发行” ( Wittmann 2004) 。 这样,每个出版商个体的排他性权利就获得了出版商团体的内部承认。

政府制定上层规则和行业团体在下面自己制定的规范和协议之间的关系通常是错综复杂的。

那个时候,有的新规章制度是直接以行业团体已有规则为依据的,然而,也有的规章制度的出台就是
为了改变现有的图书贸易规则。 当政府制定的规则背离了行业团体制定的规范、违背了行业团体的
公平竞争理念时,合法的出版商和盗版出版商之间就会经常发生冲突。 这种冲突主要出现在以下情
形:即当部分出版商能够获得政府的支持或者从政策中收益;当新的从业者能够利用政府管理的漏
洞或其执行力上的不足;或者当主要利益相关者( 如作者) 的利益没有得到体现,从而导致现有制度
在长远将来的不稳定性。

伊丽莎白时期的图书盗版
16 世纪的英格兰,伊丽莎白一世授予了部分出版商垄断的特权,出版诸如圣经、字母书、年鉴、语

法书和法律书等方面的基础书籍。 出版这些销量稳定、大批量的书籍,对于出版商而言具有丰厚的
利润。 很多小型的出版商被排挤出了这个获利颇丰的市场,使得他们很难维持生计、筹集资金、购买
手稿或者获得版权。 当获得畅销图书的版利成了一种政治施舍,于是出现了穷困印刷商阶层,他们
靠出版不知名的图书来维持生意。
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版商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最终演变成一场出版商之间的大战。 贫穷
的出版商开始大量的盗版受保护的图书,他们希望获得一个更加平等的出版特权。 由于获得授权的
图书价格高,黑市上的盗版图书贸易利润颇丰。 尽管盗版出版商面临着很高的风险———例如可能会
面临例行的搜查、非法的复制品被没收、印刷机械被销毁等等,但是,这种非法的出版行为屡禁不止。

罗格·伍德( Roger Ward) 案件也许能揭示盗版的规模。 伍德承认他在 1851—1852 年间非法复

制了 10000 本字母书———在那个时代,1500 本就被认为很大的印数( Judge 1934:48—49) 。 还有其
他资料也记载了类似的数据:在 10 个月的时间印刷了 4000 本圣经诗篇;在 8 个月时间内印了超过

10000 本的字母书。 另外一个有关 11 个印刷商的印刷销售清单记载着,在不到 1 年的时间里,印刷
并销售了 10000 本字母书和 2000 本圣经诗篇。 这些销售规模如此之大,足以对合法市场带来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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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击。
拥有特权的出版商在经历多年徒劳无功的打击盗版努力之后,开始转变了斗争方向。 他们逐渐
地采取新的政策,即通过绥靖政策和收买盗版商的手段来实现对市场的某种控制。 一些盗版商很容
易就被买通。 约翰·沃尔夫( John Wolfe) 是最臭名昭著的盗版商之一。 他得到了 Richard Day 出版
盈利图书 The A. B. C. with Little Catechism 的部分垄断权,并加入出版行会。 他很快就成为出版行业
最信赖的打击盗版的合作伙伴之一。 对于其他盗版商,出版行会也做出了重要的让步:在 1853—

1854 年间,授权非行会印刷商印刷大量种类繁多的图书,包括一些法律书籍,苏格兰语、法语、意大利
语版本的圣经诗篇,其他受保护的 82 本图书以及所有绝版图书。

这种缓解矛盾的策略被证明是有效的,它使得英国图书市场几乎在整个 17 世纪都保持着一种

宽松的平衡。 但是,在 17 世纪末,国会打破了这种平衡的现状。

希尔斯盗版
到 1690 年,授予出版特权的《 特许法》 已到期需要修订。 这个法案是出版行业公会和皇室之间

的利益交换,即皇室认可版权和出版行会的特权;作为交换,出版行业公会支持皇室的图书审查。 法

案认可的行会特权包括:在英格兰最多只有 20 个出版商可以享受这个出版的特权;印刷机的数量、
帮工和学徒的人数也有规定;印刷业限制在伦敦、牛津、剑桥和约克市;图书进口只能通过伦敦港
(Astbury 1978) 。 对皇室而言,这个法案为其提供了在英格兰地区进行图书审查的法律基础,以及通
过出版商对出版内容进行控制的机制。

《 特许法》 的续展前景引起了激烈的争议。 约翰洛克( John Locke) 发表了充满激情的辩论反对

该法的续展。 他最著名的理由是该法明显限制了出版自由。 丹尼尔迪福将这种主张归结于新兴知
识分子阶层的诉求,他们希望靠自己写作谋生,而不是靠特权的恩赐。 其他一些人士则反对出版行
业公会的垄断,认为垄断造成了不良的市场影响:图书价格高,公众获得经典读物受到限制。

1695 年议会最终放弃了该法案,这可以认为是出版自由得到英国法律确认的标志。 这导致出版

商的图书贸易行为也将发生相应的改变,尽管这种改变的方式并不非常明显。 出版商之前所取得的
版权和特许权虽然可以继续保留,但是其法律依据不再是《 特许法》 而是普通法:为这些特权提供行
政和执法框架的立法已经被废除。 印刷商和出版商的数量不再受到限制,对进口图书的限制不再执
行。 法律上的变化导致了短暂的动荡时期:老牌出版商的版权和特权得不到保护,涌现出来的新秀
们则开始大胆尝试各种崭新的出版销售模式。

在 18 世纪初,印刷商仍然将图书当作奢侈品,主要满足少数富裕的消费者对高价出版物的需

求。 然而,也有一些种类的图书有大批量发行,其中包括圣经诗篇、字母书和年鉴。 这些图书的传播
在提高公众识字率的同时,也为广大文学作品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大众市场。
当小型出版商开始大量翻印版权作品,既有的市场结构和定价机制受到了挑战。 亨利希尔斯

( Henry Hills) 的盗版,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例。 从 1707 年开始,希尔斯翻印了大量的流行诗集、手册

和布道书,而且将价格定位在 0. 5 便士到 2 便士之间———与通常价格 6 便士相比,显然是便宜很多。
他未经授权汇编出版了当时英国最为流行的杂志《 Tatler》 的 100 期合集———比正式汇编出版的合集
早好几年。 在希尔斯的每本一便士书上都写着这样的格言“ 为了使穷人受益” 。 这无疑彰显出他的
出版模式的大众化理念。 据估计,希尔斯的印刷总量高达 25 万本( Solly 1885) 。

有三个因素使得希尔斯可以实现如此低廉的定价:(1) 他无视版权人的利益诉求;(2) 他使用

了最廉价的原料;(3) 他将每本书的盈利压到最低。 这三个因素确保了希尔斯的商业模式具有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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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竞争力。 希尔斯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基于大批量和低利润来建立书籍大众市场模式的第一个
商人。

公有领域之战
老牌出版商们以希尔斯和其他类似的极端行为为依据,游说各方面政治力量来支持英国出版法
的续展。 这个长久的纷争最开始关注的是盗版的危害,但是很快争论的内容就扩大到了出版的自
由、垄断的危险、版权的作用以及知识分子的政治和经济独立性等问题。

1710 年,国会最终通过的《 安娜女王法》 ( Statute of Anne) ,这一法律通常被认为是第一部现代版

权法。 该法在起草过程中所面临的争论已经超出了盗版本身,因此这部新的法律对于出版发行的管
理有意义深远的改变。 其中最为著名就是确认了作者是版权的原始所有者。 这一改变减少了出版
商的垄断权力,并且澄清了图书出版过程中的权利转让。 然而,该法还是没有明确规定作者的权利:
《安娜女王法》 授予作者法定的权利,更多的是形式上而不是实质性体现对作者的尊重。 如
果没有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要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垄断格局是不容易的。 而要进行根本性的变
化,最合理和自然的基础就是改变作者的地位。 尽管作者并不曾拥有版权,他们的权益却经常
被出版商利用来实现他们自己利益。 出版商们通常的主张是,如果没有版权法规定出版规则,
那么出版商就不会出版图书,因此也就没有办法支付作者稿费。 《 安娜女王法》 的起草者采纳了
这一论断,因此作者也就成为他们反对垄断的一个武器( Patterson 1968:147) 。

第二个对图书市场产生影响力( 这一影响后来才体现出来) 的改变就是给版权设定了一个短的

固定期限。 根据以前的制度,在出版行会登记就可以取得文本的永久拥有权。 然而,根据 1710 年法
案,新创作的作品只享有 14 年的保护期( 符合条件可以再续展 14 年) 。 已经出版的作品则保留 21

年的版权保护期。 对版权保护的这一严格限制反映了立法目的变化。 早期的法律主要是为了确保
皇室对信息的控制,《 安娜女王法》 则主要是为了管理图书贸易行为———通过限制垄断以保护社会公
众的利益,同时通过禁止盗版来保护出版商的利益( Patterson 1968:144) 。

有关已经出版的作品的保护期,是与伦敦出版商妥协的结果。 这些出版商担心如果没有对已出

版的作品进行特殊的保护,那么他们在出版行业公会登记注册取得版权所进行的投资就会遭受损
失。 当 21 年的宽限期到了之后,出版商再一次努力希望根据先前的普通法恢复永久的版权。 这次
主张恢复永久版权的直接诱因是大量苏格兰出版商涌入市场,印刷出版刚过版权保护期的作品。

尽管苏格兰出版商在伦敦被当作是盗版,但是他们的处境也正好反映了英国法律体系内多元法
律制度存在的潜在问题。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1710 年法案所规定的有限版权保护期是否优先于英格
兰普通法所确定的永久性版权,而且英格兰的法律也不适用于苏格兰。 这导致了新一轮的有关版权
的公众争论和政治冲突的出现———这一次主要是伦敦出版商和爱丁堡出版商之间的冲突。 随着畅
销作品的版权保护期在 18 世纪 30 年代先后到期,苏格兰出版商大量重印这些著作并以低廉的价格
销往英国北部市场。 伦敦出版商以英国普通法为依据,主张其享有永久的版权,进而反对苏格兰出
版商出版他们已取得版权的作品。 然而,与伦敦的地理距离使得爱丁堡的出版商获得有利的发展条
件,很快爱丁堡就成为重要的出版中心。 随着上议院在 1774 年的 Donaldson v. Beckett 案中裁决普
通法不得优先于《 安娜女王法》 ,两者之间的冲突才最终结束。

Donaldson v. Beckett 案结束了英国法中的永久性版权的概念,并且承认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有

领域———即公有领域的作品可以未经许可进行使用和再次出版发行。 根据出版商的统计,这一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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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他们在版权投资上损失共约 10 万英镑。 尽管这样,伦敦出版商所预言的图书市场的毁灭并没
有出现。 而是相反:

1774 年的裁决促使了大量低价图书的出现,图书市场也从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 随着

更多的企业进入图书行业,价格竞争日趋激烈,版权已经过期的作品的价格迅速下降,甚至接近
于零。 大不列颠的出版业整体上走向了快速发展的时期。 破产数量是原来的三倍,这是一个行
业繁荣的标志。 大不列颠王国的出版业整体上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1780 年后,过了版权保护期的流行作品的最低价格比原来跌了一半,后来甚至跌倒四分之

一。 主要版本的印刷数量增加 3 到 4 倍,而且通常有诸多不同版本在市场上同时销售……这一
时期,图书装订业规模增加了 1 倍———这一指标比印刷能力或图书数量更能反映图书出版业的
增长……这一期间全国出版的图书作品也逐年增加,同时各个省的图书出版、书店和图书馆也
逐年增长。 文集版、缩略版、改编版、简化版、节选版,甚至遭受审查的禁书,都在市场上大量涌
现。 我们还看到一个新兴的儿童图书出版业,它们主要依赖出版文集或者过了版权保护期图书
的缩略版;几年之内,儿童图书出版业就挤垮或兼并了长期萎靡不振的歌谣和圣经书籍市场。

我根据收集的资料所估算的数据和当时的图书销售商雷京顿( Lackington) 所做的判断基本

是吻合的。 雷京顿在 1791 年写到:“ 我能够做出的最好估计是,现在的图书销售量是 20 年前的

4 倍多……总之,各个阶层级别的人现在都能读到书” ( St. Clair 2004:115—18) 。

欧洲大陆市场的研究
除了英格兰外,盗版出版商在抵制 17、18 世纪法国政府对出版内容的审查方面也起到非常重要
的作用。 伏尔泰、卢梭、梅西耶、勒蒂夫·德·拉布雷东等人的著作在法国均禁止出版,但在其他国

家却广泛流传。 这些著作的外国版本被走私回法国,经常就变成了该著作的标准版( Darnton 1982) 。
实际上,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思想启蒙运动,很多是借助荷兰和瑞士的出版商来实现的( Birn 1970:

134) 。

这些国外的出版商面临着极端复杂的商业环境。 他们不仅要和法国和其他地方的合法出版商

进行竞争,而且还要与同行的盗版商争夺市场。 由于是盗版行为,他们无法依靠许可特权等保护机
制,因此无法减少出版面临的风险。 盗版商们于是通过采用新的商业模式来适应这种高度竞争的市
场环境:
盗版商最有特色的地方是他们的商业模式。 他们采用一种非常独特的主动型资本主义方

式。 他们不是从行会寻求特权的保护,而是尽量满足各种各样、各个地方的市场需求。 ( Darnton

2003:28)

这种商业策略成功的关键在于对本地市场需求和潜在竞争者进行市场研究( Darnton 2003:28) 。

佛雷德力克·萨缪尔·奥特维德( Fréderic Samuel Ostervald) 是瑞士小镇纳沙泰尔( Neuchatel) 的市议
员,同时也是一个向法国市场提供图书的盗版商之一。 他留下了大量记录,记载盗版网络如何运作
( Darnton 2003:4) 。

在 20 年中,奥特维德收到近 25000 封信件,它们来自法国书商、荷兰和瑞士的盗版商、旅行社,

和整个欧洲的法语作家。 这些信件最主要的功能是衡量读者和潜在竞争对手。 但是,这些信件也可
以作为盗版商之间非正式协议的一个证据,证明哪个出版商将向哪个市场出版哪些作品。 这些信件
是典型的君子协议,其执行靠的是诚信。 但是实践证明,它们能够起到建立一个稳定市场的作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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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减少盗版商之间的自相残杀, 并且抵消那些分散而严格的地方性法规的影响。
总的来说,这些盗版网络发明了一个国际版权管理制度,该制度比国际层面正式缔结的国际版

权条约《 伯尔尼公约》 的出台早 100 年以上。 在重商主义政府仍处于保护本地企业打击国外盗版商
的情况下,盗版商之间已经开始用信件和君子协定的方式,来限制盗版商网络成员之间在本地市场
上的不正当竞争。

美国盗版的世纪
19 世纪下半叶,各个国家都试图通过双边协议的方式阻止国家支持的跨国境盗版活动。 但是,
直到 1886 年《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 的制定,一个真正的国际层面的版权保护标准才建
立起来。 当时,在该公约上签字的国家包括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意大利、瑞士和突尼斯。 《 伯尔
尼公约》 签订之后, 本土的和跨境的盗版活动就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甚至经常成为新的法规或制
裁措施的对象。 对于许多国家而言,版权立法及执法需要权衡三方面的因素:廉价获得外国作品的
愿望、本地出版商的利益和国际贸易伙伴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最主要的盗版国家之一就是
美国。

大约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版权法是一例非常明显的条件性盗版———在其他国家广受谴责的盗版

行为在美国法律中却属于合法。 美国 1790 年实施的联邦版权法是以《 安娜女王法》 作为参考依据制
定的,并且直接采用了《 安娜女王法》14 年保护期及其续展方面的规定。 但是,也许是美国误解了英
国法律的规定( Patterson 1968:200) ,美国的法律只将版权授予其本国公民。 作为英国图书的主要进
口商,这一规定使得美国出版商获得了巨大利益,并且形成了事实上的廉价图书文化政策, 成为美
国大众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891 年《 蔡斯法案》 ( Chace Act) 的出台。 该法
案承认外国作者有限的版权。 《 蔡斯法案》 通过一个世纪以后,美国才在 1989 年加入了《 伯尔尼公
约》 。

美国之所以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均拒绝英国的版权保护要求,主要因为这符合美国作为一

个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及本土新兴出版产业的要求。 这种拒绝通常以国家主权和发展政策为借口。
正如一个出版商在参议院辩论中所谈到的:
所有英国文学的财富都是我们的。 英国的作品就像空气一样自由地流传到我们这里,不需
征税、不受阻拦,甚至不需要翻译。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对其征税? 如果征税,是否会阻
碍知识和道德的传播? 我们是否应该建一条大坝,阻挡知识河流的流通? ( Solberg 1886:251)

到了 19 世纪后半叶,由于识字人口的增加、印刷价格的急速下降和领先世界的邮政运输系统,

美国的图书和杂志市场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 Beniger 1986) 。 廉价的盗版图书强化了美国的图书
出版业,同时也使美国迅速增加的阅读人口得到教育:

盗版创造了大量的读者和大型的出版业务,编辑、制作和评论等职能部门都得到完善。 同
时,从长远的角度看,英国文学的盗版传播促进了职业作家的发展,不同的文学主题以及崭新的
文学形式和技巧随之出现。 ( Bender and Sampliner 1996 / 97:268)

尽管美国作者积极游说希望加强对国际版权的尊重,可是直到最大利益相关者———东海岸出版

商———投入到此项事务,美国的盗版世纪才宣告结束。 美国的这种转变,与往常一样,主要考虑的是
竞争需要而不是道德因素。 在 19 世纪末,东海岸出版商面临着来自西海岸的竞争。 东海岸出版商之
间原本有一套君子协议的系统, 用以协调他们彼此的竞争( 并通过支付非正式的许可费以缓解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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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的不满) 。 然而,西海岸新涌现出来的出版商游离于这个系统之外,不受君子协定的约束
( Clark 1960) 。 当东海岸出版商试图通过法庭来限制西海岸出版商的努力失败之后,他们决定采纳
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出版权利,以此来抵御那些没资金、没人脉的西海岸出版商。 因此,他们对
待外国版权的态度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并且将加入国际版权组织提上议程。

1891 年《 蔡斯法案》 扩大了对外国版权的保护,但是其规定非常明显是为了保护国内出版商的

利益。 该法案存在诸多漏洞,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 它对外国版权的保护基本是虚幻的” ( Ringer

1967:1057) 。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美国正式遵守国际条约之后很久,并且经常成为美国和欧洲出版
商冲突的根源。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一些荷兰出版商放弃了法律途径,转而采取了报复性的
政策:

两个突出事件包括玛金罗林斯( Marjorie Kinnan Rawlings) 的作品《 一岁的小鹿》 ( The Year-

ling ) 和马格利米切尔( Margaret Mitchell) 的《 飘》 ( Gone With The Wind ) 。 在尼德兰审理的案件
涉及后一本小说。 该案值得一提的地方是, 荷兰出版商 ( 引用审判长的说法) 指出:“ 如果不是
尼德兰的版权作品被美国出版商一而再、再而三地盗版,那么他们早就做好了支付翻译费的准
备。 迫使美国加入《 伯尔尼公约》 的唯一方法,就是我们这些公约的成员国都不保护美国人的版
权。” ( Kampelman 1947:421)

从长远的角度看,导致美国国际知识产权政策转变的决定性因素,是美国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

产业的出口业务的增加。 到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大量出口知识产品和服务的国家。
特别是好莱坞出现,奠定了美国在文化领域的地位。 但是,好莱坞也仅仅是美国向知识产权和服务
型经济的大规模转型的一小部分而已。 最终,美国经济的转型促使其改变国际政策。 到 20 世纪 80

年代,“ 美国出口行业非常依赖知识产权———例如计算机、娱乐和制药产业。 这些产品的出口受到越
来越多的阻碍, 其中有合法竞争也有大量非法盗版。 而白宫也急于寻找一种稳妥的政治方式来解决
贸易赤字的增长” ( Alford 1992:99) 。

在这种情形下,一个能支撑全球资产和服务贸易的统一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就变得非常有吸引

力。 但是,以自愿遵守为基础的国际条约所存在的缺陷也非常明显。 很多国家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
约。 而其他那些加入这个或那个公约的,也经常没有履行他们的义务。 发展中国家有它们自身的廉
价图书政策,并且在 20 世纪 60 到 70 年代经常和西方的权利人发生冲突。

历史是如此的似曾相识。 在脱离了殖民帝国的统治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与一个世纪前的

美国非常相似。 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知识产权进口国,它们都希望通过大众教育和扫除文盲
来促进本国的发展。 在这种情形下,发展中国家能做什么呢?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
推动制定的新的贸易协议提供了答案:更高效的版权保护和执法措施。

随着一个开放的全球市场结构正在逐步形成,解释贫穷国家为什么以及如何从严格的知识产权

保护中获益就变得非常重要———美国和其他诸多国家在早期所采取的显然是另一条不同的路径。
一个简单的策略就是认为知识产权保护( 或者相反,盗版率) 和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事实上是一种因果关系①———即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经济发展。 但是我们知道,相关性并不意
味具有因果性。 也有很多学者指出,“ 其实这种因果关系可能是反方向的,即越富裕的国家越有能力
①

在这种情形下,其他社会经济指标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这些不同的指标包括 GDP( 国民生产总值) ( Varian 2004) 、制度

的发展( Thallam 2008) 、外商直接投资( Mansfield 1994) 以及商业领袖对国家“ 竞争力” 的看法(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0) 。 一个典
型因果关系论述,可以参考 2005 年国际商会白皮书《 知识产权:创新、创造、增长和进步的源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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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意愿去保护知识产权,因为他们的经济能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 Thallam 2008) 。

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后一种观点是正确的。 那些毫无根据的认为知识产权保护是外

商直接投资( FDI) 的必要条件的说法现在已经很少听到了。 因为事实恰恰相反,很多盗版严重的工
业化国家也有很快的 FDI 增长———特别是中国,通过大规模仿造国外的产品和技术,攀上了产业价
值链。①认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是推动本地产业发展所必需的观点,也很难在电影、音乐和软件等
产业中体现出来。 因为这些行业的本土市场几乎完全被美国公司和跨国企业所占领。
正如我们在整篇报告所指出的,我们认为高供给且价格相对合理的媒体市场( 例如印度或美国
市场) 和供给不足又价格昂贵的媒体市场( 像印度以外的其他诸多发展中国家) 的主要区别,不在于
居民收入而在于竞争。 只有当国内企业控制着大部分产品的生产和发行时,相应的市场竞争才可能
最激烈。 因为一般来说,本土企业更愿意主动的争取本地消费者,并在价格和服务上创新。 相反,跨
国公司即使在低价值市场的经营也是为了保护其高价值市场,它们一边等待当地缓慢的经济发展,
一边保持自己的高价市场定位。 在我们看来,培育本地版权企业,促进国内媒体市场的竞争和调控,
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
与此同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的变化会对这种市场规则产生任何实质性的
影响。 立法和执法的变化很难改变当地媒体市场的力量平衡。 而且,我们已经指出,获得执法资源
的便捷性可能会加剧市场的不平等。 在我们看来,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似乎都是
一样的,即如何满足由盗版所催生的新的、大量的公众需求? 回到罗伯特·鲍威尔( Robert Bauer) 关
于 MPAA 问题的阐述:“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找到盗版与正版的竞争方式,把它们看作还没有被满足的
消费需求,进而寻找满足这些需求的途径。” ②

人们在谈到强化执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时,通常忽视了知识产权制度是如何演进的。 这也
不足为奇。 但另一方面,图书出版和盗版的历史却向我们展示了以下事实:知识产权的传播和维护
并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标志,而是反映文化市场中各商家之间的权力关系。 当没有大范围的政治、
经济、文化或技术变革能挑战现状的时候,版权法更多的是用于权衡出版商之间的利益分配,并且强
化和完善既有的市场秩序。
但是,尽管这些现有的布局可以长期存在,它们也非常脆弱的,很容易被外来的竞争者、技术的
变革或者是这两者的结合所打破。 在这种情形下,既有的市场主导者就不等不收编盗版者,同时吸
收他们的市场策略、他们创新的出版发行方式、他们扩大的消费者群体,还有最主要是他们的低廉价
格。 《 安娜女王法》 通过至今已经有 300 年了,我们发现我们所处的时代似乎还面临相同的问题。

关于本章的研究
本章内容摘自《 需求不讲法:盗版在从出版印刷到文件共享网络的不同文化生态系统中所承担

的角色》 ( Necessity Knows No Laws: the Role of Copyright Pirates in the Cultural Ecosystem from the Print-

ing Press to the File-Sharing Networks) 。 该书于 2011 年初在匈牙利出版。 本研究从盗版的角度重新
审视了版权发展的历史, 以此了解盗版在知识生产和传播中所起到的作用。

①

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在 2008 年发布的报告中得出如下结论:“ 其他因素与假冒和盗版的负面影响相比,对外商直接投资的

②

与电影协会(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战略规划总监罗伯特鲍威尔( Robert Bauer) 的访谈,2009 年。

影响更大。” 参照 Chang (2003) 和 Yu 对中国的专门论述 Yu (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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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分工

第一章

重新认识盗版

Joe Karaganis:项目主任,社会科学研究理事(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 :过去 10 年

一直负责 SSRC 媒体、技术和文化项目的运作。 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融合和文化产品生产之间

的关系,最近的研究也包括宽带的运用和数据政策。 他是《 数字文化的参与架构》 (2007) ( Structures
of Participation in Digital Culture) 和《 采用开源软件的政治分析》 (2005) ( The Politics of Open Source
Adoption) 。 自 2010 年中开始,兼任研究机构“ 美国议会” ( American Assembly) 的副主席。
感谢:

Jaewon Chung:项目助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

Jinying Li:博士,纽约大学艺术学院( Tisch School of the Arts) ,电影研究系
Emmanuel Neisa:政治学在读研究生

Sam Howard-Spink: 助理教授,纽约大学艺术与表演学院( Steinhardt School of Music and Perform-

ing Arts)

Nathaniel Poor:独立学者

Pedro N. Mizukami:盖图瓦格斯基金会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echnology and Society,

Getulio Vargas Foundation)
第二章

网络化的治理和美国联邦贸易代表办公室

Joe Karaganis:项目主任,社会科学研究理事

Sean Flynn:美国大学华盛顿法学院“ 信息正义与知识产权项目” 副主任( Program on Information

Justic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IJIP” ) 。 Sean Flynn 主要讲授知识产权、贸易法和人权法交叉的课
程。 在 PIJIP 项目中,Flynn 教授规划并启动诸多关于知识产权和信息法中的公共利益保护的研究和
咨询项目。 同时,他还协调华盛顿法学院的知识产权和信息法的学术项目。
对本章做出贡献的还有:

Parva Fattahi:美国大学华盛顿法学院“ 信息正义与知识产权项目” 研究员

Mike Palmedo:美国大学华盛顿法学院“ 信息正义与知识产权项目” 助理主任
Susan Sell:乔治·华盛顿大学外交学院,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
第三章

南非

Natasha Primo:进步通讯协会国家信息通信技术政策委员会( NIPA) 协调员。 Natasha Primo 是一

名性别与社会发展的实践者,她因对 ICT 公共政策问题的广泛关注,在 2007 年到 2010 年 9 月成为通
讯进步协会政策小组的成员。 2005 到 2007 年间担任通讯进步协会主席。 在此之前,她还曾担任妇
女网络( Women’sNet) 的执行主任。 妇女网络是 1998 年南非非政府网络组织和性别平等委员会共同

联合发起的。 她最近离开了进步通讯协会,现在从事一些与性别和通讯方面相关的顾问工作,同时,
也从性别的角度对一些项目和计划进行监测和评估。 她的活动主要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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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by Lloyd:媒体顾问:Libby Lloyd 最开始是一名新闻工作者,主要在广播台工作,工作过的电台

包括南非首都广播台、美国国家公共广播台、爱尔兰 BBC。 她同样活跃在媒体项目的讲学,后来成为
位于约翰内斯堡的新闻高等研究院(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Journalism) 广播培训项目的主
管。 她是一名独立广播机构( 前身是南非电信) 评论员,同时也是媒体发展与多样化组织( Media De-

velopment and Diversity Agency) 的创始 CEO。 她现在主要从事媒体与发展的问题和政策的咨询顾问
工作,特别专注于性别与通讯。 她曾在 2005 年入选沃达康媒体女性( Vodacom Media Woman)
对本章做出贡献的还有

Tanja Bosch:开普敦大学高级讲师

Natalie Brown:研究助理,加拿大约克大学通讯与文化研究生
Adam Haupt:开普敦大学高级讲师

Julian Jonker:开普敦大学高级讲师

Nixon Kariithi: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副教授
第四章

俄罗斯

Olga Sezneva: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 Olga Sezneva 2009 年 12 月加入阿姆斯特丹大

学社会与人类学系,同时也是该校移民与种族研究院的研究员。 她 2005 年在纽约大学取得博士学
位,2005—2009 年受聘芝加哥大学哈珀研究员( Harper Fellow) 和科利热亚特助理教授( Collegiate As-

sistant Professor) 。 2008 年她应邀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新新人类( New Generation) 研
究组。 她的主要兴趣集中在移民与城市的交叉研究,尤其关注社会记忆和空间。 她目前正在撰写
《 我的空间,你的记忆》 ( My Place, Your Memory) 一书。 该书描述的是二战后德国的柯尼斯堡转变成
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的过程。 该书分析了过去一个群体过去的不同发展战略、他们实现的目标以及
他们对城市空间和城市设计的影响。

Joe Karaganis:项目主任,社会科学研究理事。
参与调研人员

Oleg Pachenkov:副主任,独立社会研究中心( Centre for Independent Social Research,CISR) 。 Oleg

Pachenkov 1997 年加入 CISR,2001 年受聘该中心国际关系与战略发展副主任。 他 2009 年从圣彼得
堡州立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他是互联网资源“ 露天市场网” ( Open-air Market Network) 的董事会成员

和共同主编,同时也是新社会科学杂志 Laboratorium: Russian Review of Social Research 编委会成员。
他最近的研究主要包括城市环境与空间,城市规划,非正式和“ 街头” 经济,少数族裔、种族和移民的
研究。

Anatoly Kozyrev:莫斯科物理科学与技术研究所信息技术系负责人。 Anatoly Kozyrev 是一名俄罗

斯的经济学家和数学家,他出版了两本关于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评估的书籍。 他也是俄罗斯科学院
经济数学研究所知识资本研究中心的主任,同时也是莫斯科物理科学与技术研究所负责人。 他在莫
斯科物理科学与技术研究所的学生承担了本项目的研究助理工作。
还要感谢

Dmitry Pigorev:莫斯科物理科学技术研究所讲师
第五章

巴西

Pedro N. Mizukami:盖图瓦格斯基金会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 Pedro N. Mizukami 是里约热内卢

法学院盖图瓦格斯基金会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 Fundação Getulio Vargas-FGV) 的研究人员。 Pedro
294

N. Mizukami 已在版权法及其许可、网络规制、P2P 文件共享和开放获取出版等方面开展了诸多的研
究。 Pedro N. Mizukami 从圣保罗天主教大学获得宪法学硕士学位。

Oona Castro:执行院长,欧尔曼都研究院( Overmundo Institute) 。 Oona Castro 是欧尔曼都研究院

( 欧尔曼都社会文化研究院,Instituto Sociocultural Overmundo) 执行院长。 欧尔曼都研究院是一个非
政府组织,主要从事数字传播和文化经济的研究。 Oona Castro 协调了本报告巴西部分的写作,并且

指导里约热内卢法学院盖图瓦格斯基金会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的“ 开放商业计划” ( Open Business
Project) 项目。 她拥有在传播 / 新闻学士学位,并先后在英国旅游局、英国文化协会、圣保罗市政厅公
共管理市政大臣,等等。 她创建“ Intervozes-Coletivo Brasil de Comunicação Social” 社会组织,并且担任
董事会成员。

Luiz Fernando Moncau:盖图瓦格斯基金会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 Luiz Fernando Moncau 在圣保罗

天主教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学士学位。 从 2006 以来,他一直在巴西消费者保护咨询部门( Advocacy

Department of the Brazilian Institute for Consumer Defense,“ Instituto Brasileiro de Defesa do ConsumidorIdec” ) 担任律师 / 政策分析师,主要从事政策研究和消费者保护政策分析。 同时担任国会与 Idec 之
间的联系人,而且还就通讯和知识获取问题发表过相关论著或者接受相关媒体的采访并参见与此相
关的学术会议。 在从事现任工作之前,他曾是 Idec 的法律文员,主要从事消费者保护、集团诉讼和司
法程序工作。 他现在也参加了 GVF 技术与社会中心的开放商业计划项目。

Ronaldo Lemos:盖图瓦格斯基金会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 Ronaldo Lemos 是 FGV 法学院知识产

权法首席教授、技术与社会中心主任。 他同时也是巴西创意共享( Creative Commons Brazil) 的负责人
和 iCommons 的理事会成员。 他分别在圣保罗大学和哈佛大学法学院取得法学学时和法学硕士学
位。 他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 法律、技术与文化》 ( Direito, Tecnologia e Cultura) (2005) 和 Tecnobre-

ga(2008) 。 他协调多个项目的运作,例如里弗( Cultura Livre) 文化项目和开上商业计划项目。 开上
商业计划项目是一个由巴西、尼日利亚、智利、墨西哥、南非和英国共同发起的国际性项目。 他是欧
尔曼都研究院创始人之一,曾获得 2007 年“ 电子艺术大奖” ( Prix Ars Electronica) 中的“ 数字社区金
奖” ( Digital Communities Golden Nica) 。 他是巴西主要报纸《 圣保罗页报》 的每周评论作家。
对本章作出贡献的人还包括:

Susana Abrantes, FGV Opinion

Olívia Bandeira, Overmundo Institute
Thiago Camelo, FGV Opinion
ty)

Alex Dent, 乔治·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Joe Karaganis,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项目主任,Program Direct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Eduardo Magrani, FGV 技术与社会中心
Sabrina Pato, FGV Opinion

Elizete Ignácio dos Santos, FGV Opinion
Marcelo Simas, FGV Opinion
Pedro Souza, FGV Opinion
第六章

墨西哥

John C. Cross:John C. Cross 是一位社会学家,他出版了诸多有关墨西哥市级其他地区街头商贩

和其他城市贫民团体政治斗争的书籍。 他在墨西哥市最初开展的研究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当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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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街头商贩的政治斗争,该研就所考察的群体还包括塔皮托市的街头商贩。 他之所以盗版现象
感兴趣,主要是缘于他在 1990 年代晚期注意到铁皮拖的街邻从大量销售盗版的电子产品转向了盗
版领域。
第七章

玻利维亚

Henry Stobart:伦敦大学皇家哈洛威学院高级讲师。 除了在皇家哈罗威任职以外,Henry Stobart

还是英国拉丁美洲音乐论文创始人和协调人、美洲研究协会副研究员、前英国民族音乐论论坛委员
会委员。 他曾在伯明翰音乐学院学习大号和摄制技术,参与诸多巴洛克乐团的演出,在 1996 年取得
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博士学位之前还曾在几个学校教过音乐。 他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玻利维亚北
波托西地区盖丘亚方言区游牧和农业群体的音乐。 他是一位早期世界音乐合唱团 SININU 的专业表
演者,自从 1992 年他们开展了早期音乐网络之旅以来,他参阅了上百场的演出,这些演出还被诸多
欧洲的广播点他网络所录制。 他现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原著人音乐 VCD( DVD) 的生产、音乐“ 盗
版” 和玻利维亚安第斯山脉的文化政治。
第八章

印度

Lawrence Liang:检察官,另类法律论坛。 Lawrence Liang 在国家法律学院取得学士学位,然后受

志奋领奖学金项目的资助,到英国华威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他感兴趣的领域主要是法律、技术和文
化以及版权的政治学分析。 他曾经和新德里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Sarai 项目开展紧密合作,共同研究
知识产权和知识 / 文化共享主题。 他是开源软件运动的热心推动者,一直致力于将开源的思想引入
文化领域。

Ravi Sundaram: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Sarai 项目共同主任。 Ravi Sundaram 是 Sarai 项目的创始人之

一,和他的同事 Ravi Vasudevan 共同担任本项目的主任。 Ravi Sundaram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后殖民城
市和当代媒体演进的交叉研究,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 盗版的现代性” ,即从后殖民城市的媒体和技
术基础架构所抽象出来的一种城市化进程中的非法形式。 他最新出版的著作有《 盗版的现代性:德

里媒体的城市化》 (2009) ,并且刚刚完成两卷本的著作《 无止境:印度和德里 20 世纪的媒体研究》 。
这两卷本即将由牛津出版社出版。
对本章作出贡献的人包括:

Siddharth Chadha:另类法律论坛,班加罗尔
Prashant Iyengar:另类法律论坛,班加罗尔

Nupur Jain: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艺术和美学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电影研究
Jinying Li:纽约大学提斯克艺术学院( Tisch School of the Arts) 博士生
Abkar Zaidi:经济学家和独立学者

同时感谢 Tripta Chandola: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德里。
结尾:书籍盗版
Bodó Balázs:博士,研究员,布达佩斯技术与经济大学:经济学家。 Balázs Bodó 自 2001 年以来,

就任布达佩斯技术经济大学社会与传播系媒体研究与教育中心的助理讲师和研究员。 2006 年—

2007 年受富布莱特基金资助,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进行访问研究。 他是斯坦福大学技术与社会研究
中心研究员,同时也是匈牙利创意共享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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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致谢
诸多认识为本研究提供了帮助或者审阅了本研究的报告,我们在此无法一一列举,他们是:
Robert Bauer, Director of Strategic Planning, MPAA

Shamnad Bashee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Juridical Sciences, Kolkata, India
Pria Chetty, Principal Attorney, Chetty Law, South Africa

David Cross, Department of Film and Media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exico
Willie Currie, Research Director, Association for Progressive Communications
Maria Haigh,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Kathryn Hendly,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lex Kochis, FiveBy Solutions, United States

Ramon Lobato, Swindburne University, Australia
David Wood, UNAM, Mexico

Boris Mamlyuk, Ohio Northern University

William Pomeranz, Deputy Director, Kennan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Igor Pozhitkov, IFPI Russia

Andrew Rens, SJD Candidate, Duke University, Attorney ( High Court of South Africa)
Tobias Schonwett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search Unit,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制作与项目管理
Alyson Metzger, heroic editing and copyediting.
Rosten Woo, print and web design.
Zachary Zinn, web support.
Mark Swindle, maps.

Jaewon Chung, project management.
主要机构合作伙伴
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 ) , 位于纽约,是一个独立的

非政府组织,主要从事创新性的社会科学研究。 SSRC 成立于 1923 年,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一系列
不同的研究项目来建立一个跨学科的、国际性的研究网络,在促进有关重要社会问题的新的研究成
果的传播的同时,也培养和训练下一代的研究人员。 SSRC 提供奖学金和补助金,资助研讨会和会
议,支持学术性和公共性问题的交流,组织暑期培训学院,通过印刷和在线的形式发行一系列的出
版物。

技术与社会中心( The Center for Technology and Society,CTS) 是里约热内卢法学院盖图瓦格斯基

金会的一个机构,它也是巴西唯一一个专门研究法律、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影响( 特别是知识产权方
面) 的专门机构。 CTS 开展了几个研究和教育项目,基本上都是采用了跨学科的方法。 在这些项目

中,CTS 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合作,创立并管理巴西的创意共享项目( http: / / creativecommons. org) ,;
同时,还主导了诸如开放商业模式、数字融合、网络法律架构、知识获取和自由文化创作等项目。

欧尔曼都研究院( Overmundo Institute) ( 欧尔曼都社会文化研究院,Instituto Sociocultural Over-

mundo) 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主要致力于巴西的知识获取和文化多样性的工作。 它成立于 2006 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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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于里约热内卢,该机构的主要任务包括:在全巴西建立新的文化创作和传播的渠道和机会;研究
网络和数字技术给知识和文化的创造、共享和传播所带来的新的机遇及策略;鼓励在知识产权管理
和文化传播领域的商业模式创新,进而为该机构其他两个方面的行动提供法律和经济基础。

信息正义与知识产权项目( The Program on Information Justic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IJIP” ) ,

是美国大学华盛顿法学院通过研究、教育、活动以及法律咨询服务等,提高人们对国内和国际知识产
权法律中的公共利益的关注。 PIJIP 的课程和活动主要是关注如何进一步平衡知识产权和信息法
律,在给予创作者的回报的同时,确保大众获取信息及其产品。

进步通讯协会( The Association for Progressive Communications,APC) ,对于那些已经接触网络的

人而言,因特网已经成为我们日常接触信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交流的基本工具。 然而,还
有数百万人没有是实惠、可靠或者充分的网络接入。 APC 认为互联网是全球性的公共物品。 该协会
自从 1990 年创建开始,就是一个国际性的非营利组织,主要目的在于推动每个人都能够拥有自由开
放的网络接入,进而提高我们的生活,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ACP 80% 的成员都是来自发展中国家。

独立社会研究中心( The Centre for Independent Social Research,CISR) 成立于 1991 年,是俄罗斯

从事学术研究和对年轻的研究人员开展职业培训的机构中,仅有的几个非政府机构之一。 CISR 的
研究人员主要采用定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该中心主要关注普遍的社会利益问题,特别是关注市
民社会和社会架构方面的研究。 该中心每年开展的研究项目高达 50 个,诸多项目都是与来自俄罗
斯甚至全球各地的专家开展合作。 自 1995 年以来,该中心以俄语、英语两种语言出版了其自己的研
究期刊,并出版了 10 期系列研究论文。 这些资料都可以在 CISR 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中获取。 CISR

还资助对俄罗斯年轻社会学家的专业培训,它是几个国际研究组织网络的成员,并且参与在全俄罗
斯联邦创建新的研究中心。

莫斯科物理和技术研究所( The Moscow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Technology,“ MIPT” ) 是由前苏联

政府和科学家主导在 1946 年创立的,是一个高层次的教育和研究机构,主要关注物理方面的研究。
MIPT 很快就在该领域取得了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 我们很难从一般意义上评估 MIPT 对
前苏联的物理和科学作出的重要贡献。 该学院的毕业生很多成为核研究和火箭科学的专家,生物物
理、无线电物理以及其他科学领域的专家。 MIPT 的教师是俄罗斯的大学和高级中学层面物理科学
教育的最高权威。

撒莱( Sarai) 是印度领先的研究机构“ 印度发展社会研究中心” 的一个项目,它主要是从更广的

视野对社会发展( 特别是南亚) 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批判和反思。 该机构是一个研究者和实务者
的联盟,采用公开和富有创新性的研究模式,确保不同的声音和立场都能够以各种形式表达出来。
过去 10 年,撒莱已经发展成为南亚地区最为著名和成果最多的研究平台。 它的研究主要关注城市
空间的转型和当代社会现实,特别是关于城市、信息、社会、技术与文化之间的交互影响。

另类法律论坛( The Alternative Law Forum,ALF) 是一个集合律师和研究人员共同研究不同社会

法律问题的团体。 ALF 自己定位为它既是一个为边缘群体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也是一个主要采用交
叉学科研究方法的自治研究组织。 在过去 10 年,它主要研究知识产权法律和政策中的公共利益问
题,并且在几个法律行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行动包括药品获取和版权合理使用问题等
方面。 ALF 一直和撒莱( Sarai) 就媒体盗版下的社会生活开展联合研究工作。
资助者
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IDRC) 是加拿大 1970 年成立

的一个皇家机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通过科学和技术寻求他们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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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问题的现实和长期解决方案。 它主要支持建立当地的研究团体,而这一团体的任务必须是围绕建
立更为健康、平等和繁荣的社会而开展研究工作。 该中心支持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主
题: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发展视野下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创新、政策和科学;社会和经济政策。 本研
究特别感谢 IDRC 项目工作人员 Phet Sayo, Khaled Fourati 和 Alicia Richero.

福特基金会( The Ford Foundation) ,成立以 1936 年,是一个独立的、全球性的组织。 它致力于社

会变革前沿问题的开拓性研究,同时也是本领域的领先者。 本项目要别特办些福特基金会员工 Alan
Divack, Ana Toni 和 Jenny Toom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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